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LA!
暑期国际学校

良好的声誉
舒适的环境
优雅的校园

多种语言的融合
与世界的联通
无障碍的沟通

对你的学业全程关注
与你分享经验
对欧洲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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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阿里大学(Universidad 
de las Illes Balears,下文简
称UIB)暑期国际学校是专门
为 大 学 西 班 牙 语 学 习 者 开
设的密集式语言课程教学机
构。UIB采用语言教学、工
作室以及文化补充课程相结
合的方式向学生全方位讲授
西班牙的文学、艺术和文化
方面的知识。不仅如此，为
充实学生在校的学习时光，
并使他们能切身体会原汁原
味的巴利阿里风情，学校安
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游览
活动。

注册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5月15日
费用：共计2200欧元
星级服务价格：2500欧（打包价）

费用包括授课费，必修课文化活动以及食宿费用（非单人住宿）。
免费提供运动设施.详情请登录 www.residenciauib.es

招收对象
大学在读学生或持同等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

报名方式
银行名称：La Caixa
账号：ES44 2100 5897 11 0200001345
汇款凭证和护照信息请扫描发送邮件至：long@longstrategy.com 

www.uib.eu

UIB, 第十六
大行政区

现在就读于UIB的学生有大概1.82万人，还有1000多名
教职员工和500多位后勤服务人员。照此数据，如果
将UIB按照行政区划的标准来评估的话，它的规模等同
于巴利阿里地区67个行政区中第16大区。

巴利阿里群岛体验

Las Islas Baleares

巴利阿里群岛
是一个风景独
好的地方。几
个世纪以来，
不断地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名
人雅士和艺术
家在此安家落
户。这里是地
中海岛屿观光
最著名的核心
景区之一，这
里也是艺术、
音乐和美食的
天堂，它充满
了活力。
各岛各具特
色，绝不雷
同。从岛上丰
富的历史和文
化遗迹中可领
略独具特色的
风土人情。

群岛资料
-组成：马略卡岛，
梅诺卡岛，伊维萨
岛和福门特拉岛

-人口：111万人(2013
年)

-首府：帕尔玛
(Palma)40.768万

居民
-官方语言：卡斯提
雅诺语和加泰罗尼

亚语
-面积：4492平方

公里

特拉蒙塔纳山脉和徒步游览
对群岛风景最好的理解和体验方式就是沿着徒步旅行
者的路线一路走下去。特拉蒙塔纳山脉在2010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并被世界徒步旅
行爱好者们评为西班牙第二大徒步登山圣地。

巴利阿里美食
巴利阿里美食非常美味且颇具地方特色，它基于传统
地中海口味还结合了加泰罗尼亚及瓦伦西亚菜的特
点。巴利阿里是文化融汇之地，此地烹饪方式受到过
阿拉伯，犹太和意大利菜肴的影响。而梅诺卡历史上
曾被英法统治，饮食上也留下了不少两种文化的痕
迹。现在巴利阿里拥有引以为豪的米其林星级厨师5
位，他们将传统美食和殿堂级菜肴融合，烹调出高品
质和专业的佳肴，为巴利阿里在世界美食爱好者中赢
得了口碑。

晶莹海滩
300多处海水清澈透明又质朴原始的巴利阿里海滩向
游客开放，服务完善。

梅诺卡

修达德雅(Ciutadella)圣胡安节庆祝仪式。 
人群热烈的庆祝和马匹的嘶吼使这个古老的节日
庆祝活动名扬海内外。

生态保护区
1993年，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
被发掘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
录。对地中海地区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可持续发展极有保护价值。

伊维萨

福门特拉岛

音乐
全球舞曲和电子音乐的
大本营

教堂之路
伊维萨的诸多教堂在建造之初是为了
保护居民不受海盗的侵犯，有军事防
御的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
无二的。

灯塔
在群岛最南端,是古代巴巴里亚(Barbaria)
海岸标志性的历史遗迹

白色村庄
带有鲜明的地中海风格使白色村庄闻名于世。

人类世界遗产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达
尔特维拉镇 (Dalt Vila) 评为地中海
地区保护最为完整的临海堡垒式建
筑群。

马略卡岛

比特园 (Parc Bit)
这个技术创新园区已吸引了30多
家公司入驻，此外还有一个新项
目孵化器。

大教堂
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哥特式花窗。2007
年始，著名西班牙现代艺术家米格
尔·巴塞洛 (Miquel Barceló)
在教堂外的小礼拜堂设展。<

