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
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体育教育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办学单位：黑河学院

一、办学基本情况
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2010 年签订体育教育专
业中外合作办学协议，2011 年开始招生，目前已招收 9 届学生，共 533 人，已
毕业学生 288 人，现在校学生 244 人。该专业拥有一流的中俄师资队伍，培养
的学生就业率近三年在学校排名连续第一。

二、学生培养
1.培养目标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情况，注重学生体育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
的提高，培养国际视野下具有较强的体育实践应用能力及俄语交流能力，掌握学
校体育教学基本规律，能胜任中小学体育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从事学校体育
科学研究，体育管理及社会体育服务的应用型体育人才。在 2018 级人才培养方
案基础上，对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一
是提升了教学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与课程契合度。二是优化了实践教学环节。三
是突出了“一专多能”应用型人才培养。四是针对“3+1+2”本硕合作办学，实
施课程调整。五是课程设置对接产业升级，构建“素质与能力并重”、
“知识教育
与能力教育相结合”、
“能力教育与岗位职责相统一”、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协
调”的课程设置体系，使培养目标更适应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
2.培养条件
2019 年合作办学体育教育专业建设经费较 2018 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目
前有室内体育馆 8 座，室外体育场地 32 块，教室 4 个，实验室 3 个，图书资
料室 1 个，场馆条件可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新建国内较大规模的教育实习
基地 5 家，不断推进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体育运动青年旅游大学的“3+1+2”合
作交流；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第二体育学院合作“游泳”项目教学与训练进
入实质化运行阶段。与两家较大规模的企业建成了“校企合作办学”，与黑河地
区 3 所学校建成了“校校联合办学”、“教学、实习、就业”一体化办学模式不
断夯实。
2019 年，学校投入资金开始建设综合体育馆、游泳馆、冰球馆三个体育场

馆，有望在 2020 年底投入使用，届时将大大改善体育专业办学场馆条件，对于
提升办学质量意义重大。
（1）打造“校企合作”特色专业
专业已与省内外 20 几个企业签定实习就业合作项目，其中与“北京华星集
团”、“河北富龙集团”建立“教学、实习、就业”一体化人才模式，“浙江义乌
银海健身俱乐部”、“江西正居击剑俱乐部”投入资金在我校建设“银海健身馆”
与“正居击剑馆”，实施“定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正居击剑已投入近 7 万元购
买教学设备，同时完成击剑馆文化建设。义乌银海健身俱乐部进校园，建设了“黑
河学院银海健身馆”，银海健身投入了 10 万元教学设备。与北京华星集团进行深
度合作，2019 年华星集团为我校冰球队提供训练场馆、住宿、教练，总投入 60
余万元。与体育学院深化校企合作，助力黑河学院大学生冰球队参加中国首届大
学生冰球联赛，为了备战 2019 年 11 月份的首届大学生冰球比赛，黑河学院入驻
华星国际冰上运动中心进行封闭式集训。集训期间华星集团不仅为我校运动员提
供免费住宿、冰时，还为球队配置高水平教练团队，为备战首届大学生冰球比赛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黑河学院大学生冰球队在华星国际冰上运动中心进行为期一
个月集训，集训期间华星学院王福全院长针对球队、球员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
训练计划、战术教材，并亲自指导日常的冰上训练，现场为球员进行技战术指导
及理论知识的辅导。集训期间黑河学院体育学院与华星学院就共同培养冰上场馆
核心管理人才、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2）、以服务地方、企业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
以学生运动技能基础与未来职业规划为依据，修订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进
一步明确专业发展定位，实施“三个一体化”人才培养。
“三个一体化”即“教、
学、练、赛一体化”、
“教学、实习、就业一体化”、
“毕业论文、实习、就业一体
化”。
（3）体育教育专业“师范专业认证”建设
坚持“校校合作办学”、
“校企合作办学”思路，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制度，推
进“3+1+2”中俄合作人才培养工作，落实师范专业认证筹备工作，争取在 2020
年通过“师范专业”二级水平认证。2019 年上报体育教育专业师范专业认证相

