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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新生，你好！
很高兴在我们的大家庭中见到你！ 

在远方等待你的是新的胜利和新的地平线，是在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世界级科学教
育文化中心——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的累累硕果。

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国家政治人物、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曾在这里学
习和工作。现在是你的时代！

成为一名大学生后，尽量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抓紧一切时间。毕竟，在圣大的生活一刻都
不会停歇，除了学习，在大学的里还会举办科学、文化和体育活动。

我们准备了这份学生备忘录——它将成为你忙碌的学生生活中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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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和事实

1724年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成
立之年

> 750个 
继续教育项目

> 26 000名 
就读各类教育项目
的学生

> 1600项
实习实践机构协议和合作协议

≈ 4700名 
教师和研究人员

> 700万  
条存储单元位于高尔基科学图书馆中

23个 
资源中心位于圣大科学
园区中

490个 
教育专业项目

> 13 000个 
个宿舍床位

590 
所国外合作大学和合
作机构

75亿
卢布的科学园区设备

> 350门 
在线课程

圣大各方面活动的最新信息都可以在chinese.spbu.ru网站上找到

今日圣大

http://chinese.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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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跻身国际一流大学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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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圣大——古典大学 

宽泛的专业门类可以开发跨学科项目，为学生开辟新的
机遇。跨学科性——是近几十年来的一种趋势，它允
许在几门学科的交叉点上兴办专业项目。圣大强烈支持 
这一原则，学生可以自由参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讲座， 
可以使用大学的所有资源，创建联合初创企业和研究项
目，并在其中汇集来自各个知识领域的志同道合的人。

我校毕业生是劳动力市场上最紧俏的专业
人才。这是通过与雇主互动实现的——我
们与雇主开发联合教育项目，以便你在将
来成为稀缺的专业人才。

圣大自2009年起取得特殊地位，大学可以： 

在所有教育项目中进行额外
测试

独立设定自身的教育标准

自行颁发学位

颁发自有形制
的文凭

圣大是一所古典大学——这意味
着它在范围极广泛的专业领域内
兴办教育项目：从生物情报学和
数字技术，到亚非语言研究。

可通过以下链接 阅读关于大学特殊地位的法律文本

https://chinese.spbu.ru/obrazovan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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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世纪的历史中，大学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规则，这些传统和规则被记录在各种文件中——例如校长
令和校友守则。可在此章节了解最新的校长令以及其他文件。

哪些该知晓？

校友守则
>> 这里规定了校友有义务遵循大学的传统、
道德伦理标准，珍视并尊重精神价值。

圣大学习规则
>> 本文件规定了学士、专业学士、硕士和中
等职业教育项目的教育过程，以及针对大学
转学和复学程序的详细说明

圣彼得堡大学章程
>> 这是一套规范大学活动的规则，包括教育、
科学和行政活动。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圣大各
部门主要职能和任务的描述

“教育”章节
>> 本章节包含各教育项目的描述、注释、教学
日历、方法论文件和其他文件、实践实习信息

1.3. 大学生活规则

https://chinese.spbu.ru/aboutspbucnmenu/spbutodaycn
https://spbu.ru/openuniversity/documents/kodeks-universanta
https://chinese.spbu.ru/images/doc/order/学员内部秩序规章.pdf
https://chinese.spbu.ru/images/materials/doc/ustavcn.pdf
https://chinese.spbu.ru/obrazovan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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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争端？

成千上万的人——学生、教师、员工——每天在圣彼
得堡大学互动。自然而然，在这样一个活跃热闹的人
流中，可能会出现争端的情况。

大学中与公共关系相关的问题将由道德委员会帮
助解决。它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组成。
有关委员会活动的更多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可以在
此处找到。

大学争议调停委员会行使解决教育关
系中的参与者发生的争端职权。

https://spbu.ru/universitet/podrazdeleniya-i-rukovodstvo/uchenye-sovety/uchenyy-sovet-spbgu/komissiya-po-etike
https://spbu.ru/openuniversity/documents/o-komissii-po-uregulirovaniyu-sporov-mezhdu-uchastnikami-obrazovateln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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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物馆
我们建议你从圣大历史博物馆开始了解大学。它的展
品详细讲述了大学发展的主要阶段，有真实的文件和
照片、仪器和教具、书籍、艺术作品和杰出科学家的
纪念品、奖章，以及送给大学的礼物。

圣大还有其他很多博物馆！馆藏超过
300万件，被广泛用于科学研究和各类
教育项目。你可以在备忘录的以下部
分了解有关其他博物馆的更多信息。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muzey-istorii-spb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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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在其存在的近三个世纪中，大学经历了许多事件。但尽管如此，圣大即使在
最困难的时期仍在继续发展——大学开设了新的院系和部门，校园的地理范
围也在扩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此的规模要求制定统一的规则，以
便各部门的透明运作和大学生的舒适生活。有关近年来
圣大发生的变化以及已解决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重新启动” 章节。

https://spbu.ru/openuniversity/perezagruz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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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科学图书馆的三世纪藏书为大学教育和科学提供服务。为了搜索罕见复杂的信
息，我们的学生使用图书馆资源中的印刷出版物和大量电子资源——这样做既简单又
方便。

科学图书馆的主要馆藏设在十二所学院大楼内，而在大学其他建筑内还设有21个研
究领域的分馆，你可以在那里获取阅览证。图书馆已经电脑化，配备高速互联网和
Wi-Fi系统。

2.1. 最好的图书馆 

2. 学会成为第一人： 
你面前有哪些机会？

此 外 ， 我 校 还 可 以 访 问 世 界 一 流 出 版 商 的 丰 富 馆 藏 — — 有
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Taylor & Francis、剑桥大学出版
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一个电子“知识空间”已经形成，你可以在其中
访问不同类型的资源，从杂志书籍到图像、视频和实验数据。

