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伦敦：英伦风范

                                               1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伦敦：英伦风范
　

英国，伦敦，伦敦眼，福尔摩斯，博物馆，莎士比亚，酒吧，教堂，蜡

像

　

封面 .............................................. 1

一、前言 ........................................... 6

二、初访必读 ....................................... 7

1、签证信息 ....................................... 7

2、行前准备 ....................................... 9

3、实用信息 ...................................... 12

4、漫话伦敦 ...................................... 14

5、伦敦饮食 ...................................... 16

6、雾都往事 ...................................... 20

7、红色巴士 ...................................... 23

8、皇室文化 ...................................... 24

9、伦敦古建筑 ..................................... 34

10、认识伦敦 ...................................... 37

三、在伦敦不得不做的N件事 ........................... 41
1、伦敦——2012，奥运来了！ .......................... 41

2、“伦敦眼”上看伦敦 ............................... 42

3、有故事的城市——王室不神秘 ........................ 43

4、有种时光机器叫博物馆 ............................. 45

5、轰轰烈烈的奢侈品争夺战 ........................... 46

6、偷得浮生半日闲——英式下午茶时光 .................... 47

7、你真的来过英国吗？？——苏荷不夜城 .................. 49

                                               2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8、伦敦，福尔摩斯的家 ............................... 52

四、我们的前世今生——博物馆之旅 ...................... 54
1、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 ........................... 54

2、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 ........................ 56

3、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 .................. 58

4、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 ........................... 60

5、Churchill’s War Rooms丘吉尔博物馆 .................... 61

6、Imperial War 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 .................... 63

7、Grant Museum of Zoology格兰特动物博物馆 ................ 65

8、Museum of London伦敦博物馆 ......................... 65

五、晚饭过后，去看演出吧 ............................ 67

1、Royal Opera House皇家歌剧院 ......................... 67

2、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 68

3、Royal Albert Hall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 .................... 69

六、美术馆之旅 ..................................... 71
1、National Gallery 国家美术馆 ........................... 71

2、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国家肖像画美术馆 ................. 72

3、Tate modern 泰特现代美术馆 .......................... 73

七、教堂，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 74
1、Westminster Abbey西敏寺 ............................ 74

2、圣保罗教堂 ..................................... 76

八、暴走Charling Crossing周边 ........................... 77

九、大隐于市—闹中取静的美丽公园 ...................... 79

十、挂一漏万游伦敦 ................................. 80

1、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 80

2、乘坐游轮畅游泰晤士河(Thames River Cruise) ............... 82

3、Madame Tussauds 杜沙夫人蜡像馆 ...................... 83

4、Royal Greenwich Observatory 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 ............ 83

                                               3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十一、这里重温伦敦历史 .............................. 85

1、Tower Bridge 伦敦塔桥 .............................. 85

2、HMS Belfast 贝尔法斯特号战舰 ........................ 86

3、Big Ben大本钟 ................................... 88

4、Kensington Palace肯辛顿宫 ........................... 90

十二、伦敦近郊游 ................................... 92
1、皇家植物园林：邱园 ............................... 92

2、温布尔登 ...................................... 93

3、温莎古堡 ...................................... 94

4、伊顿公学 ...................................... 96

5、汉普顿宫 ...................................... 97

6、里士满公园 ..................................... 98

7、利兹城堡 ...................................... 98

十三、行程推荐 .................................... 101
1、泰晤士河畔漫步一日游 ............................ 101

2、伦敦市中心精华三日游 ............................ 101

3、伦敦购物之旅 .................................. 102

4、伦敦郊区两日游 ................................. 103

5、伦敦周边三日游 ................................. 103

十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在伦敦 ................... 105
1、伦敦小吃及西餐 ................................. 105

2、中餐 ......................................... 107

十五、购在伦敦 .................................... 109
1、Market 街头市场 ................................. 109

2、购物街 ....................................... 109

3、奢侈品 ....................................... 110

十六、住宿 ....................................... 112

                                               4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十七、交通 ....................................... 114