关数据，启动体育学院师范专业认证工作；选派 2 名教师参加师范专业认证会议
培训学习；查找师范专业认证存在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依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
修定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国内高校体育师范专业调研，对哈尔滨体育学
院、吉林大学等进行调研；深入中小学调研。派出专业带头人、系主任对黑河市
各中小学体育教师需求情况进行调研。
（4）深化“俄语零起点班”，与国际教育学院建立“联谊班
成立“俄语零起点班”，设置“专业俄语”选修课程，与国际交流中心合作
举办“中俄大学生联谊班”。体育学院院长、书记、副院长、学团办等相关人员
本年度多次开展宣讲活动，动员学生积极进行俄语学习，2016 级赴俄攻读硕士
学位学生 9 人，2017 级参加“俄语零起点班”学生为 20 人，2018 级学生为 25
人，2019 级为 30 人。2018 级与 2019 级开设了“专业俄语”选修课程，共 184
学时，大一、大二期间专业俄语选修课程由国内教师承担，大三专业俄语选修课
程拟定由俄方教师承担，全面提高学生俄语水平。在两个部门的引导下，创设“体
育+语言”学习环境，联谊班共组织集体活动 6 次。选派 20 名中俄联合办学学生
赴俄罗斯短期学习，取得了很好效果。
（5）发挥运动训练与竞赛作用
体育学院运动队常年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近年来成绩不断上升，在国内外
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2019 年 11 月，体育学院派出了以 2016 级体育教育
专业合作办学学生为主的冰球队，参加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战马杯”
2019 中国大学生冰球联赛，16 名队员中有合作办学学生 11 人，小组赛，以 17：
0 的绝对优势战胜首钢工学院冰球队、以 12：0 战胜河南理工大学冰球队，成功
晋级淘汰赛。在淘汰赛中分别战胜河北传媒学院冰球队和北京大学冰球队，昂首
挺进决赛，最终获得亚军。整个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队员们毫不畏惧，
积极进攻，顽强拼搏，在赛场上尽展北疆学子风采。
2019 年第 6 届中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暨第 30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东
北赛区）选拔赛在吉林省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开赛。我校参赛选手在比赛中脱颖而
出，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高山大回转”团体第二名；以合作办学专业学生为
主的 11 名运动员分别在高山男子大回转（阳光组）、单板女子大回转（阳光组）、

单板男子大回转（阳光组）单项比赛中获得佳绩。获奖运动员将参加明年三月在
吉林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通过比赛实践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队伍，同时增进了高
校间的了解和友谊，宣传了黑河学院，扩大了学校知名度，收到很好的效果。
2019 年专业学生参加的部分比赛成绩表
序号

参赛项目

人数

成绩

1

2019 黑龙江省校园足球联赛

20

第四名

2

2019 年阿穆尔杯春季网球标赛锦标赛

男5

团体第三名

3

黑龙江省第十七届高校网球锦标赛

男5

团体第五名

单项第 4、6 名

女5

团体第三名

单项第 3、4 名

男3

团体冠军

单项第 2、3、5 名

女3

团体冠军

单项第 1、2、3 名

高山大回

男3

团体冠军

单项第 1、5、8 名

转

女3

团体冠军

单项第 1、2、3 名

冰球

男 12

第三名

16

第二名

滑雪速降
4

5

黑龙江省第三届学生冬
季运动会

中国大学生冰球锦标赛

三、师资建设
体育教育合作办学专业现有教师 36 人，中方教师 22 人，其中教授 6 人，
副教授 7 人，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16 人，学科带头人 1 人，专业带头人 2 人，
校级教学团队 2 个，校级科研拔尖人才及教学科研骨干 8 人；俄方教师 15 人，
其中副教授 11 人，副博士 11 人，硕士 2 人。2019 年师资培训专项资金投入
3.8 万元，外出进修学习 10 人次，网络课程培训 29 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2
人次。目前有在研国家级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6 项、厅局级课题 10 项，2019
年出版学术专著 5 部，论文 28 篇。不断培育“双师型”教师队伍，选派 3 位教
师深入企业指导教学，2 位教师承担黑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任务，双师型教
师 28 人，占 87.5%；鼓励教师出国留学，选派杜凤魁老师赴俄体大进行访学，
范洪涤老师赴哈巴体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四、教学组织