单击链接可以找到完整资源列表，还可以在此处找到所需文献。

http://cufts.library.spbu.ru/CRDB/SPBGU/
https://eds.p.ebscohost.com/eds/search/basic?vid=0&sid=3230a471-76e3-4be5-b6e9-b37183092fca%40r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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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书？
每位学生在入学时都会获得一张阅览证。要借书，只需向图书馆工作人员出示阅览证即可。你可以访问任何专
业分馆，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如何设置远程访问？
使用登录名（st****）和密码（每位学生都有提供），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登录远程访问电子资源系统，随时随
地使用。

今天，你可以访问:

令人惊叹，对不对？

更多信息可在圣大科学图书馆的网站上找到。

700万本  
纸质出版物

超过1.25亿种  
电子资源信息

70000本  
图书珍本

40000份
восточных,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х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https://library.spbu.ru/ru/pomoshch/2-uncategorised/19-instruktsiya-po-rabote-selektronnymiresursami-vne-seti-spbgu-udalennyj-dostup.html
https://library.spbu.r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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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国最好的科学园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技园是俄罗斯最大的公用中心，配备了最现代化的设备。科学园本着对所有人开放访问的原
则运作，这使得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研究团体进行合作成为可能。 圣大学生也可以使用科学园的资源——
大学一年级学生便允许使用设备。

使用科学园23个资源中心的设备，你可以在毕业论文（设计） 
的框架内进行自己的首批研究，或参与任何科学项目，但须遵守 
普遍规则。

  

        更多细节

https://researchpark.spbu.ru/home/main-docs-rus
https://researchpark.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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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贴近当下的在线课程

圣大在线课程将帮助你向大学的领军科学家和教师学习——免费，随时随地可访问。在课程数量上，我们在俄罗斯
排名第一，如今已经开发了350多门在线课程。

不久前，一些科目已经使用在线课程以混合形式开展教学。在线课程也可以作为选修课。

一部分圣大在线课程以免费形式提供：所有课程资料在注册后立
即开放，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间进行。

在教育平台上注册课程

»»
»
»

如何成为听众？

找到自己的在线课程

在Открыт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平台上注册一门课程

根据课程开始日期，你可以订阅课程新闻，或立即开始听第一堂课

学习结束后，你可以获得成功完成课程修业的证书

https://online.spbu.ru/cn/
https://online.spbu.ru/cn/
https://openedu.ru/university/sp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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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以让学习变得更轻松、更有趣的各类服务 

学生电子邮箱
电子邮件——是圣大行政部门、教师、学生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

可以通过Blackboard系统进入你的邮箱（st******@student.spbu.ru）。输入登录名 (st******) 和提供给每位学生的密码，在首
页（名为“我的大学”）找到“工具”部分，然后点击“电子邮件”链接。

通常会收到什么消息？
• 来自教务科的重要信息
• 来自大学其他服务部门的可靠新闻

为什么使用学生邮箱很重要？
• 有时会有太多信件寄到个人地址——而最重要的那些，比如从你老师那里寄来
的信可能会被掩盖在其中。
• 大学保护我们的信息生态系统免受各种干扰，比如黑客攻击和垃圾邮件。

还有什么？

使用学生邮件，你可以以折扣价在热门的在线商店购物或订阅Music VK、Spotify、Apple Music和其他音乐。在俄罗斯铁路公司的
网站上，你将获得25%的包厢车厢折扣，但仅限于俄罗斯国内路线——该折扣计划包括ФПК、Сапсан、Аллегро公司的车票。

https://bb.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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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BOARD

Blackboard——是一种电子学习支持系统。在它的帮助下，你可以找到各科目的资料和任务，提交作业，并与老师
保持联系。

要登录，请点击链接，然后输入用户名 （st*****）和密码。

MICROSOFT TEAMS

Microsoft Teams——是用于远程教学的在线平台。平台提供各种与老师和同学互动的机会，还可以发布学习资料，
并解决各种任务——从检查作业到联合音视频通话。非常方便易用！

为方便起见，你可以同时使用云端版和专用程序——可在此处下载适用于Windows或MacOS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可用于移动设备。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联系教务科的工作人员：
• 你没有收到自己用户名/密码
• 你收不到信件（但同学可以收到）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联系技术支持部门：
• 忘记（丢失）用户名或密码
• 无法登录邮箱或Blackboard

https://bb.spbu.ru/
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common/oauth2/v2.0/authorize?response_type=id_token&scope=openid%20profile&client_id=5e3ce6c0-2b1f-4285-8d4b-75ee78787346&redirect_uri=https%3A%2F%2Fteams.microsoft.com%2Fgo&state=eyJpZCI6IjJiNDdkNDAwLTE1MjEtNGZmOS1iMDAyLTJmNGU3MTI3MjNjZSIsInRzIjoxNjMwNDk0NTAwLCJtZXRob2QiOiJyZWRpcmVjdEludGVyYWN0aW9uIn0%3D&nonce=69a6b884-d7b0-4441-a650-269313cde018&client_info=1&x-client-SKU=MSAL.JS&x-client-Ver=1.3.4&client-request-id=1ffc78a4-b5a7-4162-844b-9012584bb143&response_mode=fragment
https://www.microsoft.com/ru-ru/microsoft-teams/download-app


新生备忘录18

课表
课程表于每个学期开始前制定。

你可以在信息系统 timetable.spbu.ru 中找到，或者在教学大楼的屏幕上和课表展示台上了解它。

教务科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
地址：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наб., д. 7–9,

