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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意游学之旅

日期 城市

广州-巴黎DAY1 7月16日 周二

巴黎DAY2 7月17日 周三

巴黎DAY3 7月18日 周四

巴黎-第戎DAY4 7月19日 周五

第戎-铁力士山-卢塞恩DAY5 7月20日 周六

卢塞恩-米兰DAY6 7月21日 周日

米兰-威尼斯DAY7 7月22日 周一

威尼斯-佛罗伦萨DAY8 7月23日 周二

佛罗伦萨DAY9 7月24日 周三

佛罗伦萨-Vatican City-罗马DAY10 7月25日 周四

罗马DAY11 7月26日 周五

罗马-维泰博DAY12 7月27日 周六

维泰博DAY13 7月28日 周日

维泰博DAY14 7月29日 周一

维泰博DAY15 7月30日 周二

维泰博-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DAY16 7月31日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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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概览

途径城市 : 广州 > 巴黎 > 第戎 > 铁力士山 > 卢塞恩 > 米兰 > 威尼斯 >
 佛罗伦萨 > Vatican City > 罗马 > 维泰博 > 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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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设计

设计思路 游学背景：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

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实现“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教育兴

国，教育强国”的 伟大目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文件中提出要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

家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对接

沿线各国发展需求，倡议沿线各国共同行动，实现合作共赢

。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致力于

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并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力争在发展“一带一路”

建设中实现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并驾齐驱。 随着‘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的加快推进，国家关于全力提升青年学子国

际视野和全球化格局的要求，培养能够进行跨文化理解与沟

通的新型国际化人才，教育部印发了《推 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行动》中提出:“力争做到经贸走到哪里

，教育的民心工程就延伸到哪里，教育的人才培养就覆盖到

哪里;力争推动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并驾齐驱，成为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力争发挥教育‘软力量’，实现“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事半功倍，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 2019年3月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意大利总统和法国总统的邀请，对意大利和法

国分别进行了国事访问。元首们多次提出要深化各国在科学

技术、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人文教育领域的全面合作交流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各国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统筹利用各参与主体的资

源，有效发挥各参与主体的功能。通过政府奖学金，鼓励和

吸引各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和游学，学习语言、文化、艺

术、宗教、法律、外交等专业，特别是接受高等学历教育，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未来领袖;中国高水平大学也可走出去，在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联合建立大学、院系、研究中心，

3/18



法瑞意游学之旅

联合培养人才，联合开展科学研究。

游学目标：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指导精神，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实

现“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伟大目

标，探索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模式，语航教育积极探索

与国内知名高校尤其是艺术类院校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成

为中意两国高校教育沟通的桥梁，为促进培养能够跨文化理

解与沟通的新型化国际人才而添砖加瓦。 语航教育作为意

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意大利教育中心及意大利驻华使馆领

事处大力支持的教育平台，一直致力于专业意大利语培训、

游学及留学服务办理，并且是意大利国家教育部官方认证的

国际意大利语等级考试官方考点。 2019年7月“维泰博国际

艺术设计节”即将在意大利维泰博市隆重开幕，每年的“维

泰博国际艺术设计节”也是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最大的艺术节

。语航教育作为意大利维泰博美术学院（中国教育部承认学

历）的中国区官方代表，积极促进高校学子进行互访交流。

通过本次特设的游学路线，让学子们在游学过程中充分领略

异国风情，激发创作灵感，学习异国文化，提高创作能力，

加强文化交流，开阔国际创作视野。 更期待学子们能在艺

术节大赛中闪亮登场，夺得大奖，为国争光。

游学证书：

本次游学的学员们都将获得由意大利维泰博美术学院颁发的

研学证书，艺术节参赛同学还将获得由意大利维泰博市市长

和意大利国家教育部委员亲自颁发的艺术节参赛证书，游学

团带队的相关专业教师将被意大利维泰博美术学院聘为“客

座教授”。

DAY 1 

07月16日 周二

广州 -9509km- 巴黎

根据机票出发时间，请各位同学及老师提前4小时抵达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在指定区域统一集合，由带队老师对学员进