1、飞机 ......................................... 114

2、铁路 ......................................... 116

3、长途客运 ..................................... 119

4、地铁 ......................................... 120

5、乘船 ......................................... 121

6、出租车 ....................................... 122

7、公交 ......................................... 123

8、自行车 ....................................... 124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126

封底 ............................................ 127

                                               5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一、前言

　　两千年前，罗马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在泰晤士河畔建立了一个叫做Londinium的港口

，这就是伦敦的前身。这个从来不缺乏奇迹的地方，每次遭遇不幸，似乎总能化险为夷，把悲剧

变成乐事。一千六百年后，昔日的小城镇眼看着成为了欧洲第一大都市，可1666年的一场大火，

却让它“一下回到了解放前”——整个城市几乎付之一炬，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六人死亡，

其他人竟然奇迹般生还，并且，如今很多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因此出现。二百多年后，伦敦又经受

了一次巨大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机恐怖的狂轰滥炸，留给战后伦敦的是一片狼藉。重

建时又由于没有统一规划，新建筑的风格各种各样，而这反倒又成了如今伦敦与众不同的独到之

处。

　　近几百年来，“伦敦”的概念已经从昔日的老城“伦敦市（City of

London）”扩展到了饱含三十多个自治市的“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作为对全世界有

巨大影响的城市之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科学技术⋯⋯几乎一切有关无论人文还

是自然科学的命题都和它脱不了干系，甚至，即使在这些词语后面加上“中心”两个字——比如

变成“金融中心”——“伦敦”还是可以一点也不勉强的和它们连结在一起。又加上它广阔的包

容性和有意思的多元文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伦敦定居和游玩。

以下是伦敦《2010年官方城市指南》中选出的十大最热门景点：

1、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

2、National Gallery 国家美术馆

3、Houses of Parliament 国会大厦

4、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5、St. 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

6、The London Eye 伦敦眼

7、Changing the Guard 卫兵交接仪式

8、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9、Madame Tussauds 杜沙夫人蜡像馆

10、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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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访必读

   

1、签证信息

　　中国护照持有者入境英国需要在英国驻华使领馆处申请英国签证（visa）。针对访问/旅游类

的签证（ADS）通常最少签发3个月，最长6个月，期间不可在英国本土续签或是从英国申请前往

其他欧洲国家的申根签证。 

　

签证样本

申请材料：

1、护照原件及护照首页、有记录页和末页持照人签证页的复印件（注：申请人的护照应拥有从计

划离境日起计算至少6个月的有效期。申请人的护照必须留有至少两页空白页供签证处注签）

2、从2012年4月16日周一开始，所有中国境内的英国签证申请须通过英国边境管理局（UK Border

Agency）的在线申请系统完成。

4月16日及之后的签证申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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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填写及提交签证申请表：www.visa4uk.fco.gov.uk

在线完成与签证申请中心的预约；以及到访最近的签证申请中心，提交打印完成的签证申请表格

，支持材料，完成生物信息采集以及支付签证费用。

在线申请：

　　当完成在线申请表格后，需要将表格打印出来并在相应位置签名。如果在填写时没有打印设

备，可以日后重新登陆并打印。

预约：

　　作为在线申请的一部分，申请人需在到访签证申请中心前使用在线功能进行预约。可以在线

预订，更改或取消预约。申请人需要在在线表格填写及提交后的30天之内完成预约。在申请中心

的材料提交过程一般不会超过30分钟。如果情况比较紧急，可以无需在线预约即前往签证申请中

心。申请中心接受未预约申请的受理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北京地区为7：30）至上午9：

00。

夏令营和指定目的地旅游计划（ADS）同样需要在线申请，但该类签证无需进行在线预约。团队

领队可直接联系当地英国签证申请中心进行团体预约。

到访签证申请中心：

　　必须本人前往签证申请中心来完成申请。需要提交：一份打印好并签名的在线申请表格，护

照，支持材料，支付签证费用。

签证中心会采集申请人的生物信息（头像照及指纹）

旅人提示：从 2012年4月30日开始，签证中心只接受在线申请。

3、近期护照照片一张（3.5cmx4.5cm，白色背景）；

4、申请人身份证明：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不在辖区申请，需要居住证

或暂住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并要翻译（如已婚）；

5、申请人或但保人资金证明（关键），但保信（若申请人尚未工作，需要其直系亲属的担保信或

是担保人的自己证明），近6个月的工资卡明细原件与复印件（张账单上应有翻译），申请人的在

职和请假证明中英文件，存单或定期存折原件及复印件，存款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6、资金补充材料：常用的信用额度较高的信用卡复印件与卡本身（可多张），房产证原件与复印