特拉蒙塔纳山脉
特拉蒙塔纳山脉凭借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
富的人文景观获得了人类世界遗产的殊
荣，这100公里延绵不断的群山见证了人类
2000多年的历史。

美食
在米其林五星餐厅里可以品尝到新鲜
上乘的食材和厨师精湛的厨艺。

博彦撒(Pollença)
这个罗马遗迹小城是马略卡
(Mallorca)最重要的考古遗迹。

群岛地图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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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工作坊
30小时

选修工作坊

分析西班牙神话的起源，通过对西班牙视
觉艺术及影视作品案例的剖析对所谓“西
班牙身份认同”的话题进行解构。为学习
者提供参考以更好地理解那些形成文化和
对后期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方面和历史方
面的事实。

现代西班牙文化：
不朽的神话与创新

10 小时

本课概述对西班牙现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的作家以及对西班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的文学及历史事件。(包括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Rosalía de Castro, Leopoldo Alas 
“Clarín”, Ramón del Valle-Inclán, Antonio 
Machado, Federico García Lorca y Gonzalo 
Torrente Ballester 等)

西班牙文学和现代文化

10 小时
地中海美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它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一律采用应季新
鲜的本地食材烹制而成。本工作坊将向学
生介绍最具代表性的食材原料和典型的菜
肴，并将邀请你品尝独一无二的巴利阿里
本地菜。

地中海厨艺工作坊

10 小时

本课主要围绕三位西班牙艺术家：安东尼 
高迪，胡安 米罗和米盖尔 巴塞罗以及他
们在马略卡的艺术项目而展开。除了课堂
的讲解以外，我们还将带领学生亲临艺术
现场 ：马略卡大教堂 (帕尔玛)，胡安 马奇
基金会现代艺术馆 (帕尔玛)，皮拉和胡安 
米罗马略卡基金会(帕尔玛) 

巴塞洛、米罗和高迪在帕
尔玛，马略卡现代艺术

10 小时
历史的马略卡是地中海西部多种文化的交
汇处，岛上风貌以及历史遗存能够很清楚
地显现出这一特点。我们将从史前文明追
溯到中世纪特别是罗马时代来感受马略
卡，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探访一些考古遗
迹以更好地感受马略卡的文化，其中包括
穴居和巴利阿里殡葬习俗等。

揭秘马略卡

10 小时

本课的目标是传播马略卡哥特文化。将通
过哥特式建筑涌现时期的历史环境和和
艺术环境的讨论和分三次进行的帕尔玛老
城探访来完成。游览(贝尔城堡  Castillo de 
Bellver, 大教堂Catedral等)将帮助学生更好地
观察马略卡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特征。
游览结束后学生需要上交游览心得一篇。

哥特建筑遗迹
马略卡城

10 学时(8小时授课，2小时自修)

课外活动和文化实践(必修)
下午  12 小时

这个工作室的教学目标是去了解曾在马略
卡生活和创作的现代艺术家，例如米洛和
巴塞洛，以及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
有目的和随机的观察，从艺术作品的外
型，文字，色彩看它是否传递出故事，来
体验各种素材和技法。参加本工作室的课
程后学生将更好地理解艺术的创造力。

视觉艺术工作坊

15 小时(12 小时授课，3小时自修)

1901年Gran Hotel开始修建，1914年安东尼高
迪放弃了修复帕尔玛大教堂的项目，这两
个事件标志着马略卡进入了现代时期。从
此后，相继有许多建筑大师设计和建造了
有创新风格的住宅及商用建筑。除了高迪
外，更有许多本地建筑师的作品，如Gaspar 
Bennàssar, Jaume Alenyar, Josep Alomar, 
Francesc Roca和Guillem Reynes。

现代主义帕尔玛

3,5 小时
本课介绍故事文体写作的基本要领: 与其
他文体的相似性和区别性(主要对比小说
体)，故事的类型(引申的结尾，主题等)，
还有故事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将要
求学生根据所学创作一篇1500字左右的文
章并作课堂讨论。

故事写作

10 小时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马略卡的酿酒传统在
20世纪初受到了干扰，但是现在那些历史
悠久的酒庄已经恢复了运营，新的酒庄也
不断出现。它们不仅更新了葡萄的品种，
而且比以往更注重酿酒环境，使酿酒这个
古老的行当焕发新的光彩。坎马红拉酒庄
正是这样一个家族经营的小型酒庄，他们
专注于绿色种植，内外结合，致力于发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酒品牌。

参观坎马红拉(Can Majoral)