行分组带队，讲解安全知识，统一办理值机手续，快乐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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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国际航班飞往法国巴黎。抵达后，带队老师清点组员名单

并带领组员提取行李，总领队再次清点组员名单，然后乘坐

专属大巴车前往巴黎特定酒店办理入住，晚餐后进行休息。

DAY 2 

07月17日 周三

巴黎

早餐后，乘车前往卢浮宫，卢浮宫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

纳河北岸，位居世界五大博物馆之首。始建于1204年，原

是法国的王宫，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是法国文艺复

兴时期最珍贵的建筑物之一，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

而闻名于世。现为卢浮宫博物馆，占地约198公顷，分新老

两部分，宫前的金字塔形玻璃入口，占地面积为24公顷，是

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

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名

的艺术殿堂，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瞩目的万宝之宫

。下午前往巴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晚餐

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

第一幅设计作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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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07月18日 周四

巴黎

早餐后，乘坐专属大巴车前往莫奈花园，莫奈花园是法国著

名画家莫奈的故居，分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花园又名诺曼

底园，位于房前，呈长方形，占地约一公顷，水园是一个人

工湖，里面种满了睡莲。莫奈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著名作品《

睡莲》系列和《日本桥》系列。后乘车前往老佛爷和巴黎春

天进行拍摄不同的橱窗展示和产品陈列。晚餐回酒店后，根

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二幅设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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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DAY 4 

07月19日 周五

巴黎 -263km- 第戎

早餐后乘坐大巴车前往法国美食美酒之地——勃艮第大区。

抵达后探访勃艮第知名葡萄酒庄，了解顶级酒庄的历史，参

观葡萄园。之后抵达第戎市区，参观第戎老城区，公爵府，

美术馆。晚餐回酒店后，撰写当天学习总结，并发送给带队

老师进行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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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07月20日 周六

第戎 -265km- 铁力士山 -33km- 卢塞恩

早餐后前往瑞士英格堡，在德文，英格堡指的是『天使之村

』，从名字就不难想象这里的景致与风光的动人，抵达后展

开阿尔卑斯山之旅：搭乘世界首创的360度旋转缆车，前往

海拔3,020公尺的铁力士山，也可透过巨型窗观赏阿尔卑斯

山令人赞叹的绝佳景致，并安排欧洲最高长达100公尺的高

山吊桥，更进一步接近阿尔卑斯山。 之后抵达卢塞恩后展

开市区观光，游览卡贝尔桥、桥中间的八角形塔楼、狮子纪

念碑； 闲余时间于这朴质又美丽的中古世纪风格街道中寻

幽访胜一番。晚餐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

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三幅设计作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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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07月21日 周日