Ректорский флигель, цокольный этаж, ком. 009

电话： +7 (812) 363 60 30

邮件：support@spbu.ru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 - 18：00

其他技术能力
远程技术在学习中很受欢迎。因此，为了学校师生的方便，我们提供免费版的MS Office 365 产品——包括所有对学习有用的软
件：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和Microsoft Teams。

为获取软件，请在网站上输入自己的帐户详细信息——st******@student.spbu.ru和密码。

详细信息可在此处发布的电子指南中找到。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困难，请在网站上填写申请表联系技术支持部门， 
或致电+7 (812) 363-60-30。

https://timetable.spbu.ru/
https://help.it.spbu.ru/
https://sd.spbu.ru/otrs/customer.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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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国外大学学习 

学术流动
我校学生可以参加学术流动项目的竞赛——得益于此，你可以在国外学习一至两个学期，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
结交新朋友。不论你学习哪个专业方向——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竞赛，学术流动时间与硕士学习第一学期重合的学
生或毕业年纪的最后一个学期除外。

前往国外大学的几种方法：
• 自行申请
• 在校际协议的框架内，其中包括在Erasmus+奖学金计划下参加圣大一年一度的公开竞赛
• 获得组织方的资助，通过国际学术流动计划出国
• 参与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一年一度的公开竞赛，通过政府间协议出国

要去国外大学进修，需要先熟悉规则并选择合适的专业方向。我校学生在全
球许多大学学习 ——他们在一个特别的博客中分享自己的印象。

Вконтакте 

国际部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教育合作

https://vk.com/mobilityspbu
https://ifea.spbu.ru/%D0%BA%D0%BE%D0%BD%D1%82%D0%B0%D0%BA%D1%82%D1%8B/86-o%D1%82%D0%B4%D0%B5%D0%BB-%D0%BC%D0%B5%D0%B6%D0%B4%D1%83%D0%BD%D0%B0%D1%80%D0%BE%D0%B4%D0%BD%D0%BE%D0%B3%D0%BE-%D0%BE%D0%B1%D1%80%D0%B0%D0%B7%D0%BE%D0%B2%D0%B0%D1%82%D0%B5%D0%BB%D1%8C%D0%BD%D0%BE%D0%B3%D0%BE-%D1%81%D0%BE%D1%82%D1%80%D1%83%D0%B4%D0%BD%D0%B8%D1%87%D0%B5%D1%81%D1%82%D0%B2%D0%B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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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起来了吗？      
现在就准备文件： 

• 竞赛申请——在线填写
• 填好并认证的履历表——下载并以电子方式填写表格，然后由教务科打印并签字
• 证明外语水平的证书——接受雅思、托福、DALF等成绩，没有的话可圣大参加考试
• 证明学习和学术活动成就的文件副本：参加会议、学术出版物、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和优胜者的奖证等。

详细了解如何去国外大学学习。

“双证”模式专业项目

我校在与合作大学的协议框架内兴办了15个联合硕士项目——项目毕业生可获得两份文凭：一份由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颁发，另一份由国外大学颁发。这种教育形式可提供圣大及国外大学的平行教育。

如果你感兴趣，那么在硕士项目目录中寻找“双证”特殊
标记。

下载表格

https://ifea.spbu.ru/%D1%81%D1%82%D1%83%D0%B4%D0%B5%D0%BD%D1%87%D0%B5%D1%81%D0%BA%D0%B8%D0%B9-%D0%BE%D0%B1%D0%BC%D0%B5%D0%BD
https://spbu.ru/postupayushchim/programms/magistratura
https://regforms.spbu.ru/ru/?option=com_rsform&view=rsform&formId=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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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圣大文凭——不仅仅是“硬壳证件” 

从大学毕业后，你将获得与俄罗斯其他大学不同的文凭。自2010年开始，我们便一直颁发自有形制的教育文凭——
这是依法进行的。

你可以在文凭中找到一份附件——它对应于欧盟委员会、欧洲委员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文凭附件的基
本参数，被称为“欧洲文凭附件”。未来雇主所需的所有信息都在其上公布——所学课程、研讨课，进行的实验室工
作，并换算为欧洲评级表ECTS分数，还有实习地点以及在线课程的分数。

附件中包含有关俄罗斯教育系统的信息——如果你打算在国外企业工作，它将派上用场。此外，您未来的文凭还会
被翻译成英文。

与此同时，我校文凭还配备了二维码，允许潜在雇主通过圣大门户网站上毕业生个人页面链接来获取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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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你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在哪里进行实习实践
在圣大，实习时间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学习期间，你将经历教育实践、生产实践和毕业前
实习。三者在活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获得实践技能和能力。

实践类型
• 项目实践
• 田野实习
• 科研实习
• 教学实践
• 临床实习

我校积极吸引雇主参与教育过程，因此你有机会在俄罗斯国
内外大型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进行实习时间。更多关于圣大实
践与合作伙伴的信息可以在我校网站的特别栏目找到。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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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事务所
事务所实习是圣大的特色。我们创建了多所特别的事务所，让你能够习得实践技能，同时不会中断教育过程。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真实的客户合作伙伴项目、雇主的项目以及大学各服务部门的项目。这种模式旨在帮助学
生实现自我，并让未来的雇主为自己培养人才。

大学中有14所事务所，方向各不相同：

法律事务所
心理学事务所
社会学事务所
社会翻译中心
金融素养中心
媒体中心
应用研究社会学事务所
IT事务所
生态事务所
档案中心
冲突学事务所
博物馆建筑事务所
交际项目事务所
语言学事务所

»

»

»

»

»
»

»

»

»

»

»

»
»

在哪里申请实习
在圣大，可以参加学术实习，但仅限于已经拥有学士学位或有科学教育经验的人。
实习的任务不仅是进行研究项目，还要提高自身的能力。
如何提交申请，以及申请者有哪些机会，更多信息可以点击链接了解。

