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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乌克兰坐落在欧洲东南部，乌克兰拥有宜人的气候，发达的渔业，丰富的动物物

种 和 悠久的历史。在这里的冬季时间不长，夏季却漫长和温暖。黑海和亚速海分布在乌

克兰的南部。 
地理位置优越的乌克兰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航空，铁路，公路和海运交通系统完

善，通过完善的系统在乌克兰无论是乘客还是货物可能送达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乌克兰民族热情好客，宾至如归。 
 哈尔科夫州是乌克兰最重要的组成之一。 
ГОРОД ХАРЬКОВ 哈尔科夫市 
 350 年历史的哈尔科夫州在乌克兰的东北部，北方城市哈尔科夫是重要的政治，

工业和文化中心，在城市里潮地，公园，花园随处可见。 
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和地铁保障市民的顺利出行。 
教育中心-哈尔科夫拥有 30 于所高校，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就坐落其中。 
 

АКАДЕМИЯ КУЛЬТУРЫ   文化学院 
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在哈尔科夫历史的中心，成立于 1929 年 9 月 1 日， 学院的

建筑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建筑。 
200 多位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保证学院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70%的教师为高级研

究人员或者获得了国家荣誉称号和教学称号。8 名院士，超过 50 名的教授博士后和国家

功勋演员。 
在 20 几年， 历史学博士后，教授，乌克兰艺术科学院士 ，（服务）勋章获得者 

瓦西里 尼古拉耶维奇  楔已歌一直领导学院稳步发展。 
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培养了 4 万多专家和为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培养

了 700 多留学生。 
在 2005 年 9 月 16 日 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大学与欧洲大学学会签署文件，进入世界

大学名录。 
学院可以提供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 12 个专业 4 大方向：文化，艺术，管理，教

育。 
学院图书馆约有 40 万藏书，电子阅览室，电脑教室，网络中心，运动大厅，舞蹈

排练厅，电视技术实验室和声音工作室，教学剧场，宿舍和食堂等配套设施齐全。 
.  3 千名学生和 200 名外国学生就读在学院的 8 个系别。 
 
ФАКУЛЬТЕТЫ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КУЛЬТУРЫ 
系别和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的培养方向 

ФАКУЛЬТЕТ  КИНО-,ТЕЛЕИСКУССТВА  
电影电视艺术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Кино-, телеискусство” 电影电视艺术专业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 режиссура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оператор  телевидения; телерепортер. 
电视导演，摄像，电视记者 

电影电视艺术系从多方面培养的学生：现场直播，电脑剪辑，前期制作，活动策

划，新闻和活动分析，摄像，电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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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教学领域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完整的教学和实习基础，现在学院有制片厂，6
个非线性剪辑中心和荧幕安装工作部门。学生可以在乌克兰的多个城市实习，比如哈尔

科夫，基辅，顿聂次克等城市。外国的毕业生，导演，摄像，记者，已经在中国，叙利

亚，阿联酋电视工作部门工作。 
俄罗斯和乌克兰电影电视的传统和经验将融入教学中，通过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实

例教学，使我们的学生有高水平的职业素养。 

ФАКУЛЬТЕТ ТЕАТР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舞台艺术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舞台艺术专业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 режиссур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го театра; режиссура эстрады и массовых 

праздников; актер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и кино. 
戏剧导演，外景导演，戏剧电影表演。  

学生发展方向-学生可以策划组织文体活动，儿童和成人娱乐游艺节目，选秀，晚会

和节日庆典。 

教学活动我们在剧场进行，根究欧洲剧场的程序和世界上优秀的方式进行所有的

创作。著名的演员和导演，K 斯旦尼斯拉拂，E 瓦合旦嘎哇，B 买哈利达，M 切哈哇，Б 
勒和达等很多青年文艺工作者加入到舞台艺术系的实习和教学中。 

ФАКУЛЬТЕТ ХОР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舞蹈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Хореография”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 народная хореографи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хореография; бальная 

хореография.  
民族舞，现代舞，芭蕾 

在教学中安排舞蹈艺术历史，理论和舞蹈教学方法，芭蕾艺术，舞蹈编排，民族

舞蹈范例，古典，音乐编排，导演和表演，理论是实践相结合，毕业后可以在专业演出

团体或者在大学中专和文化宫工作。 

为了培养专业水平的舞蹈演员，舞蹈系有乌克兰闻名的民族舞，现代舞和芭蕾艺

术团。 

舞蹈系有 7 个排练室，服装部，音乐工作室。教学的过程不只在学院，在多个文

化宫和文化中心同时开展。 

学生积极参与不同的晚会，比赛和演出活动。 

ФАКУЛЬТЕТ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音乐艺术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Музы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音乐艺术专业 

