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圣彼得堡的俄语中心



2 3

1

2

4

6

8

12

10

我们不仅教授俄语，而且每周还在学院举办文化活动以了解俄罗斯传统（
烹制俄罗斯菜肴、看俄罗斯电影、唱歌、玩棋盘游戏等等）。

我们的成就：
和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合作（普林斯顿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贝茨学
院、英国七橡树中学、剑桥大学等），来自这些著名高校的学生参与了我
们的项目并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我们学生来自各个领域，例如大型外国公司在俄罗斯的负责人（三井物产
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TECHNIP RUS 等）， 外国驻圣彼得堡总
领事（意大利、瑞典、以色列、塞浦路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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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位于圣彼得堡，俄罗斯最美
丽的城市之一。

我们是成立最久的私立俄语学院。 
2003年，杰尔查文学院俄语中心在圣彼得堡成立，并
开始教授外国留学生俄语。

我们的教学质量和课程项目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的认证并获得
了圣彼得堡教育委员会的许可。 

我们被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ROPRYAL）
正式认可。

我们是对外俄语等级考试 (ТРКИ/ TORFL) 的官方考试中心 
在我们中心，您可以备考，然后通过ТРКИ考试，最终获得国家认可的等
级证书。

师资力量雄厚，我们老师均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 老师们都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拥有“对外俄
语等级考试ТРКИ考官”的官方正式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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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学习环境和美好的氛围。

我们有独家教材，由我们的老师专为我们中心编
写的，并附带音频和视频。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来选择专业模块。

小班制教学，课表灵活。每班学生人数不
超过10人。

如果您决定在俄罗斯学习
俄语，为什么要选择我
们：

你知道吗？

只需640课时就可以相当好地掌握俄语
俄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一。最常见的误解：学习西里尔字母

需要耗费许多时间。但你相信吗，其实学习俄语字母表只需要30分钟！开学的
第一天我们的学生们就能开口说俄语和拼读俄语(当然，不能很流利，要想流利
地说俄语还需要一两个月)。

杰尔查文学院的由来

加甫里尔·杰尔查文

我们的历史始于2003年，当时位于圣彼得堡
丰坦卡河沿岸街118号的俄罗斯著名诗人加甫
里尔·杰尔查文的故居被作为杰尔查文文学博物
馆来对外开放，而我们俄语学校是该博物馆文
化教育中心的一部分。加甫里尔·杰尔查文是
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才华横
溢的诗人。我们很荣幸能参与到如此重大的
文化和历史盛事中。因此，我们以这位伟大诗
人的名字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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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言学校时重要的是
什么？

对于90％的
学生来说，最
重要的是服务

质量

我们得到了俄罗斯俄语语言文学教师协会（ROPRYAL）的官方认可，我们的
目标是通过参加各欧洲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和会议向全世界传播俄语。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也认可了我们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质量。 

我们坐落于

• 圣彼得堡的历史中心

• 十九世纪华丽的建筑

• 距技术学院地铁站仅步行10分钟

• 位于距市中心及其主干道---涅瓦大街仅
2个地铁站的距离

• 步行20分钟到马林斯基剧院 

经过20年的专业俄语教学，我们注意到一些乍一看似乎显而易见的事实:

• 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
•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学习俄语的理由
• 每个学生都有使用俄语的最终目标
• 有些学生对语法更感兴趣。有些学生则注重口语练习或为了专门目的

学习语言 

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创建了种类多样的课程项目。

课程项目是如何运作的？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来选择自己的项目/课程：

我们的课程项目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已成功教授俄语 20 年了！ 
我们有独家的课程项目！

ИЗМАЙЛО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МОСКО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САДОВАЯ УЛИЦА

САДОВАЯ УЛИЦА

ТРОИЦКИЙ ПР.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ЕННАЯ
ПЛОЩАДЬ

M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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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БЕРЕЖНАЯ РЕКИ ФОНТАНКИ

70％的学
生选择我们

是因为学校便
利的地理位

置

fabio

10000 likes

derzhavin_institute

10000 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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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科课程
1. 为俄罗斯入学准备的预科课程

适合对象 没有任何俄语基础或者基础无法达到入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的要求的学生  

课程描述 预科课程将通过沉浸式学习俄语来帮助学生达到B1 水平（若选择在俄罗斯大学读书，俄语需要至少
B1水平）。
预科课程结束后，学生将通过B1水平的对外俄语等级考试（ТРКИ-1）并获得等级证书。

