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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大学官微”简介
亲爱的 2021 级新同学及家长朋友们，很高兴您成为长春师范大学的一份子。欢迎您关注“长春师范

大学官微”，这是认知这所大学的最好打开方式。

长春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于 2015 年 4 月注册上线，由党委宣传部主管，新媒体协会负责运营。

官微以为广大师生提供权威、即时资讯和为师生提供便捷服务为宗旨，积极传递正能量。六年来，我

校官微逐步发展壮大，共吸引了近 6 万名师生和家长的热切关注。精心打造的众多精品栏目，实现了对国家、

社会、学校信息的同步传播，发挥了思想教育、文化宣传、管理服务、展示形象的作用，已成为我校宣传

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喜爱和信赖。

“长春师范大学官微”将成为您的大学乃至一生的成长伴侣！欢迎您扫描二维码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ccsfdxgw”关注她，与官微君一道分享成长、共同进步！

长春师范大学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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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本、专科新生入学相关事宜

一、报到相关事宜

1. 新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按录取通知书规定

日期及地点按时报到，未经学校许可逾期七日不报到

者，将被取消新生的入学资格。

2. 报到时须交验录取通知书、二代居民身份证（无

二代身份证的新生请立即补办），核对无误后录取通

知书由本人自行保存。

3. 新生赴校路费自理，持录取通知书可购买半价

火车票。

4. 我校 2021 级新生从 8 月 30 日开始通过微信

进行自助缴费，具体步骤请详细阅读《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缴费须知》。

5.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在报到前 14 天以内新生

所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上升为中高风险的，需凭七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来校报到。

6. 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新生务必按规定时间

报到，学校不接受提前报到。如因疫情原因导致报到

时间调整，学校将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结合疫情防控

实际做出相应安排，并由新生辅导员在新生 QQ 群中

另行通知。

二、户口迁移相关事宜

新生入学可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口。

户口必须在入学当年迁入并落户，跨年公安机关不予

办理落户手续。

1. 吉林省外生源：《户口迁移证》必须打印，姓

名及身份证号码必须与新生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相一

致，《户口迁移证》上各栏信息不能空白，各类用章

必须清晰。

2. 吉林省内生源：持家庭户口本原件办理户口迁

入手续。

3. 长春市区考生（包括双阳区、九台区）一律不

办理户口迁入手续。

4. 新生报到后，即可到老图书馆 108 室办理落户

手续：落户时必须持本人录取通知书、一张一寸近期

照片、二代身份证以及《户口迁移证》或家庭户口本

原件。若二代身份证丢失，到迁出地开具“市外迁出

户口注销证明”。

5. 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新生户口迁入地

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立城派出所。

6. 除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外的新生户口

迁入地址：长春市二道区金钱堡派出所。

三、档案转接相关事宜

新生凭本人录取通知书和考生所在地招生管理部

门要求的材料、证件到考生生源地招生管理部门办理

考生档案及党团关系转出。入学后，由各学院统一收

集以上档案材料交至学校档案馆，不接受以个人名义

邮寄考生档案至我校。如生源省统一邮寄其考生档案，

则遵循生源省要求。

四、奖助学及医疗保险相关事宜

我校学生资助工作秉承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

长成才的工作理念，强调“精准资助、潜心育人”的

工作思路，以“奖、助、贷、勤、补、免 + 绿色通道”

以及育人发展为核心工作内容，形成了体系化、信息

化、精细化的科学资助体系。

按照《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意见》要求，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

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师范生公

费教育、勤工助学和“绿色通道”等内容。同时，我

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设有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补助、路费补

助、暖冬棉衣补助、重病大病补助、新生特困生活补

贴等资助项目。

“爱心百日行”作为我校资助品牌项目，已开展

十余年，通过走访、送爱心物资等形式，宣传国家及

我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精准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将党和国家及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落实落

细；学校还积极推进社会资助项目引进工作，设有社

会助学金资助项目；同时，学校通过评选“自强之星”

等举措，表彰优秀学生，激励学生进步、实现奖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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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导向作用，已基本形成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学习保障体制，全面保障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

成才。

具体资助项目如下：

1.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高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

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每生

每年 8000 元。

2. 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高校在校生中二年

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面约为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

学生总数的 4%，每生每年 5000 元。同一学年内，

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能同时获得。

3. 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

本专科学生，资助面约为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

学生总数的 2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

4.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

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不需要担保

或抵押的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

住宿费用，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学年贷款金额

原则上不超过 8000 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年。

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不付利息，由财政 100％贴息，自

取得毕业证书当年的 9 月 21 日（含 21 日）后全额负

担利息，并按约定偿还本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户籍所在县 ( 市、区 )