件，并要翻译，车辆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并要翻译；

7、申请人旅行计划：旅游行程（英文）、机票预订单、酒店预订确认邮件、保险单及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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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中心：

　　英国驻华使领馆已经在中国12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VAC）。该签证中心是专门负责接收

赴英签证申请的商业机构（非英国是领过的延伸），在下列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负责收受和递送

签证：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深圳、武汉、成都、重庆、杭州、济南、南京和福州。各地签

证中心的地址、联系方式、咨询电话、办公时间和其他服务详情查询签证中心网站：

www.vfs.uk-cn.com　

签证费用：

　　英国的一般旅游签证INF2可选择6个月内多次入境的短期访问签证、两年内多次入境以及五年

、十年内多次入境的长期访问签证，签证费分别为835元、2915元、5345元和7720元。

所需时间：

　　签发周期在2~15天不等，通常不会超过30天。

查询方式：

　　登陆www.vfs-uk-cn.com，在左侧的有“追踪申请进度”的选择，可以查询申请情况。

   

2、行前准备

最佳旅游时间：

　　通常每年6月份，伦敦的气候逐渐好转，天空晴朗，阳光温和；7、8月进入真正的夏天，艳阳

高照，但温度在20℃左右；9、10月份秋高气爽；11月下旬慢慢进入冬天；12月到次年2、3月气温

在10℃左右，但下雪的机会也不是很多；4、5月回暖，气温15℃左右。

整体来说，7-8月是伦敦的观光旅游旺季。日照时间在英格兰的黄金夏季（Golden summer in Engla

nd）特别长，晚上9点多天还亮着，有效游览时间比冬季要长出数小时。夏季的各项活动也是丰富

多彩。当然在这样的旺季一些热门景点免不了要排队。各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也根据旅游淡季和

旺季略作浮动。总体来说，7-8月间，机票最贵，8-9月其次，4-5月间再次。在冬季一些观光景点

会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

行李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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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清单

飞往英国的航班通常允许头等舱托运40公斤、商务舱30公斤、经济舱20公斤的行李。液体和利器

必须托运。手提行李通常允许带7~10公斤。但是手提袋、笔记本电脑、婴儿车、雨伞和小型相机

不在此限制之内。手提行李中的护肤品或化妆品美景不可超过100毫升，须放置在20cmx20cm容量

为1升的透明塑料袋中。

时差：

伦敦与北京有8个小时的时差（10月底至3月底），夏季7小时（3月底至10月底英国使用夏令时）

。例如：英国时间12:00，中国的时间为19:00（夏季）或20:00（冬季）。对于不经常出国的游客来

说，会需要时间来适应，无论乘飞机，还是生物钟，或者想在伦敦与国内的亲人打打电话，都需

要格外注意时差问题。

货币：

　　单位为英镑（Pound），货币符号为￡。辅币为便士（Pence），1英镑＝100便士。纸币面值

有5、10、20、50英镑。硬币面值有1、2、3、10、20、50便士和1、2、5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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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目前1英镑约可以兑换9.9203元人民币。国际汇率价格变动剧烈，此汇率仅供参考，可通过中国银

行查询实时汇率。

旅行支票：

旅行支票可以保护你不被偷盗，因此比携带大笔现金要安全很多，但是自从信用卡/借记卡和AT

M机成为旅行者的选择方式后，旅行支票在英国的使用率就不是很高了。如果你确实喜欢使用旅

行支票，要注意，买东西的时候商家很少会接受（除非大酒店），因此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去银行