学期安排 俄语水平 课时数（45分钟） 考试

第一学期
基础（240）

А0-А1
基础水平

120课时
7.5周  
（16课时每周）

初级水平

А1 – А2
初级水平

120课时  
7.5周
（16课时每周）

基础水平

第二学期
考级（240）

А2 – В1
跨阶段水平

240课时   
7.5周
（16课时每周）

对外俄语一级

为什么值得在俄罗斯学习？

俄罗斯在培养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程序员和医生方面是公认的
佼佼者。

俄罗斯教育的优势还在于培养创意型人才。

音乐学院、戏剧大学、艺术大学、音乐大学、建筑大学等为申请人提供许多不同
的教育项目。

俄罗斯经典教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之一。

俄罗斯大学每年都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

在俄罗斯学习的优势之一是高校教育项目的价格实惠。

在我们学院线上学习预科课程的主要优点：

课程时间安排灵活

全年为零基础和非零基础的学生提供多个课程开始日期。

节省大量金钱
由于是线上学习，无须出国，您可省下签证费用、机票费用和在国外住宿一年
的开销。

节约大量时间
足不出户即可跟专业俄罗斯外教学习地道的俄语，能尽早地开始学习俄语并为
进入俄罗斯大学做准备。

提前适应俄罗斯环境
通过沉浸式学习，让学生在来俄罗斯前就已接受了良好的俄语培训，充分了解了
俄罗斯文化特点并获得了对外俄语等级证书（学生在完成预科课程后会通过线上
考试来获取证书）。这样学生来俄罗斯后能立马开始并迅速适应正式的大学专业
学习。

专业师资，高质量教学

（我们从事外国留学生的俄语教学已经有20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俄语教学实践
经验）

我们只聘请最好的俄语老师，老师们拥有俄语教学领域的学术学位，擅长对外俄
语等级考试的备考。

我们使用自己的俄语教材，教材是由我们老师编写的。

自2014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的官方考试中心。

我们的老师拥有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的考官资质，熟知对外俄语等级考试并知道如
何有效备考。学生可以直接在我们学院参加对外俄语等级考试，考官是学院老
师。

我们95%的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级对外俄语等级考试ТРКИ-1 /В1.

小组授课（不超过10人）

根据学生水平分组教学

课表灵活

白天和晚上均可以教学（北京时间）

全年为零基础和非零基础的学生提供多个课程开始日期。

因材施教

（我们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法。老师会监控小组内每个学生的学习进
度，每周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老师会为每个学生提学习建议，如有必要会
布置额外习题来查漏补缺）

附加主题模块

可以根据学生将来的专业来开设额外的主题课程。这将有助于学生通过大学的入
系专业考试，理解大学的专业讲座。

预科课程持续时间：7.5个月。第一学期：4个月（240课时），第二学期：4个月
（240课时）。

预科课程的证书：国家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的证书（В1  ，又称ТРКИ-1）和结业证
书

额外需求：预科可以根据学生需求来添加额外的课时数，比如语法、口语、专业
语言等。

2. 综合课程
2. 为达到特定俄语等级开设的综合课程

适合对象 专业为俄语的学生、
对俄语感兴趣，想要开始学习俄语或想要进一步学习俄语并达到更高水平的人

课程描述 该课程全面学习俄语的各个主要方面：口语、听力、阅读、写作、语法等。通过该课程学生可以高效
地从一个俄语等级提升到下一个俄语等级。

课程安排 根据俄语学习强度，此课程有三个选项。

课程选项 适合水平 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2.1 冲刺教学 A1-C2 16课时每周 周一至周五

2.2 标准教学 A1-C2 10课时每周 周一至周五

2.3 慢教学 A1-C2 6课时每周 周一、周三、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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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题课程
4. 针对专业需求开设的主题课程

适合对象 对俄语有专业需求（商务、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理工科、文学、艺术专业等）的学生

课程描述 很多学生尽管俄语学得非常好，但在实际应用，尤其是专业领域的应用中仍是非常生疏（如：专
业词汇和术语不会、专业表达结构不会等），该课程是专门针对此类情况设置的。
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应的俄语课程

4.1“商务俄语”课程

适合对象  由于工作需求而学习俄语,需要了解特殊商务词汇、商务信函知识、与俄罗斯的商业伙伴交流的口
语和书面礼仪表述的人

课程描述 该课程是为提高从事对俄贸易人员的俄语会话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用俄语和客户或者潜在客
户进行沟通或者商务文件往来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2-C2 4课时每周 课表1：周二、周四  10:00 – 11:30 
（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 

（北京时间）
课表2：周二、周四  15:30 – 17:00 

（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 

（北京时间）

4.2“ТРКИ对外俄语等级考试备考”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考“对外俄语等级考试”并获取证书的学生

课程描述 本课程将向学生讲解考试的所有方面：语法/词汇，阅读，听力，写作，对话，并帮助学生练习这些
方面的重难点和答题技巧，从而使学生做好充足准备，考试时不再有压力，轻松过考。该课程由考
官直接开设。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1-C1 课程共3周

