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手册

官方支持 :

主办单位：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别称“重五节”、“龙舟节”，是一个源于中
国的已有上千年历史的节日。

它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都被视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而且，由于
其引人注目的文化特点和丰富多样的节日活动，端午节已一步步走入世界
各国的视线并深受欢迎。

在此次活动中，中国协会的成员穿着和展位的设计将根据中国不同朝代的
特点来布置。参观者可以体验到众多由当地中国社会及文化社团组织举办
的活动，更有机会欣赏到各种节目和表演，品尝到来自不同地区的特色美
食。

其中，最具节日气氛和乐趣的项目之一就是划龙舟比赛。想要参加比赛，
最好的方式是组建一支十一个人的队伍（可以和您的同事、朋友、同学、
俱乐部成员、社团会员等一起参加），然后在如此有趣又令人激动的龙舟
比赛中和其他队较量一下！

1.节日



2.
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以龙的形象作为主要标志的划独木舟运动。

适合所有人，简单易学，刺激有趣。 

作为一项团体运动，可以体现企业的团队精神。

自从1976年其规章在香港被制定以来，划龙舟成为了全世界在许可
证和从业人员方面增长速度最快的航海模式。

4

什么是划龙舟？

十名划桨蒂莫

名击鼓



 
 

Col·labora /

Organitza / 主办单位：

官方支持 :

Dia 26: Dragon Boat amic de l'educació. Només escoles.
26日：专为学校举办的划龙舟及中国文化活动。



超过三十支队伍将参加不同组别的的比赛：企业组、个人组、联合企业组。

可在二十个摊位品尝到种类丰富的中国传统美食。

在二十四个展位通过展示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来体现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所有的重要节日里都会有一种男女老少都喜爱的传统特色美食。而在
我们的这次活动中，也绝不例外！

粽子，以竹叶包裹糯米及各种甜口或咸口的馅儿，将成为5月27日当天的
星级美食，并作为连接起中国和巴达洛纳两地之间亲密关系的桥梁。

27日（周六）的开幕式后，将举行由加泰罗尼亚中国美食协会、巴达洛纳
烹饪学校和龙舟俱乐部组织的 “Zongzi català”（加泰罗尼亚粽子节）。 
在本次活动期间，将为大家介绍“加泰罗尼亚粽子”，来成为第一批品尝它
的人吧！

特此，我们想向努里亚·加里加女士（巴达洛纳烹饪学校的负责人）、加泰
罗尼亚中国美食协会的成员及巴达洛纳龙舟俱乐部表示衷心的感谢。

加泰罗尼亚粽子



WWW.festivaldragonboatbadalona.com

您想了解更多吗？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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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建您的队伍

2. 选择一个组别

3. 你们将看到一个真正的龙舟节

联合企业组

如何参加划龙舟比赛？

男性

龙舟联盟组 企业组 联合企业组 个人组

（十名划桨，一名击鼓）

女性
（十名划桨，一名击鼓）

男女混合
（至少4名女性）

如果您不能集合到足够的队员，不用担心，您可以加入到这个向中小型企
业和商业协会开放的组别！



每名参赛者

15欧元

个人组

节日期间随时入场。 获得纪念T恤。端午节龙舟活
动日登记。

端午节龙舟活
动日开始。

为朋友、家人、学生父母协会成员、俱乐部、社团等等设立的组别，
适合所有人群！

还有更多惊喜！

参与我们的训练计划，

准备赢得比赛吧！



第一次企业间的较量

端午节龙舟活动日第
一天及活动第二天。

可进入VIP专区。 端午节节日报名手续。 获得节日纪念T恤。

企业组和
网络组

每名参赛者35欧元

利用本次活动来完成团队建设和享受其中乐趣吧！

包括什么？



社会部门的责任
第一届五月龙舟端午节

本次节日将包括：

5月26日（周五），在巴达洛纳港口将举行专为学校举办的划龙舟及中国
文化活动，活动主要面向当地的学校和教育基金会。200名学生将有机会

探索中国文化并体验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水上运动：划龙舟。

将文化、运动、传统与现代融合在同一天中，这是开创先例的一次。同时
，完成一项使命：促进和推动青年参与者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

端午节（又名重五节）的文化活动：由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基金会负责的端午节活动。

由中国太极协会负责的太极入门活动。

由巴达洛纳龙舟俱乐部复�的划龙舟入门活动：可在龙舟上进行一场小型比赛。



参加我们节日的
组织和企业。



巴塞罗那时代房地产公司
基一核材叶正荣

加泰罗尼亚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

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   |   多彩阳光协会和辣妈群   |   紫罗兰蛋糕店