»

https://english.spbu.ru/education/clinics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yuridicheskaya-klinika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psihologicheskaya-klinika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socialnaya-klinika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socialnyy-centr-perevodov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centr-finansovoy-gramotnosti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mediacentr-spbgu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sociologicheskaya-klinika-prikladnyh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centr-it-i-inzhenernyh-kompetenciy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ekologicheskaya-klinika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arhivnyy-centr-spbgu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konfliktologicheskaya-klinika-sluzhba-mediacii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muzeyno-arhitekturnaya-klinika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klinika-kommunikacionnyh-proektov-spbgu
https://spbu.ru/studentam/praktika/praktika-po-modeli-kliniki-v-spbgu/lingvisticheskaya-klinika
https://nauka.spbu.ru/nauchnye-stazhirovki.html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25



新生备忘录26

有关宿舍地址和联系方式，请参阅链接。

3.1. 圣彼得堡市最大的宿舍综合体

3. 住在哪里？

我校非本市居民和外国学生可以入住圣大宿舍，
它们位于在城市的三个区——彼得宫区、瓦西
里岛区和涅瓦区。宿舍综合体是本市规模最大
的——我们有13000个床位！大学各宿舍内有休
息室、洗衣房、咖啡馆、商店、运动场馆，Wi-Fi
覆盖。

https://chinese.spbu.ru/aboutspbucnmenu/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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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们提前为你安排好了房间

我校宿舍有两种类型：公寓式和走廊式。每个房间住两至三人。
无论何种类型宿，所有宿舍都配备必要的家具：床、床头柜、椅子、书桌、书架和衣柜。厨房或微型厨房位于公共区或独立
房间内。

你可以在网站上或向自己宿舍分区的负责人了解有关设施标准的更多信息。

3.3. 如何入住宿舍

在入住开始前几天，有关入住和宿舍分配清单的信息会在专门版块中发布。入住名额是提前分配好的——不用在开始办理入
住的第一天就前来。你的床位已分配给你，在九月一日之前不会消失！

入住时应该做些什么？
•  在名单上找到自己，找出宿舍编号和地址
•  前往办理入住手续——办理证件并领取钥匙

在自己的宿舍安顿好后，将护照、X射线检查单和疫苗接种证书交给宿舍分区负责人。当你收到学生证时，不要忘记办理永
久通行证。

如果你未满18岁，请携带父母签署的同意入住申明。
来自圣彼得堡市的学生可以申请宿舍位置，但只能申请彼得宫区——在有剩余床位的情况下，10月1日之后开始办理入住。

https://students.spbu.ru/mmen-obwezhitija/novos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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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城市的任何地方到达圣大宿舍，如从火车站和机场到彼得宫区宿舍
和瓦西里岛区宿舍。有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宿舍的住宿费用，你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指引你入住圣大宿舍的将是一本特别的小册子，也可以在门户网站上了解信息。

https://students.spbu.ru/mmen-obwezhitija/157-karta-proezda-punk3.html
https://students.spbu.ru/mmen-obwezhitija/159-karta-proezda-vunk.html
https://spbu.ru/openuniversity/documents/ob-ustanovlenii-dlya-obuchayushchihsya-spbgu-razmera-platy-za-prozhivanie-0
https://campus.spbu.ru/documents/campus_navigator2021.pdf
https://campus.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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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可以获得哪些财务支持？ 



新生备忘录30

4.1. 奖学金最多有多少？

所有预算公费学生都会获得国家学业奖学金——数额为2080卢布。想要持续得到该奖学金而不中断，重要的
是通过所有测验并获得“良好”和“优秀”的分数。
就读中等职业教育项目的学生获得数额为728卢布的奖学金。

你还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奖学金——请阅读以下详细信息。

高级国家学术奖学金
颁给谁？
本科生和硕士生。
数额是多少？
奖学金金额从6700卢布/每月到10400卢布/每月不等。
标准是什么？
在教育、研究、公共、文化创作、体育活动方面的成就。履历竞赛在每学期开始时举行—— 
学术奖学金颁发给不超过10%的学生。

高级国家社会奖学金 
颁给谁？
该奖学金颁发给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本科生和专科生。
数额是多少？
奖学金金额高达30000卢布/每月。
标准是什么？
根据教育预算，支付给优待类别的全日制预算公费学生，且成绩为“良好”和“优秀”。一个学期
按月支付。

读本科、专科、硕士项目单个类别的学生会获得国家社会奖学金。奖学金总额为3120卢布/每月。更多关于获得奖学金条件
的详细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

https://students.spbu.ru/mmen-stipendii/stipendii/sotsialnaya-stipendiy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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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获得冠名奖学金？ 

颁给谁？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标准是什么？
每项冠名奖学金都有自己的获奖条款，例如在学习和学术方面取得成就，也有一些奖学金奖励在创作
和体育方面取得成就的学生。 

如何参加竞赛？
• 关注圣大门户网站“课外活动”的最新信息
• 理解条款，不要忘记及时提交文件
• 在此处关注竞争性遴选的最新消息和结果

可以获得哪些名义奖学金？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杰出体育成就冠名奖学金
• 罗蒙诺索夫奖学金
• 米特罗法诺夫院士奖学金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校长奖学金 
• 富尔先科院士奖学金
• 皮奥特罗夫斯基院士奖学金
• 韦尔比茨卡娅奖学金 
• 伊万诺夫斯基奖学金

https://students.spbu.ru/
https://students.spbu.ru
https://students.spbu.ru/mmen-stipendii/stipendii/zayavki-na-imennye-i-personalnye-stipendii-dlya-obuchayushchikhsya-spbg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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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一份完整的奖学金清单，了解获奖的相关条款和更多信息。

我们制作了详细介绍——它将告诉您如何获得奖学金或资助。

还有问题？
通过电子邮件地址联系青年工作部——urm@spbu.ru.