10课时每周

课表1：周一至周五  10:00 – 11:30 
（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 

（北京时间）
课表2：周一至周五  15:30 – 17:00 

（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 

（北京时间）

4.3“专家语言”课程

适合对象 对于从事理工科、医学、艺术等专业领域，需要额外的专业俄语知识的学生。

课程描述 学习相关邻域的专业词汇、语法、术语，掌握专业表达。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2-C2 4课时每周 课表1：  10:00 – 11:30（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北京时间）

课表2：  15:30 – 17:00（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北京时间）

4.4“19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课程

适合对象 热爱俄罗斯文学、诗歌并想学习如何在不借助字典的情况下阅读和理解文学和诗歌文本的学生

课程描述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2-C2 4课时每周 课表1：  10:00 – 11:30（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北京时间）

课表2：  15:30 – 17:00（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北京时间）

3. 针对性课程
3. 为俄语某特定方面设定的针对性课程

适合对象 已经了解俄语并想要额外针对性地学习俄语某特定方面（口语、语法、口音）的学生

课程描述 额外学习俄语的特定方面，可与综合课程相结合。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目标和兴趣，来选择相应的针对性课程。

3.1 “口语实践”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额外进行口语练习、进一步扩大词汇量的学生

课程描述 该课程可以扩大学生们的词汇量、练习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技巧、学会正确用词。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1-C2 4课时每周 课表1：周三、周五  10:00 – 11:30 
（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 

（北京时间）
课表2：周三、周五  15:30 – 17:00 

（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 

（北京时间）

3.2“俄语语法”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进一步系统性学习俄语语法的学生

课程描述 系统学习俄语语法结构、学会正确造句。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1-C2 4课时每周 课表1：周二、周四  10:00 – 11:30 
（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 

（北京时间）
课表2：周二、周四  15:30 – 17:00 

（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 

（北京时间）

3.3“俄语口音”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正确拼读俄语单词、正确掌握俄语语调从而地道发音的学生

课程描述 语音语调一直是俄语的重要部分。发音是否地道是衡量一个人俄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在重视语法，
写作等语言环境下，大家对语音语调的注重相对较少。如果您存在重音不对、特殊音节发音不准、语句
停顿处理不当、语调使用不当等问题，如果您想要地道地说俄语，那么该课程特别适合您！任课老师是
研究发音和语调多年的专业俄语老师。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每周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1-C2 4课时每周 课表1：  10:00 – 11:30（莫斯科时间）
15:00 – 16:30（北京时间）

课表2：  15:30 – 17:00（莫斯科时间）
20:30 – 22:00（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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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属课程
5.1“一对一”课程

适合对象 1） 想要专属学习计划的学生（例如，学生想学习电子元件方面的商务俄语知识）
2） 和小组课程的课表有冲突的学生
3） 想要更加高效地学习的学生

课程描述 一位老师，一位学生。
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制定专属的俄语学习计划。 一对一学习比小组学习收费要高，但它更高
效，因此进步更快。

课表安排 上课时间和每周课时数和老师协商

5.2“一对二”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和朋友一起学习的学生

课程描述 一位老师，两位学生。
该课程类似于“一对一”课程，但比一对一便宜。 如果您的语言水平与您的朋友相差无几，同时你们
想要专属的学习计划和时间表，那么你们可以一起报名“一对二”课程。 

课表安排 上课时间和每周课时数和老师协商

6.“周末俄语”课程
6.“周末俄语”课程

适合对象 工作日无法上课的学生
专业为俄语的学生、
对俄语感兴趣，想要开始学习俄语或想要进一步学习俄语并达到更高水平的人

课程描述 这是开设在周末的综合课程。 该课程全面学习俄语的各个主要方面：口语、听力、阅读、写作、语法
等。通过该课程学生可以高效地从一个俄语等级提升到下一个俄语等级。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A1-C2 6课时每周 周六、周日     11:00 - 13:15   （莫斯科时间）
16:00 – 18:15  （北京时间）

7.“俄语教学方法”课程
7.“俄语教学方法”课程

适合对象 想要提高教学技能和能力的俄语教师

课程描述 该课程按研讨课（讲师和学生共同工作）的方式来进行。 在研讨课上，我们将分析如何实践
教授最复杂和最有趣的俄语主题，将提供练习来分析教材，研讨课参与者将能够得到他们的问题的答
案。该课程由对外俄语教学教材的作者来直接讲授。.