和平男装 陈秀益   |   易达国际物流   |   badalona 啊正车行

LUMISA电力公司   |   西班牙婕斯钻石团队   |   绿诚.能源   |   天狮集团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贸易协会   |   Verdudarma sl赞助   |   周徐红

叶子餐厅   |   孔林学府林为华   |   经典男装   |   志德安防   |   赖伟杰

易达国际物流     |   苏琪国际美牙仪总代丽丽   |   王民

西班牙洛施花舍总代 林欣音   |   Ambiente汽车室内香薰   |   江南小吃

badalona 啊正车行   |   方园广告公司   |   阳光正好【k•show补水仪西代理】

捷诚电脑（捷诚收银及安防)   |   宾敦中文学校   |   喜游国际

爱丽化妆免税精品店   |   园艺广告公司   |   中国民间交流协会   |   Zurich

感谢郑茂赞助   |   项颂   |   唐人美食   |   西班牙皇家酒庄 PRADOREY

周建宏夫妇   |   西班牙中华妇女联谊总会   |   Taller 面包连锁店

西班牙生产酱油等调味品工厂 (HXwoksalsa)

官方赞助商
金牌级别

银牌级别

铜牌级别



合作单位
1. 最炫中国风

2. 守护健康 (Juice plus + Vida sana)

3. 葉子餐厅 (YEZI Restaurante)

4. 西班牙志愿者之家“天然植物美容保健中心”中药治疗美容产品

(Asociación De Voluntarios De China En España)

(PLANTHEALTHCARE)

5. 孔林学府 (Escuela kong lin de Barcelona)

6. APT汽车公司，保险公司

(TALLER Y SEGUROS APT PERFORMANCE)

7. 室内汽车香薰 (Productos de ambiente)

8. 辣妈群暨多彩阳光文化交流协会

(Grupos del weichat - super mamas del barcelona y

asociación multicultural amanecer A M A)

9. 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

(ASOCIACIÓN QINTIAN  EN CATALUÑA)

10. 西班牙紫罗兰蛋糕烘培连锁店 

(Pasteleria violeta tipico de china)

11. 江南小吃 (pasta  J N)

12. 喜游国际 (BCN XIYOU 2008 S.L.)

13. 颜思丽 留住你的美丽

(K·SHOW humidificador facial nanotecnológico)

14. 宾敦中文学校 (Bindung colegio chino)

15. 爱丽化妆免税精品店  (Eli Perfumeria)

16. 巴塞罗那中华太极学校：

(Escuela China de TaiChi en Barcelona)

17. 方园广告 (ECOROTULOS)

18. 阿正车行 (auto repair shop 2016sl)

19. 易达国际物流 (YIDA LOGÍSTICA)

20. 多彩阳光文化交流协会“精点端午特色小吃”

(asociación multicultural amanecer AMA) 

21. 巴塞罗那灵舞团 (Grupo de baile LingWu)

22. 西班牙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Asociacion de

intercambios Culturales y Artisticos en España)

23. 电力公司 (Lumisa)

24.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交流 (Asociacion de intercambio

de cultura y arte popular tradicional de China)

25. 中华满族文化海外研究中心 (Asociación de Ultramar

para la lnvestigación de la Cultura China Manchú)

26. 绿诚·能源 (lvxen energía)

27. 昌龙 (Verdudarma sl)

28. 天狮集团西班牙分公司  (Tianshi Spain)

29. YOREMY ESCENA MULTICLOR，S.L.

30. 欧华食品  (OUHUA FOODS, S.L.)

31. 火腿 moniberic  周建国

32. 唐人美食。

33. 捷诚收银 (JIECHENG TPV)

34.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巴塞罗那实验学校

(Escuela China en Mataró)

35. 西班牙皇家酒庄 (PRADOREY).

36. 圆艺科技广告 (yy tecnologia retols)

37. 冰淇淋 (Helados Veganos)

38. 双龙中文学校

39. 西华龙舟俱乐部

40. 西班牙欧伦蒂亚酒业公司



1. 夏女士

2. 胡女士

3. 老吴

4. 石先生

5. 徐先生

6. 陈先生

7. 卢先生

8. 婷女士

9. 陈先生

10. 依XXX

11. 徐先生

12. 朱女士

13. 厉女士

14. 张女士

15. Meggie

16. 陈先生

17. 金女士

18. 程女士

19. 叶先生

支持本次活动的
私人赞助。



www.clubdragonboatbadalona.com

+34 972 58 06 39 - Josep
info@clubdragonboatbadalona.com

+34 93 633 76 84 - Isabel

主办单位：

官方支持 :

联系方式
如果您也有兴趣成为参展商、龙舟比赛的参与者或本次活动的赞助商，

那就不要再犹豫，快来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