4.3. 物资资助

如果我们的学生处于困境，我们会尽力帮助他们——例如补贴食品支出、部分出行费用，或提供其他物质支持
关于在哪些情况下你可以获得物资资助，请阅读本节。

申请书和文件由学生在圣大网站上的个人办公室中提交。

请仔细阅读本节中提供物质援助的条款和程序。

https://students.spbu.ru/mmen-stipendii/stipendii.html
https://students.spbu.ru/images/2019/stipendii_studentam.pdf
https://students.spbu.ru/mmen-stipendii/materialnaya-pomoshch/5472-o-dokumentakh-podtverzhdayushchikh-pravo-na-poluchenie-materialnoj-pomoshchi-obuchayushchemusya.html
https://my.spbu.ru/Login.aspx?ReturnUrl=%2f
https://students.spbu.ru/mmen-stipendii/materialnaya-pomosh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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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初创：如何实现梦想？

什么是“圣大初创”？

• 这是大学生创新商业项目竞赛。每年我们会提供竞赛主题清单——
从环境问题到人工智能。

•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很酷的团队合作体验，创建的不是教育项目，
而是科学和商业项目。

• 此外，竞赛的决赛入围者还有机会获得来自圣大捐赠基金的连续三
个月每月10000卢布的津贴。

• 你还可以获得10万至30万卢布的奖金，并赢得70万卢布至100万卢
布的资助以将项目变现

• 将竞争项目作为毕业论文（设计）或学期论文进行辩护，并获得建
议和法律支持。

更多细节

https://students.spbu.ru/project-activities/140-proektnaya-deyatelnost/5719-konkurs-mezhdistsiplinarnykh-studencheskikh-i-aspirantskikh-biznes-proektov-start-up-spbg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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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你可以参加哪些奥林匹克竞赛？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为大学生举办Petropolitan Science (Re) Search国际学生
公开赛。共涉及17个专业方向。

PS (R) S奥林匹克竞赛的成绩会被纳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的招生：根据
培养方向的不同，奥林匹克竞赛奖证获得者在圣大硕士和博士录取时可以获
得最高100分的加分。

更多细节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我是专家”全俄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的 
“语文学”、“语言学”、“法律学”和“地理学”方向组织机构。

在硕士、博士和住院医师项目录取时，“我是专家”奥林匹克
的奖证可赋予申请人优势地位，还有机会在大型企业进行实
习。2021-2022学年，奥林匹克竞赛在72个专业领域举行。

更多细节

https://psrs.spbu.ru/
https://yandex.ru/profi/cours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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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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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与体育活动

人们说活动交替——就是休息，这并非毫无道理。
我校的体育协会种类繁多，你肯定会喜欢其中一种。赶快报名，以免错过第一批比赛！

圣大联队
• 划船
• 登山和攀岩
• 篮球
• 排球
• 游泳
• 橄榄球
• 足球
• 田径
• 力量举

体育协会
• 赛艇
• 终极飞盘
• 健美操
• 羽毛球
• 篮球
• 拳击
• 摔跤
• 排球

更多关于圣大的体育生活信息以及活动日历，你可以在体育活动
管理处的网站上找到。

圣大联队参与大学生篮球协会、大学生赛艇联盟、
大学生橄榄球联盟、俄罗斯大学生足球联盟。

• 高尔夫球
• 田径
• 力量举
• 游泳
• 攀岩
• 足球
• 艺术体操

群众性体育活动日程表

活动 日期

圣大学生赛季的开始 9月20日

“彼得戈夫奥林匹克”体育节 9月至10月

“劳卫制”体育运动会 4月、10月

“新生的奖品” 11月

“冠军舞会” 12月

圣大冬季锦杯 2月

圣大奥运项目冠军赛 2月至4月

“万尼亚舅舅锦杯”力量举比赛 4月

“斯帕斯基锦杯”国际象棋比赛 4月

纪念瓦西利科夫斯基田径接力赛 5月

水上运动项目夏季锦杯 6月

赛季结束与学年总结的节日 6月

http://uosd.spbu.ru/UOSD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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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与创作活动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爱好的生活，所以诚挚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创意大家庭。

大多数协会的公开试镜全年都有举行。

创意团队
• 舞蹈工作室
• Unicorn爱尔兰舞蹈俱乐部 
• ДКиН创意协会
• 桑德勒学术合唱团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合唱团
• 声乐工作室
• 戏剧工作室
• 俄罗斯民间乐器管弦乐队
• 青年室内乐团
• 民俗歌舞团
• Filolalia校友戏剧社
• Musica Universalis古音乐团
• “什么？地点？时间？”游戏

更多信息 

https://students.spbu.ru/mmen-meroprijatija/tvorcheskie-kollektiv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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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志愿帮助他人

圣大志愿者中心
在这里，你可以为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活动做出个人贡献，作为大学项目和全俄罗斯项目的志愿者。我们帮助退伍军人和校
友，与狗狗收容所和康复中心合作。

方向：
• 体育——协助组织大学和合作伙伴的体育赛事
• 社会——帮助有需要的人和残障人士，还会前往康复中心和动物收容所工作
• 生态——组织旨在保护自然的活动
• 文化——在文化领域提供自愿无偿援助
• 爱国——铭记历史，热爱祖国
• 服务——协助圣大及其合作伙伴举办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

我们的志愿者参与的以下活动的组织：
• 足球世界杯
•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 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
• 圣彼得堡国际劳工论坛
• ... 以及许多其他重大国际活动和项目