管弦乐，打击乐，民族乐器，指挥，舞台艺术，演唱，民歌，基本含盖音乐教育所

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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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方向不止是音乐人，而是表演艺术家。老师和教授追求的是和学生共同的创

作。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展开教学，理论-练习-专业演出的程序设计教学。 

音乐系的教学是老师根据学生的情况，经过多年的经验独创而成，因此音乐系成为

乌克兰音乐教学的领导中心。 

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音乐系提供高水平的教学和文化生活的理念，学生经常参加

音乐会和剧场演出。 
音乐系专业的艺术团不仅在乌克兰，和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取得了注目的成绩。 

ФАКУЛЬТЕТ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文化学系 

世界文化，博物馆，雕像保护 

博物馆工作和雕像保护的毕业生可以在不同的博物馆，考古和展览，旅游，信息，教育

等部门从事管理和市场运做等工作。 
文化学专业毕业生在现代文化保护，恢复，祖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人类学教育，政治问

题等方向工作。 
旅游，广告，公关 

毕业生可以在旅行社，宾馆，服务性行业，教育，文化和社会保护等方向工作。 
学生将会学到公共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技能，在大众传播与广告，旅游悠闲等方向

工作。 

ФАКУЛЬТЕТ МЕНЕДЖМЕНТА   管理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社会教育 
根据时间，社会问题，教育教养对孩子，未成年人，成年人，和家庭开展社会文

化教育活动。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Менеджмент” 管理 
培养高水平管理者，可以在国家机构，分析机构，私人公司，演出和模特公司，

经济人，出版单位，和各种非生产单位工作。 

ФАКУЛЬТЕТ БИБЛИОТЕКОВЕДЕНИЯ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И 
图书和信息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Книговедение, библиотековедени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图书管理 

培养高水平图书管理人员，在新的信息交换的环境中，扩大图书管理人员的只

能，使学生成为心理和信息方面的专家。毕业生掌握计算机技术和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可以承担教育和心理方面的工作，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图书和信息系和海外图书馆和信息提供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是图书馆协会

会员单位。 

 
ФАКУЛЬТЕТ ДОКУМЕНТОВЕДЕНИЯ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档案和信息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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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Документоведение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档案和信息技术专业 

档案和信息技术系，为社会文化领域培养信息人才。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市场化

的环境中，学生运用人文的社会管理传统和先进的电脑技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ФАКУЛЬТЕТ ПО РАБОТ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外事系 

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学院从 1975 年，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外事系为外国留学生提

供所有专业的教学，学生结束学业后获得乌克兰外交部颁发的毕业文凭和预科毕业证。 
俄语预科是针对外国留学生专门开设。优秀的老师和多年的经验保证高水平的

教学，课堂采用的是单独的教学计划。结束预科学习后和顺利通过考试将会得到国家证

书，可以通过选拔升入乌克兰的大学。 

根据专业的不同设置相应教学计划，比如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医学，农业，经

济，人文（音乐舞蹈艺术）。外事系对留学生根据学院的特点开设了电视电影基础，舞

蹈 基 础 ， 音 乐 理 论 ， 演 唱 方 法 的 课 程 。 
         在语言学习的 10 个月中采用世界通用标准的教学计划和方法。 

 
外事系为外国学生提供周到细致的签证和护照服务，组织旅游在哈尔科夫和乌克

兰另外的城市。 
为外国学生提供正式学习邀请函，邀请函是在乌克兰大使馆签证的基础。 

学校有舒适的住宿环境，保证学生正常的休息和学习。哈尔科夫国立文化大学

是外国留学生友谊的大家庭。 

Адрес Академии:地址 
Харьков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культуры, Бурсацкий спуск, 4, 61057, г. 

Харьков,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哈尔科夫，布勒萨次克 4 好，邮编 61057 
Телефон, факс:电话传真 (+38 057) 731 51 05. 
E-mail: 邮箱 rector@ic.ac.kharkov.ua, dekanat.dekanat@rambler.ua 
URL: 网址 http://www.ic.ac.kharkov.ua 
Телефон, факс деканата факультета по работ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外事办电话(+38 057) 771-04-30 
E-mail邮箱 iso@ic.ac.kharkov.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