卢塞恩 -190km- 米兰

早餐后，乘坐大巴车前往米兰，办理入住后进行午餐。 下

午游览米兰大教堂，这里是米兰的象征和中心，且被誉为意

大利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

尖塔耸入云霄，清晨的光线透过窗上美丽的彩色玻璃镶嵌画

射入，你能感受到庄严的宗教气氛。 接下来穿梭于备受游

客青睐的伊曼组尔二世走廊，这里是米兰的商业中心，也是

著名的购物天堂，名牌专卖店林立。让人充分体会到什么叫

做“时尚之都”，其很高很美的有拱形玻璃的连拱廊也是值

得细细品味，廊上精致的绘画和人行道上马赛克图案都是吸

引众人目光的焦点。 穿过伊曼组尔二世走廊，就是斯卡拉

广场，可以游览歌剧麦加之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外观），

很多世界一流的歌剧演唱家在剧院工作，可以留影纪念。 

之后参观米兰精品街和名品街，拍摄橱窗展示及陈列展示，

橱窗是展示品牌形象的窗口，也是传递新货上市以及推广主

题的重要渠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了解，有70%靠视觉，20

%靠听觉。橱窗陈列，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消费者的视觉神经

，达到诱导、引导消费者购买的目的。“让顾客的眼睛在店

面橱窗多停留5秒钟，你就获得了比竞争品牌多一倍的成交

机会”。“橱”的本义是放置东西的家，“窗”本义是天窗

，引申为房屋。《现代汉语词典》将橱窗定义为“商店临街

的玻璃窗，用来展示样品”。好的橱窗设计更是对服装品牌

做的无声的广告，像一些国际大牌对橱窗设计总是独具特色

，直接为自己品牌商品塑造完美的品牌形象。晚餐回酒店后

，根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四幅设

计作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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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07月22日 周一

米兰 -245km- 威尼斯

早餐后乘坐大巴车前往意大利卡罗世纪服装学院，领略世界

最高制版艺术的精髓。 之后乘坐专属大巴车前往“水城“

威尼斯办理酒店入住，午餐后乘船到威尼斯本岛，参观叹息

桥-此桥连接旧时审判庭与地牢，因犯人被送进地牢时不住

的叹息而得名；可乘坐威尼斯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贡多拉

（六人一船），长形的凤尾船穿梭在拱桥水渠、古巷之间，

带来无限浪漫的心灵感受。参观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

心广场，它一直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

动中心，被拿破仑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随后参观用

云石精心雕嵌、镶上颜色玻璃的建筑-圣马可大教堂。晚餐

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

第五幅设计作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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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07月23日 周二

威尼斯 -205km- 佛罗伦萨

早餐后，乘坐专属大巴车前往佛罗伦萨，办理入住后进行午

餐，午餐后前往图兰朵工作室学习交流，这里既有中国大师

陈丹青老师的创意工作室，也有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西班牙大

师——格鲁仇工作室。让我们特别邀请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

教授为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让我们一起走进名师课堂，感

受西方艺术创作的精髓。晚餐后回酒店进行休息，撰写当天

学习总结，并发送给带队老师进行批阅。

DAY 9 

07月24日 周三

佛罗伦萨

不论您是漫步在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还是来到博物馆、歌

剧院、美术馆或教堂参观，都会感受到佛罗伦萨古城那浓郁

的文化氛围，凝结着人类艺术天赋的经典之作处处可见。橘

红色圆顶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外观）是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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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由教堂、洗礼堂、钟楼组成，洗礼堂的正门由于大师米

开朗基罗的赞誉而得到“天堂之门”的美誉。市政厅广场（

又名：君主广场和西尼奥列广场），这里有一座建于十三世

纪的碉堡式旧宫（现为市政厅），侧翼的走廊，现在连同整

个广场成为了一座露天雕塑博物馆，各种石雕和铜像作品栩

栩如生，形象传神，如人们所熟悉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

》复制品；晚餐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

成艺术节参赛的第六幅设计作品，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

DAY 10 

07月25日 周四

佛罗伦萨 -230km- Vatican City -4km- 罗马

早餐后，在资深老师陪同下乘坐大巴车往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梵蒂冈”，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广场，亲自体验西方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了解欧洲

宗教历史。之后参观罗马，罗马被誉为“永恒之都”，有着

悠久的历史，曾统治欧洲6个世纪之久，亦是罗马天主教堂

的所在地。有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古罗马废墟，斗兽场是

古罗马帝国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竞技场建在另一个罗马皇

帝尼禄（Nero）的“金宫”（拉丁语：Domus Aurea）原

址之上，修建于公元72年-82年间，位于现今罗马中心。整

个斗兽场最多可容纳5万人，却因入场设计周到而不会出现

拥堵混乱，这种入场的设计即使是今天的大型体育场依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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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后参观君士但丁堡、凯旋门，途经帝国大道，纪念意

大利独立的阵亡将士纪念堂。晚餐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感

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七幅设计作品，并发送

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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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07月26日 周五