想加入吗？详情请见大学网站，还可关注我们的ВКонтакте主页。

https://students.spbu.ru/volunteer
https://vk.com/volunteeringcenter_sp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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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学生支队 

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倒——在“支队”这个单词的背后是一群对共同事业充满热情的学生。这不仅有用，也很有趣。例如，教学
支队的成员在暑假期间在儿童夏令营担任辅导员；建设支队参与各种物品的修复；考古支队参与各类挖掘。

• 教学支队
• “石榴”
• “愿景”
• “罗斯”
• “童话”
• “齐奏”

• “雷神”考古支队
• “果酱”农业支队
• “水星”向导支队
• “刺柏”生态支队
• “英格里亚”搜索支队

更多关于支队的信息

https://students.spbu.ru/o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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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与大学管理 

学生会在讨论学生的重要问题时代表学生利益——例如教学质量、教学楼设施与宿舍安排、餐饮、课外活动等等。

你可以积极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只需在网站上找到你的院系并加入即可。

工会——是圣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联合组织。工会组织处理学生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

• 处理与教育过程和宿舍生活有关的所有问题的投诉

• 为无社会保障的学生提供物质援助

• 参与活动的组织——例如新生节、圣大国际节和许多其他节日

在工会组织中，你可以获得剧院和音乐会的免费、打折门票，以及体育俱乐部、舞蹈学校的预约票，乃至和特惠旅游。
网站上有关工会活动的信息。

外国学生俱乐部——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组成的社团，他们将帮助你更快适应俄罗斯的生活学习。在这里，
外国人可以得到帮助和建议，还可以讨论各类问题——例如全面改善所有外国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休闲条件。俱乐部还举办
外语角，庆祝国际和国家节日，组织电影放映和音乐会，俄罗斯学生也会参与其中。

可以在网站或ВКонтакте群组中了解俱乐部的生活。

https://studsovet.spbu.ru/
http://proforg.ru/
https://students.spbu.ru/kio.html
https://vk.com/kiosp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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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何放下这些休憩一下？ 
“大学”
康体中心位于列宁格勒州风景如画的森林中——位于“格拉
德舍夫斯基”自然保护区内。对于来访者而言，这里有餐
厅、运动场和健身房、图书馆、俄罗斯式浴室、网球和台
球桌。你的假期绝对不会无聊！

更多细节

“地平线”
想要旅行？那么我们在黑海沿岸的教育康体设施是一个合
适的选择。在这些风景如画的地方，你将度过一个愉快的
假期——可以得到休息、增强体力、改善健康状况并确保
结交新朋友。基地附近有一处环境洁净的海滩，配备了救
援站和淋浴室。你可以在那里租用海滩设备。

更多细节

https://okuniver.ru/
https://horizont.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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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需要医疗援助该怎么办

如何去门诊登记？

要接受门诊医疗，你需要选择诊所（通常是离居住地点最近的诊所）并进行
登记。你需要前往诊所，出示有效的强制性健康保险单，并向主治医师提交医
疗服务登记申请。门诊医疗根据属地原则提供，允许门诊医生上门为患者服务 
（如有必要）。

如果你住在瓦西里岛上的宿舍，那么建议前往瓦西里岛区的圣彼得堡市第三门
诊部（СПб ГБУЗ «Городская поликлиника № 3»）。

如果住在彼得夏宫的宿舍，则建议前往圣彼得堡尼古拉耶夫医院
（СПб ГБУЗ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больниц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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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如果生病了该去哪里

圣大保健站

圣大各保健站的全科医生可以会诊急症患者，提供急救，如有必
要的话收治住院，并将病人转诊至地区门诊部的医生处。他们还
会协助制定检查和治疗的策略。
医疗救助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提供。

你可以拨打电话召
医生上门诊治

+
+
+

112 
103

季节性疫苗接种
不要忘记向保健站提供预防接种证明。在圣大各保健站，
学生们定期接种蜱传脑炎疫苗，并每年组织季节性流感疫
苗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 

圣彼得堡市为俄罗斯联邦公民开设177个疫苗接种点， 
外国公民可以在39个疫苗接种点打疫苗。健康委员会网站
上发布有安排疫苗接种的接种站电话及地址。

可在此处找到有关COVID-19疫苗接种的详细信息。

1号保健站
地址：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остров, 7-я линия,  
д. 16–18, первый этаж
电话： +7 (812) 676 01 12

2号保健站
地址： Петергоф,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й пр.,  
д. 35, первый этаж
电话： +7 (812) 428 45 31

3号保健站
地址： 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остров, ул. Камская, 
д. 16, первый этаж
电话： +7 (812) 428 45 31

http://zdrav.spb.ru/ru/news/1360/ 
https://spbu.ru/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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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果在测验/考试期间生病该怎么办

如果你在其中考试、测验或考试前夕生病，可以在康复时再完成考测。

怎样才能获取因病延期考试的证明？
• 联系你的医生，并获取学生临时失去劳动能力证明（表格095/y）
• 在临时失去劳动能力证明开具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文件提交给教务科
• 改日提交补考申请

学生提交的临时失去劳动能力证明（表格095/y）会提交给医疗保健机构核实。请记住，大学会查验所有证书的真实
性。如果证明系伪造，你将被学校除名。

我是外国人，我需要哪些东西？

同样的程序也适用于外国公民，但外国公民必须购买自愿健康保险，并将疫苗接种数据翻译成俄语并经过公证。

自愿健康保险中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 每年进行一次预防性体检，包括各项专科检查（内科、眼科、耳鼻喉科、外科、心脏