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有的地区直接到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入学时应将

贷款回执单交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学工楼 216

室）。

5. 吉林省政府奖学金。由吉林省政府出资设立，

用于奖励高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本专

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每生每年 4000 元。

6. 勤工助学。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优先考虑。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原则上每周一

般不超过 8 小时，每月一般不超过 40 小时。

7. 校内资助。学校利用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

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资金等，

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等资助项目。

8. 医疗保险。学校提倡新生入学时参加社会医疗

保险，学校每年按照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文件

要求下发通知，学生到校后持相关证件可办理大学生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五、接站及乘坐交通工具相关事宜

在新生报到日有专车在长春火车站接站（接站

地点由新生辅导员在新生 QQ 群里做具体通知）,

分别发往长春师范大学主校区、乐群校区和知合校

区。

如若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到主校区可选择在长

春火车站南出口东行 500 米左右乘坐 114/116 路，到

达长春师范大学站。到乐群校区可选择在长春火车站

南出口东行 500 米左右乘坐 115/361/361B 路，到乐

群街站下车后步行 50 米到达；也可选择在长春站北

广场地下乘坐地铁 1 号线到解放大路站，在解放大路

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东环城路站下车后步行 400 米到

达。到知合校区可选择在火车站换乘中心乘坐轻轨 3

号线到世纪广场出口下车，步行 853 米，到连云港街

换乘 345 路，在范家桥站下车后步行 898 米到达。

如若选择乘坐出租车前往：长春火车站北广场出

站口到我校主校区里程约为 6 公里、长春火车站南出

口到我校主校区里程约为 8 公里。长春火车站北广场

出站口到我校乐群校区里程约 10 公里、长春火车站

南出口到我校乐群校区里程约 9 公里。长春火车站北

广场出站口到我校知合校区里程约为 25 公里、长春

火车站南出口到我校知合校区里程约为 21 公里。

六、自带床上备品相关事宜

新生的被褥等床上用品由学生自带，我校依据《国

家质检总局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床上用品质量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禁止“黑心棉”进入公寓，

请广大新生为了自身卫生安全，严格把关所携带床上

用品的质量。

七、其它

学校将以学院为单位，在迎新期间召开新生家长

见面会。同时为更好的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合

力，请家长认真填写家校联合教育信息表，报到当天

将信息表交给新生所在学院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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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您被我校录取，成为一名长师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长春师范大学将成为您放飞梦想，谱写绚烂华

章的地方！长春师范大学热烈欢迎您！

为方便新生缴纳费用，8 月 30 日起，您可以通过微信进行自助缴费。

缴费流程及助学贷款申报、缴费流程如下：

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缴费须知

一、缴费流程
（一）微信关注“长师在线”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点击关注；或者在公众号中，搜索“长

师在线”，点击关注。

（二）缴费登录

第 1 步：进入“长师在线”公众号，点击菜单中的“校

园生活”—“在线缴费”。

第 2 步：进入登录页面后，输入身份证号 + 初始

密码（身份证号后六位），点击“登录”；首次登录时，

通过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设置新密码。

（三）在线缴费

登录后，点击“账单缴费”，核对收费项目及

金额，若账单金额较高，可分次缴费；金额无误，

点击“立即支付”，按步骤完成付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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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学贷款申报、缴费流程

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需在“长师在线”公众号缴

费平台上传相关贷款证明，审核通过后在微信缴费平

台上缴纳贷款差额。

具体流程如下：

第 1 步：登录后，点击“贷款申报”，显示助学

申报界面单击“去申报”，申报类型默认选中“学生

助学贷款”，输入“贷款金额”，单击“下一步”。

第 2 步：上传贷款证明照片，单击“提交审核”按钮。

（注：照片内容一定要清晰，方便学校审核）

第 3 步：助学贷款提交申报完毕后，学生可关注

自己贷款审核进度：

1、返回“助学申报”界面显示申报情况

2、单击“申报记录”查看助学贷款审批情况

第 4 步：学生助学贷款审批通过后，“助学申报”

界面显示成功记录；学生可以去“账单缴费”管理中

查看自己的缴费情况。

咨询电话：

长春师范大学计划财务处 收入科 

李老师：0431-86168039     18686636839

（四）查看发票

缴费后，可在“我的”-“我的发票”查看已开具

的学费、公寓费发票信息，点击“查看发票”，可下

载到手机中查看，也可填写邮箱后发送到邮箱中；电

子票据为有效报销凭证，打印即可，无需换开纸质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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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收费标准一览表