酒庄

3,5 小时

行 程 中 有 关 人 文 的 部 分 将 安 排 探 访  l a 
S I E R R A  著名的建筑群。包括村落，磨
坊，池塘，梯田，蜿蜒崎岖的石子小路
一直通向Deià，那里有古老的茅草小屋
和垂钓小码头。不仅是夏天游泳清凉的
好地方也是一个风景宜人全年享受平静
生活的好去处。

干石路- Deià 小海湾

5 小时

致申请人，

  巴利阿里是一个生活安宁富足的地方。地中海的
环绕使这里气候宜人，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为这里
创造了一个增长知识、激发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学
习环境，学习者在这里一定能够收获卓越的学习成
果。我校帕尔玛校园坐落在风景壮丽的特拉蒙塔纳
山脉(Sierra de Tramuntana)脚下，2010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已将特拉蒙塔纳山脉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它背靠大山又被气候温润的地中海环抱，是一
个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所在！现在校
园已经向你敞开大门！在这里你将通过我校的课程
提高语言能力，并在多种语言的浸泡中感受到多元
文化的丰富和魅力！根据调查，在巴利阿里除了本
地方言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亚诺语（西班牙语）
是官方语言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外，还活跃着全世
界的160多种语言。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独一无二
的环境一直吸引着来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名流、艺
术家和作家等。UIB在教学、科研、国际合作、技
术发展和创新方面已经走到了高等教育的前沿和领
导者的位置。我们拥有扎实的国际校际合作网络，
与欧洲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合作，
这些优势已吸引了很多国际学生到我校学习，使我
校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我校的目标是
为欧盟的建设添砖加瓦并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教育
产业增长的引擎。我们立志于成为一家有社会责任
感并造福人民的教育机构。我坚信你们在我校的学
习生活将是一段难忘而有意义的经历，作为校长，
我真诚地邀请你们申请我们的课程，成为我校一
员！

尤伦斯・乌盖 (Llorenç Huguet)
巴利阿里大学校长

课程安排

共60学时，
西班牙籍教师

9:30-13:00

2015年 7月 1日-29日

西班牙语课

级别 A1/A2/B1/B2/C1/C2

课外活动和文化实践
(选修)

松坡镁铝岩洞(Avenc de son Pou)位于松坡(Son Pou)的寇阿纳格莱山谷(Valle de Coanegra)
，介于圣玛利亚(Santa María del Camino)和奥利耶特(Oriente)之间，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地
貌景观。一直到19世纪后期，位于地貌中心高达45米的岩洞是探险者唯一可以触及的部
分。1894年在这里建造了进入地貌的隧道，长达50米。这个项目由著名的作家、画家和工
程师佩德罗·德·安尔甘达拉·培那(Pedro de Alcántara Peña)主持完成。在松坡镁铝岩洞我
们还可以欣赏到13世纪的石头教堂，也叫波多岩洞(L'Avenc de Botó),以13世纪此地的拥有者
命名）或者鸽子岩洞 (L’Avenc de las Palomas，这里曾护佑几百民众免于灾祸)。为了纪念1856
年第一次岩洞的勘探，人们特设立了一块纪念牌在入口处供游客览阅。

松坡镁铝层地貌
(Avenc de son Pou)

3 小时

圣德贡内拉岛与马略卡隔海相望，是巴利阿里群岛环保大争论中的主角。我们从圣艾尔姆
(Sant Elm)出发，乘小船可以到达岛上。1982年始这里兴建了码头和一个能容纳2000人的度
假村，这一举措使人气极具提升，它开始被关注和被保护。不久，Consell Insular(政府行政
监督权威机构)将其收入管辖范围并于1995年将其指定为自然公园。从此以后，圣德贡内拉
和其他自然公园一样向游人开放。
多年以来，圣德贡内拉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讨论和维护。为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能够一
直拥有对它美好的记忆，许多人在为它而不断奋斗着。
数以百计的动物物种以及广阔的天然植物园是大自然为马略卡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马
略卡给旅游者最好的宣传品。

圣德贡内拉
(Sa Dragonera)

9 小时

沿着马略卡南部的旅行路线，一路我们能够经过陡峭的岩壁到达岛屿的最南岸。在那
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帕尔玛湾的全貌。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造访古老的渔村，这些渔
村是各种美食的发源地，比如：sa Ràpita, s ’Estanyo l还有sa Colònia de Sant Jord i。
这些有特色的小村落是家庭民宿旅游的核心接待区。沿途在ses  Covetes, s ’Estanyol , 
Cap ses Salines  和 es Caragol  我们能找到最美的白沙滩和清澈的海水，连闻名遐迩的
加勒比海也会被忘却。

马略卡南部观光行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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