病科、神经科、妇科/泌尿科）临床和生化分析——HIV (AIDS) 分析，梅毒分析，肝炎
的血液检查、胸透或X光检查，心电图（超声波心动图和超声波检验）。

• 教育机构入学时由传染病医生进行的检查
• 提供门诊医疗和诊断服务
• 电召医生上门诊治服务
• 提供住院护理——在城市医院紧急住院
• 如果出现严重病理学症状、危及生命的外伤，由保险公司安排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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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临时注册 

7.  需要哪些文件？ 

如果你打算住在宿舍，你需要联系护照签证科的工作人员，
并提供文件:

• 护照及其复印件

• 租赁协议及其副本

• 父母或法定代表的同意书（如果未满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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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登记员

彼得宫城
• 地址： ул. Ботаническая, д. 66, корп. 2, каб. 113, общ. № 10 

（适用于第8、9、10、12、13、14、15、16、20、21、22、23号宿舍）
    电话： +7 (812) 363 64 08

圣彼得堡市
• 地址：ул. Кораблестроителей, д. 20, корп. 1, каб. 4, общ. № 1 

（适用于1、2、3、4、5、19号宿舍） 
    电话： +7 (812) 355 62 28
• 地址：5-я линия В. О., д. 66, каб. 8, общ. № 17（适用于6、17、18号宿舍）
     电话：+7 (812) 324 12 70（分机5020）

如果你打算租房或与亲戚朋友住在一起，那么应由房
主处理文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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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于外国人 

所有抵达圣彼得堡的外国公民都必须进行移民登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取决于你将住在哪里。

住在宿舍

如果你入住宿舍，请联系护照签证科（不得迟于抵达后三个工作日）并提供以下文件：
• 租赁协议
• 护照，包含所有戳印的护照复印件
• 移民卡（如果有）和复印件

圣大护照签证科

地址：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набережная, д. 7–9б (Ректорский флигель), каб. 102
电话： +7 (812) 363 64 03

对于住在彼得宫城的人

地址： ул. Ботаническая, д. 66, корп. 2 (общ. № 10), каб. 103
电话： +7 (812)  363 64 07

住在公寓/旅馆/酒店

如果你不打算住在大学宿舍，而是住在酒店或租来的公寓里，那么物业的所有者或公寓/酒店的管理人员将处理这些
文件。

但不要忘记，在你抵达俄罗斯时立即通知护照签证科（pvo@spbu.ru），并在你完成所有文件工作后，提交移民卡
和移民登记证明的复印件（双方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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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请别忘记，先要前往护照签证处宣告你的到来（pvo@spbu.ru），并提供移民卡复印件。办好其他文件后（移民
登记、补充医疗保险单），要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发送到护照签证处。

移民登记仅可在你的实际居住地，由物业所有人通过授权机构（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移民处、国家和市政服务多功
能中心）进行。以其他方式进行注册是非法的，可能会导致被驱逐出境，从而被大学除名。

不要忘记：
• 抵达或离开俄罗斯时向护照签证科工作人员员工报告
• 及时办理移民登记
• 办理自愿医疗保险，并将复印件提交给护照签证科以及教务科的工作人员
• 及时延长居留（签证）期限
• 护照签证科以及教务科的工作人员通报资料（证件、联系方式）的变化
• 你应在不迟于签证到期 20工作天之前申请延长签证。

在此部分阅读有关外国学生居留规则的更多信息

https://chinese.spbu.ru/postuplenie/pravilapreby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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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通用车票 

什么是通用车票？
为节省公共交通费用，学生可以申请非接触式智能卡。
在它的帮助下，你可以使用任何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地
铁、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

针对优待学生类别
如果学生无监护人，或来自多子女大家庭，可以办理免费
通行票。为此，你需要在9月的前两周联系校长配楼的101
办公室。

有哪些好处？
非接触式智能卡为你提供100次乘坐地铁，无限次乘坐
城市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机会。非接触
式智能卡不能在商业运输路线上使用，也不能支付乘
坐出租车出行的费用。

如何办理？

在各非接触式智能卡发行点
在非接触式智能卡期间，我们建议你在任意地铁售票
处办理临时“Курс”临时卡。一旦你的学生通用车票制
作完成，你可以在购买之日起45天内在任意地铁站售
票处退还“Курс”的费用。制卡时间——10天。

karta-online.rf网站

要办理非接触式智能卡，需要你的护照和3x4 cm照片。
点击链接可以在地铁网站上了解通用车票的费用。

http://xn----7sbab9bbkpdfty.xn--p1ai/
http://www.metro.spb.ru/cnblt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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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兵役委员会？
跨过了大学门槛，别忘记报名服兵役。全日制学习的应征年龄大学生有权在其学习期间推迟服兵役。

应该做什么？
• 首先——从注册之日起两周内，即9月15日前联系圣大军事登记工作处和住宿（学习）地点的军事

委员会。
• 其次——在军事登记工作处领取证明，并将其提交至军事委员会。每年10月1日前都需要这样做。

我可以在哪里进行军事登记？
•  住在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或住在第1、2、3、4、5、6、17、18、19号宿舍的学生，前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ер., д. 3п, ком. 401, +7 (812) 328 97 84进行登记

•  住在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或住在第7、8、9、10、12、13、14、15、16、20、21、22、23号
宿舍（彼得宫城的学生），前往Петергоф,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й пр., д. 28а, ком. 1511, 电话+7 (812) 
428 45 94

圣大军事登记工作处接待学生进行军事登记的工作时间为：
周一至周四 09：20至11：00；11：15至13：00；13：45至15：00；15：15至17：00。

我需要什么文件？

• 俄罗斯联邦护照
• 应征服兵役的公民证明，或有军事登记的军人身份证（适用于常住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学生）
• 应征服兵役的公民证明，或军人身份证、宿舍临时登记证明，或居住地登记证明（如有）（非本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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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需要获取证明 