专  业

本

科

专

科

层

次

学费标准
（元/学年）

体检费
（元/人）

住宿费
（元/人）

合计
（元/人）

社会工作、车辆工程、行政管理、图书馆学、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历史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化学、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思想政治

教育、教育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物与博物馆

学、智能制造工程、教育技术学

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地理科学、生物科学、生物技

术、环境科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

理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地理信息科学

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

法学、经济与金融

体育教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美术学、绘画、环境设计、书法学

数字媒体艺术

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德语、  
阿拉伯语

￥55 ￥4155

￥55 ￥571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4855

￥5275

￥5495

￥6595

￥6055

￥55 ￥4505

￥55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7475

备注：1.入学确定寝室后，四人间寝室费需补交600元； 2.新生入学统一安排体检，体检费标准为55元/人。

￥7655

￥9155

￥9655

￥12655

￥20655

￥25655

￥23655

￥12655

￥3955

￥4155

￥4285

￥5165

￥5385

会计学

人工智能

运动训练

表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

学前教育、工程测量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小学语文教育、药品生物技术

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应用俄语、小学英语教育

￥3500

￥5060

￥3850

￥5940

￥5400

￥6820

￥7000

￥8500

￥9000

￥12000

￥20000

￥25000

￥23000

￥12000

￥3300

￥3500

￥3630

￥4510

￥4730

￥4200

￥4620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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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家校联合教育信息表
（学生及家长信息表）

学生姓名

学生户籍所在地

学生家庭住址

姓名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民族

工作单位、职务

宗教信仰

手机号码

微信号

QQ号

姓名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民族

工作单位、职务

宗教信仰

手机号码

微信号

QQ号

学
生
本
人

学
生
父
亲

学
生
母
亲

性别

专业

特长

政治
面貌

出生
日期

宗教
信仰

粘贴父亲身份证复印件处，

请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明“与

学校沟通专用”

粘贴母亲身份证复印件处，

请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明“与

学校沟通专用”

此
表
认
真
填
好
按
虚
线
撕
下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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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大学 2021 级新生班辅导员联系表

新生辅导员具体联系方式
见纸质版的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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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你好！

欢迎使用长春师范大学校园数字卡，此卡将成为

你在长春师范大学学习和生活期间必不可少的工具。

长春师范大学校园数字卡是集身份识别和消费功能于

一体的智能芯片卡，具有考勤、门禁、食堂餐饮消费、

图书借阅、电子阅览室上机、电费扣缴、医疗消费、

校园网络缴费等功能。

一、校园数字卡的领取

广大新同学入校报到，请直接到所在学院领取。

如发现校园数字卡卡面信息有误或未领到校园数字

卡，可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到网络中心

办理申领，使用范围为校本部和乐群校区。

二、使用方法

1. 新生可扫描校园数字卡下方二维码，并按操作

说明安装“学付宝”手机 APP 客户端。

2. 登陆办法

新生登陆账号（学工号）为身份证后 10 位（新

生学号分配后，改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

注：身份证号码带 X，登陆账号为不计 X 的后

10 位，密码为不计 X 的后 6 位，首次登陆后请及时

修改密码。

例：身份证号码为 22010420020111111X，学

工号为 0020111111，密码为 111111。

三、充值方法

校园数字卡无现金充值功能，该卡已与学校发放

的交通银行借记卡绑定，可自行充值（单次充值上限

为 200 元）。

1. 成功登陆学付宝后，请立即修改密码，修改成

功再进行转账充值。

2. 未安装学付宝的同学，可在校园数字卡自助圈

存机进行转账充值。校园数字卡自助圈存机安放地点：

校本部（敦品阁 1 楼、弘毅堂 1 楼），乐群校区（学

生食堂 2 楼缓台）。

3. 如转账提示“未绑定银行卡”或更换银行卡，

请点击“全部”再点击“绑定银行卡”或在校园数字

卡自助圈存机上进行银行卡绑定或更改操作。

（扫描二维码，在弹出界面点击右上方

按钮   ，在浏览器中打开下载并安装）

 学付宝登陆界面 登陆成功后的操作界面

长春师范大学校园卡使用说明

联系电话：0431-86168090

办公地点：理科实验楼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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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首先，祝贺你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部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大学校，是砥砺品格、增强意志的好课堂，是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大舞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大批有责任、敢担当的有志青年携笔从戎、报效祖国。为鼓励大学