内容

数量

2390

全部课程学时数

引进内容

数量

比例（%）

引进外方课程学时数

1122

46.95

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专业核

852

35.65

心课程教学时数
全部课程学分数

144

引进外方课程学分数

53

36.81

核心课程学时数

1068

引进外方专业核心课程学时数

852

79.78

核心课程学分数

42.5

引进外方专业核心课程学分数

36.5

85.88

17

34

全部课程门数

50

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专业核
心课程门数

五、项目管理
学校设立了“中俄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委员会”，下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体
育学院网站开辟“中俄办学”专栏，专题报道合作办学相关信息。建立在校学生
和毕业学生信息反馈系统，项目办公室负责及时听取学生反馈意见、梳理回复，
为更好办学提供借鉴。学籍科统一管理学生学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
学籍管理办法》，依据《黑河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实施管理。

六、财务状况
根据《黑河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学费由财务处统一收取，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每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财政厅、
教育厅、物价局审批，并且每年按省批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项目和标准张
贴公示板，向社会公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项
目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等，2019 年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七、教学质量监控
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了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管理体系，实施“校院系”三级监
测评估机制。学校配备校督学、体育学院配备院督学开展课堂教学、实习实训、

毕业论文（设计）、试卷等教学环节专项评估，全方位形成学生评教、同行、督
导评教和领导评教等多种形式进行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形成“评估—反馈—整改
—提高”的完整监控体系。2019 年我们筹划建设“校企联合教学指导委员会”，
充分发挥学校教学评估、企业教学评估、学生反馈评估与跟踪调查评估为一体的
教学监控体系，全面监控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规格达成效果。

八、社会评价
合作办学项目面向黑龙江省招生，近年来新生招生和一次性报到率都为
100%。 通过用人单位调查问卷，93%以上的用人单位对体育教育合作办学专业毕
业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均十分认可，其中学生的务实敬业精神、专业技能、教学能
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突出。很多毕业的学生创业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如 2011
级张琦同学在宁波开办红日体育有限公司；2012 级黄磊同学在广东创办了东莞
鑫盛体育公司；2013 级曹佳欢、黄彪同学在哈尔滨创办了天翼击剑俱乐部等等。
专业 10 多名毕业生在创新创业中已经成为学校就业典型，同时这些毕业生已经
开始回报母校，不断接收母校在校生实习和毕业生就业。通过对 23 个实习单位
调查，学生的淳朴踏实、积极向上、良好的敬业精神、专项突出等特点给用人单
位留下深刻印象。

九、办学特色
黑河学院素有北疆国门大学之称，是中俄 4300 多公里边境线上我国境内唯
一一所普通高等本科院校。体育学院依托区位优势，积极构建校企合作办学、中
俄合作办学和冰雪特色教学三个学科办学特色。
1.校企合作办学生机盎然
近年来，体育教育合作办学专业在校企合作办学方向力度空前，目前已经和
国内二十余家较大型的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办学关系，在联合培养学生、学生
实习就业等方面深入推进，很多毕业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实习单位就业。比如“浙
江义乌银海健身俱乐部”、
“江西正居击剑俱乐部”在我校投入资金建设“银海健
身馆”与“正居击剑馆”，实施“定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2.中俄合作办学稳步推进
2011 年体育教育专业获批合作培养本科生项目以来，中俄双方密切合作，
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合作办学的新情况、新思路，不断推陈出新，加大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使培养出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几年来新生报到率都达到 100%，考
生分数逐年提高。与俄罗斯体育运动与旅游大学签订的“3+1+2”本硕办学推进
顺利，学生报名备考踊跃。
3.冰雪体育特色教学硕果累累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开设速滑、冰球、花样、滑雪课
程，强化业余训练，成立速滑队、冰球队，在世界、国家及省内的各项比赛中成
绩突出。比如 2019 年冰球队获首届“战马杯”中国大学生冰球联赛亚军。

黑河学院
二〇二〇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