如何办理学生身份证明？

证明在三个工作日内签发（不包括提交申请之日）。

要办理学习证明或学习期限证明，请以扫描件形式向spbu@spbu.ru寄送一份带有个人签名的申请书，该申请书提
交给教育方法工作第一副校长拉夫里科娃（М. Ю. Лаврикова）。

办理时长
• 在除名命令发出后3个工作日内——对于被除名者
• 提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适用于普通学生

如果你无法亲自领取证明，可由受托人凭委托书向最终认证科（地址：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наб., 7/9, 
Ректорский флигель, каб. 205）的工作人员领取。你也可以通过邮件获取证明。

1 2 3
请提前告知向何处提交证明

（例如父母或监护人工作的公司名称）
联系教务科工作人员 填写并提交申请——教务科工作人员

提供的表格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53

8.1. 博物馆

8. 去哪里？
不明显的事物
#УНИВЕРСИТЕТБОГАТ

我校以其丰富的博物馆藏品而闻名——从独特的
矿物收藏到献给伟大校友及其创造的展览。
我们最近推出了博物馆虚拟导览——现在你可以
随时点击链接查看它们。

• 圣大纳博科夫博物馆
• 门捷列夫档案博物馆
• 佳吉列夫当代艺术博物馆
• 物理和数学史博物馆
• 大学植物标本馆
• 古生物博物馆
• 矿物博物馆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
http://nabokov.museums.spbu.ru/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muzey-arhiv-d-i-mendeleeva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muzey-sovremennyh-iskusstv-imeni-s-p-dyagileva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muzey-istorii-fiziki-i-matematiki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gerbariy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paleontologicheskiy-muzey-0
https://spbu.ru/universitet/muzei-i-kollekcii-spbgu/mineralogicheskiy-muz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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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标志性地点 

圣彼得堡大学内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拥有丰富的历史气息—— 
建议你在空闲时间参观。

现代雕塑公园

该公园创建于2002年，位于大学滨河路上的彼得二世宫殿的庭
院内。自那时起，它已成为城市的主要景点之一——每年有超
过千人参观公园。有许多有趣的艺术品，从不寻常的雕塑到科学
家、公众人物、作家、诗人和文学人物的纪念碑——总共约50件
雕塑。顺带一提，该公园是俄罗斯首座展示帕克恭尼、纳博科夫
和孔子雕塑的公园。

#С
П
бГ

У

https://spbu.ru/virtual_tour_phil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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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П
бГ

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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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
在十二学院大楼的庭院中，有一片真正的绿
洲——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植物园。这里收
集了独特的水生植物、滨海植物、针叶植物
和孢子植物，以及在我们城市中难以找到的
植物——棕榈树和铁树。 

https://spbu.ru/universitet/ekspozicii-i-kollekcii-spbgu/botanicheskiy-sad-spb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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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吉耶夫卡庄园

建议休息日参观谢尔吉耶夫卡——这是一座展现18世纪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古迹。庄园位于涅瓦湾南部海岸风景如画的地
方——常见的和稀有的植物物种都在这里生长。景点中有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夏宫，由著名建筑师施塔肯施奈德建于1839-
1842年；还有“石头脑袋”——是一位不知名大师的雕塑，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它的传说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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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各类活动

每年我校都会举办由杰出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和著名公众人物（俄罗斯国内外）举办
的公开讲座。

学术文化活动
• 讲座
• 研讨会
• 会议
• 摄影比赛
• 音乐会
• 话剧
• 节庆
• 展览

关注网站上的活动，以免错过任何内容。

课外活动
• 冬季舞会
• “什么？ 地点？ 时间？”游戏

   海报

https://events.spbu.ru/
https://events.spbu.ru/events/an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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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大学书店
在我校各书店中，你可以找到来自圣大的最完整的书籍和期刊，以及所有知识领域的文献。

书店地址

• Менделеевская линия, д. 5
• 6-я линия В. О., д. 15

• 语言文学、艺术学、对外俄语专业文献，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набережная, д. 11

• 心理学专业文献
Набережная Макарова, д. 6

• 数学、物理、化学专业文献
Петергоф, Ульяновская ул., д. 3, холл 1-го этажа

• 管理学专业文献
彼得宫城，米哈伊洛夫斯卡娅别墅校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шоссе, д. 109 
更多信息

8.5. 纪念品商店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有官方纪念品商店。
世界各国的学生和毕业生能买到带有母校徽的纪念品和合实用的东西。
商品品种繁多，主要包括：笔、本子、明信片、帆布包、保温杯、雨衣等。

纪念品商店网站

https://publishing.spbu.ru/
https://store.spb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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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还有问题？ 
9.1. 虚拟接待处

为了促进校友与副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管理机构负责人
之间的交流，我校于2011年成立了虚拟接待处。

如果你无法确定该向谁提问，可以向机构管理负责人提问。

重要事项

• 匿名消息不会纳入审查
• 在审查过程中，你可能会被邀请与负责人员单独面谈

有问题？
在网站上提问。

你可以在这里查看回复。你的问题也许已
经有了解决方案

https://guestbook.spbu.ru/
https://guestbook.spbu.ru/vse-obrashcheniy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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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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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圣大在各社交网络上的联系方式 

ВКонтакте

YouTube

Telegram

在社交网络上订阅圣大群组 

与大学保持联系

关注新闻。

»
»
»

https://vk.com/spb172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wsZFBgcmSuTgRcRocWFhg
https://t.me/spb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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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各方面活动的最新信息都可以在 
chinese.spbu.ru网站上找到

https://chinese.spbu.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