生应征入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现寄上，供参考。

1.应征地：大学新生应当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应征；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参加应征，

也可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参加应征。

2. 保留入学资格：大学新生入伍，高校为你保留入学资格，退伍后 2年内可入学。

3.国家资助学费：大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国家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 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同时，义务兵可获得地方政府给予的家庭优待金。

4. 升学优惠：

（1）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2）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3）国家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

自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起，计划由目前的每年5000人扩大到8000人，并重点向“双一流”建设高

校倾斜。

（4）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或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自2022年专升本招生起执行。

（5）经学校同意，退役入学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6）退役复学后免修军事技能训练，可直接获得学分。

大学新生应征入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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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生在“全国征兵网”登记报名时，

填写打印《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

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保 

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一式两份），或到

入伍地县级征兵办领取并填写《保留入学

资格申请表》。

县级征兵办将《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加

盖县级征兵办公章后，连同相关材料寄送

到高校招生部门。

高校审核录取资格，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

续，出具《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保

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审核加盖学校公章后，

连同《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寄送至县级

征兵办。

县级征兵办留存备案《保留入学资格申请

表》，将《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送交入

伍高校新生。

入伍高校新生在退役后 2 年内，持《保留

入学资格通知书》和高校录取通知书，到

录取高校办理入学手续。

注：具体有关保留入学资格相关政策可咨询县级征兵办。

携笔从戎筑长城

强军兴国担大任

体重符合下列条件：
男性：17.5≤BMI<30,其中：17.5≤男性身体条件兵BMI<27；
女性：17≤BMI<24
（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8，需进行矫正视力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4.8或矫正
度数超过600度，不合格。
屈光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等其他术式）后半年以上，
无并发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除部分条件兵外合格。

注：以上条件如有调整，以“全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和当地兵役机关公布信息为准。

160cm以上

男性普通高等学校新生

为 18 至 22 周岁（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158cm 以上

女性普通高等学校新生为

18 至 22 周 岁（1999 年

1 月 1 日 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应征入伍条件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应征入伍流程

网上报名

符合当年征兵基本条件的高校新生在 8 月 15 日前（男兵：4 月 1 日 - 

8 月 15 日；女兵：6 月 26 日 -8 月 15 日），可登录“全国征兵网”

（ww w.gfbzb.go v.cn）进行报名。

在 8 月 15 日以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应由县、乡兵役机关将其网上

报名的学历“高中应届毕业生”更改为“高校新生”。

男女生报名时间、流程略有不同，具体请登录“全国征兵网”了解。

网上报名 初审初检 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 预定新兵 批准入伍

国家资助办法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

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学费减免申请流程：

（1）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到高校报到后向高校一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

请，填报《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并提交退役证书复

印件。

（2）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符合

条件的，及时办理学费减免手续。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流程:

（1）应征报名的高校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填写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

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以下简称“申请表Ⅰ”，一式两份）并提交高校学生资

助管理部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

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2）高校相关部门对《申请表Ⅰ》中学生的资助资格、标准、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

误后，在《申请表Ⅰ》上加盖公章，一份留存，一份返还学生。

（3）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Ⅰ》交至入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Ⅰ》加盖公

章并返还学生。

（4）学生将《申请表Ⅰ》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

（5）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学生寄送的《申请表Ⅰ》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

印件后，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向学生进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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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春师范大学双语师资培养介绍

新同学你好，长春师范大学双语师资培养是我校

深入贯彻国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的“规

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的培养理念，以

就业为导向精细对接培养目标，立足基础教育国际化

和国际教育本土化发展对学科双语师资的需求，确立

并坚持的创新型教师培养专业方向。双语师资培养依

托我校物理学、化学、小学教育等师范专业（即大专业），

采用“大专业 + 双语教育微方向”的培养模式，毕业

发放相关师范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为保证双语师资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在国际教师

教育学院专门成立了“卓越国际教师班”, 通过二次选

拔、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招生，并允许考核合格的学

生转专业进入卓越国际教师班。如果被选入该班，你

不仅有机会获得相应师范专业的学位，更有机会去国

际学校，用英语教授数学、物理、化学、科学等科目，

这是国内基础教育领域紧缺的双语教师，你毕业后做

双语教师培养的学生有机会去世界名校读书的。

到今年，我校做双语教师培养已经第 18 年了。现

在有 1500 多名

师 哥 师 姐 工 作

在 京 津 冀、 珠

三 角、 长 三 角

等 经 济 相 对 发

达 区 域 的 优 质

国 际 学 校、 双

语 学 校、 外 国

语 学 校， 工 作

环 境 好。 双 语

师资培养已经成为学校服务于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重

要特色。这也成为我校毕业生进入一线城市优质国际

学校的重要途径。

二、国际教师教育学院简介

“给你们看看我的前世今生吧。还有目前我们学

院的老师们，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哦。”