课程安排 适合水平 课时数（45分钟） 课表安排

B2-C2 3课时每周 周三     15:00 - 17:15   （莫斯科时间）
            20:00 – 22:15  （北京时间）

8. 根据需求来开设课程
我们能开设从 A1 到 C1等级的俄语课程，能提供教学材料、额外的
课程音频和视频资料，可以提供中级和高级测试，可以提供优质专
业的俄罗斯外教，能颁发课程结业证书。

9. 线上旅游
我们有举办线上旅游的经验：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圣彼得
堡的景点。

我们学校的教育水平

俄罗斯使用“对外俄语等级考试ТРКИ”来测试外国学生的俄语水平。该考试将
俄语水平划分为6个等级:。

我们中心也提供相应的6个等级教育。

我们中心自2014年起就成为国家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的官方考试中心。我们可以为
学生提供备考课程并接受学生的任意水平的ТРКИ考试。

为了给每个学生安排水平适合的班级，除初学者外，所有学生都要先参加笔试或
试听课，然后根据学生俄语水平来分组教学。

每个等级所需的语言技能和能力 俄罗斯体系 周/时 考试

第四证书等级C2

我可以轻松地理解任何口语对话，轻松地阅读所有类
型的（内容和语言结构都很复杂的）文章。借助必要
的语言工具，我能流利地用俄语发表自己的意见，并
在书面写作中能顺畅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词汇量- 接近母语者

C2 9周/180时
对外俄语

等级考
试-4

第三证书等级C1

我几乎可以轻松地看懂所有电视节目和电影，阅读
长篇复杂的非文艺和文艺作品并能明白它们的风格
特征，即使它们与我的领域无关。我可以地道而流
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将它们详尽地书写
成章，并突出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词汇量要求达到10,000个单词。

C 1 16周/320
课时

对外俄语
等级考

试-3

第二证书等级 B2

当文章主题我很熟悉时，我能理解复杂文章的主要思
想。当电影、新闻和文章运用文学语言并且题材我足
够熟悉时，我能看懂其内容。我可以自由地与外教对
话，能阐述并论证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写邮件，散文
或报告，并能突出表达重要的事件和看法。

词汇量要求达到5000个单词。

B2 16周/320
课时

对外俄语
等级考

试-2

第一证书等级 B1

我可以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参与熟悉的话题对
话（例如，“家庭”，“爱好”，“工作”，“旅
行”）。我可以就我的个人看法和经历来进行简单
连贯的表述，谈论我的梦想，希望和愿望，以及就
我熟悉的主题写简单连贯的短文。

词汇量要求达到2500个单词。

B1 15周/240
课时

对外俄语
等级考

试-1

基础等级A2

我了解有关常见主题（家庭，住所，工作）的单个
短语和常用单词。我可以就日常生活主题进行简短
的对话，并可以简单介绍自己，也可以使用简单的
短语和句子写一封简单的私人信件。

词汇量要求达到1500个单词。

A2 7,5周/120
课时

基础
等级
考试

初级A1

我知道日常交流的常见单词和短语，以及通知或宣
传单中的简单句子。我可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并
在我已知或感兴趣的主题范围内回答。我可以用简
单句子来描述我的住所和认识的人。我可以写简单
的明信片，能填写文件，能在酒店登记表上填写自
己的姓名，国籍和地址。

词汇量要求达到800个单词。

A1 7,5周/120
课时

初始
等级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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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独家教材 ssalC《 — ！》用于用于A1和A2级标准小班课程。本书专为广大的
学生群体编写，是成人教科书里与时俱进、内容丰富的的完美典范。教材包括语
法，词汇和口语练习，还附带可用于练习听力和发音的音频和视频。

我们教材的优势

• 教材中涵盖的主题与俄罗斯标准和欧洲语言档案的要求一致。

• 我们的教材注重实现口语沟通：所有练习都是以帮助学生尽快开口说俄语，克
服语言障碍为目的设置的。

• 随书附有：教材音频和视频资料，额外的游戏型任务，作业本，
语法应用程序。

• 还为老师提供相应的教学指导（录像或在线形式的大师班和讲座）：如何正确
使用教材以便有效地完成教材中设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我们用于A1 和A2 级的教材 — 
《CLASS!》

课后做什么？

哪种住宿类型选择？

在我们的每周社交活动计划中，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活
动。

在每周上课的第一天，学生将会收到本周文化活动计划，如果活动付费会注明价
格。该活动计划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彼此，并加深与学校教职员工的联系。

此外，参加此类课外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锻炼俄语。

通过定期的文化活动，包括俄语歌曲课程，俄罗斯民间艺术课程和俄罗斯电影
放映（免费），学生还可以提高对俄语的理解。

我们提供各种住宿选择。

普通学生公寓

• 单人间或双人间

• 公用浴室

• 公用厨房 

宾馆

• 单人间或双人间

• 独立浴室

• 独立厨房 

寄宿家庭

• 独立的房间，含早餐或半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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