罗马

早餐后在资深老师陪同下参观罗马共和国翻案广场，之后前

往传说中的幸福喷泉许愿池，在此请同学们准备好硬币，将

硬币放于掌心，双手合一，背朝许愿池，双手越过头顶，将

掌心的硬币投入许愿池，许下美好的愿望！许愿后前往西班

牙阶梯广场，在阶梯上悠闲的坐上一坐；西班牙阶梯广场附

近的百年明炉披萨店烤出了罗马的历史，也烤出了罗马美食

的经典，让我们一起去细细品尝美食的艺术。下午步行参观

罗马名品店的，学习产品陈列及橱窗展示。之后步行前往罗

马国际音乐与艺术学院，学习和了解意大利的教育模式。参

观罗马美术学院外景及罗马人民广场，晚餐回酒店后，根据

当天灵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八幅设计作品

，并发送带队老师进行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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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意游学之旅

DAY 12 

07月27日 周六

罗马 -66km- 维泰博

早餐后乘坐大巴前往维泰博，维泰博市也是本次艺术节比赛

的地方。维泰博是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的一座古老城市，

为维泰博省的首府，位于罗马以北约80公里处。维泰博是意

大利中部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城镇之一，由建于11世纪和1

2世纪的中世纪城墙环绕。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景点当属教皇

宫（Palazzo dei Papi）。维泰博大教堂（Cathedral of S. 

Lorenzo）由伦巴第建筑师建造呈现罗马式风格，市立博物

馆内收藏有从史前至罗马时代的考古标本，以及精美的绘画

作品。古老的城堡、众多罗马式与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有着

各式绿植的植物园和精致的陶器也都值得参观。在维泰博市

办理完酒店入住，餐后稍作休息，中午乘专属大巴车前往白

露里治奥古城地，是宫崎骏笔下《天空之城》的原型‘，由

于地震、水土流失等原因已蜕变成陆地上的“孤岛”，被列

入全球“100个最濒危遗址”。晚餐回酒店后，根据当天灵

感源的收集，需要完成艺术节参赛的第九幅设计作品，并发

送带队老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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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意游学之旅

DAY 13 

07月28日 周日

维泰博

早餐后，乘坐随行大巴车前往维泰博美术学院进行专业学习

，维泰博美术学院是欧洲艺术学院联盟的成员之一，同时也

是欧盟苏格拉底-伊拉斯谟交换生计划的成员之一，与伦敦

、巴塞罗那、柏林及其他欧洲城市的高校建立了友好密切的

合作关系，互换师生、交流学习。该学院开设三年制本科与

两年制研究生专业，本科专业包括电影与电视艺术、雕塑艺

术、绘画艺术、文化遗产保护、媒体艺术设计、时装设计、

剧院空间设计，合格的毕业生可获得艺术学士学位，持有该

学位的人可以继续攻读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有

电影与电视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文化遗产保护、媒

体艺术设计、时装设计、剧院空间设计等。午餐和晚餐均在

美院附近的餐厅解决，晚餐后回酒店休息总结当天课程，并

发送给带队老师进行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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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意游学之旅

DAY 14 

07月29日 周一

维泰博

早餐后，继续乘坐随行大巴车前往维泰博美术学院进行专业

学习，午餐后参观维泰博省政府，用脚步丈量维泰博的大街

小巷，领略教堂文化，感受“意国风情”。晚餐后回酒店休

息总结当天课程，并发送给带队老师批阅。

DAY 15 

07月30日 周二

维泰博

“欧洲之星”——维泰博艺术节开幕，同学们在带队老师带

领下，需带上游学过程中所创作的九幅作品进行参赛，参赛

得奖作品的作者，将有机会与意大利知名艺术家共同创作一

幅设计作品，作为本次艺术节的藏品。所有参赛者都将获得

由意大利国家教育部委员与维泰博市长共同颁发的意大利维

泰博美术学院游学证书与艺术节参赛证书，作品获奖者更会

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DAY 16 

07月31日 周三

维泰博 -71km- 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早餐后，乘坐随行大巴前往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结束本次

欧洲之行，开心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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