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前身为成立于 2002 年的双语

教学培训中心，2010 年更名为双语教育研究院，2015

年正式建院并更名为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开启了我校

四年制、系统化培养双语师资的工作。目前，学校在

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小学教育等多个专业开设

的“卓越国际教师班”都隶属于国际教育教育学院，

同时有 1 个双语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点，具有硕士

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资质。学院现有教师 30 人，其中

15%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85% 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超过 30% 的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是一支极

具活力的队伍。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学院欢迎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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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学特色

新同学，有机会进入我们学院，绝对不会让你的

大学时光虚度。假如你高考没有发挥好，这里扎实全

面的专业课学习、系统的英语听说读写训练、前沿的

国际课程学习、国际学校教育实习等等优势一定能给

你再次逆袭的机会！

首先，各专业的卓越国际教师班按照我校相应师

范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进行培养，保证人才培养的底

线质量。不论你来我们学院学习数学、物理还是化学，

专业课那必须是要学的扎实，各学院的专业课教师团

队教学经验丰富、学历层次高，为你扎实的专业课程

学习保驾护航。

其次，英语水平一定会让你被其他同学刮目相看。

因为，英语会成为你的教学语言。就是上数学课，你

都用英语教。所以，我们设计了非常丰富的英语类课程，

彻底告别学习英语之后说不出、听不懂的怪圈，拿下

英语四六级证书一点不费劲，同时丰富的英语学习经

历和扎实的语言基础也为你未来考研、出国进修等多

元的发展提供可能。

第三，大二开始就能深入学习你们未来工作需要

的学校课程，比任何大学的同龄人都早的接触工作以

后要使用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你能完美就业的保障。

因为我们根据双语教师的素质要求构建了特色的课程

体系，包括英语系列课程、学科英语系列课程、学科

教学系列课程和综合素质提升系列课程，与一线国际

学校联合打造的高质量的教育实训、教育实习等实践

系列课程、极具特色的第二课堂育人体系，全方位提

升师范生的双语教育教学能力。

第四，你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亲自选择什么

样的国际学校作为你的实习单位，实习或者就业单位

多数都在一线城市。四年级开学，你就可以去国际学

校实习半年。这是飞速成长的半年，好多师哥师姐，

就是在实习当中，直接签约就业，成为一名有国际视野、

投身国际教育的新时代教师！

第五，真是你能甩曾经高中同学几条街的硬实力，

那就是，在你拿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等本专业毕业证、学位证的同时，你有机会

拿到中国唯一的双语教师资格证。我们有系统的双语

师资培养过程，更有严格的双语教师资格认定考核办

法，但只要你好好学习，好好实习，我保证你可以拿到。

四、招生选拔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5 部门关于印发 < 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的通知》《教育

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文件的

精神，学校决定面向部分 2021 级本科新生选拔一批乐

教适教的优秀学生进入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卓越国际

教师班”。

新同学，怎么样能进入国际教师教育学院，怎么

报名，怎么考核，怎么录取，关于这些严肃的问题，

学校教务处协同各个学院一起帮你解决。今年，很多

大一新生，有机会进入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共有物理、

化学、生物、小教、学前等多个专业。只要你通过我

们的考核，那你就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

2021 级卓越国际教师班的选拔办法将在开学第一周发

布，这是关乎你未来学习、就业、提升学历的重要事

件，请关注学校相关通知，也欢迎咨询。再次敲黑板，

每个方向招生仅仅 20-30 人。

五、了解国际教师教育学院的途径

1. 长 春 师 范 大 学 招 生 信 息 网：                           

http://zhaosheng.ccsfu.edu.cn

见学院简介、专业介绍、热点关注中有关国际教

师教育学院的内容

2. 长 春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网 站：

http://shuangyu.ccsfu.edu.cn

3.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学院公众号：长师

国际教师教育学院

4. 报名咨询电话：0431-86168781

                             0431-86168462

13144319941（盛老师）13404303399（王老师）   

13894853253（姜老师）15948369188（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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