或货币兑换局换取现金。

信用卡：

万事达卡和Visa卡在英国最容易被接受，美国运通卡和大来卡（Diners

Club）被接受的情况也不错。

小费：

　　英国人有付小费的习惯。通常在餐厅如果账单内没有包含服务费，要按账单的10%左右付，

行李员小费按件付，出租车司机可以按票价的10%-15%付，饭店旅馆等若账单中不含服务费，应

将10%的费用分别付给对你有帮助的工作人员。影剧院、加油站等场所无需付小费。

通讯：

　　普通公用电话：按键式话机，使用10便士以上的硬币。机上会不断表示余额。退回的零钱只

是多投了的硬币。有时，也有一些话机是对方拿起听筒后才投币的。

磁卡电话：同我国国内的磁卡电话的使用方法相同。磁卡分为2英镑、5英镑、10英镑和20英镑四

种。本地电话每分钟10便士。电话卡在“兑换处”以及咨询处、邮局等贴有绿色招贴画的地方出

售。

信用卡电话：在市中心、机场、地铁站都有此种电话，可使用VISA、JCB等信用卡刷卡打电话。

蓝色电话亭中的“如星”电话也可使用这些信用卡。

小常识：上图中红色的电话亭是由英国建筑师Giles Gilbert Scott所设计。1924年由他所设计的K2版

型的电话亭获得了当时英国邮局所承办的竞赛，并于1926年这一版的红色电话亭第一次被搬上了

伦敦街头。Gilbert所设计电话亭大胆的使用了鲜艳的红色，凸显了当时大英帝国的高傲气质，并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Gilbert又于1935年设计了改进后的K2版电话亭K6，此电话亭的再

设计是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盛典。而这个K6版红色电话亭就是沿用至今的，也是大家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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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看到的。在1980年之前，英国总共有七万三千个电话亭，但沿用至今还没有被替换过的也只

剩下两千个。

邮政：

　　邮局的营业时间平日为9:00-17:00，周六为9:00-12:00。有的邮局中设有兑换处。小包裹可走船

运或航空，船运需1个月以上，航空分3-4天到达和一星期到达两种。自己打好包裹（邮局中有箱

子和打包带出售），在窗口办理手续即可。

电压：

英国的电压为240V、50Hz，普遍采用三相扁脚插座，但电动剃须刀采用两相插座。

上网：

　　在许多酒吧、咖啡馆和旅馆都有免费的无线上网设备。在伦敦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金丝雀码

头（Canary Wharf）和城区到处都有用后付款的无线上网服务，你可以在一个地方注册成为会员

（大约每天/每小时10/5英镑）。网吧通常便宜点（大约每小时1-2英镑）。虽然一般情况下不太可

能被捉到，但私自连接一个未加密的无线网络是违法的，许多人因此而被起诉。

   

3、实用信息

1、常用电话：

警察报警、火警、救护或海岸紧急救护：999

在英国境内电话不通或发生障碍时用：100

电话号码查询服务：192

在英国境内打国际长途电话遇到困难时请拨：155

国际号码查询服务：153

受害者支援服务热线：08453030900或08456039213

希思罗机场电话：02087594321

伦敦出租车（24小时预定热线）：02072720272

地铁查询电话：02072221234

国家铁路：0345484950

不列塔尼轮渡：099036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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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渡：0990980980

吉域机场查询电话：01293535353

欧洲之星查询电话：0990300003

中国驻英大使馆值班电话：02072994049

2、去英国旅游，千万不要问人家“您去哪儿”、“吃饭了吗？”中国人认为很热情，英国人认为

很粗鲁。更忌讳打听男人的工资和女人的年龄。

3、英国人有排队的习惯，排队上公交车、火车或买报纸，不排队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

4、在英国购物，最忌讳的是砍价。英国人不喜欢讨价还价，认为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如果他们

认为一件商品的价钱合适就买下，不合适就走开。

5、英国一层被称作Ground Floor，二层被称作First Floor，地下一层被称作First Basement。

6、在英国进入教堂内需注意衣着，不可勿袒胸露背。

7、参观博物馆、教堂及其他规定场所时，禁止使用照相机闪光灯，因闪光灯内的镁成份会对陈列

物造成破坏。

8、英国商店通常晚上关门较早，下午5：30以后仍然营业的寥寥无几；周四晚上例外，可晚至8：

00而周六、日商店的营业时间一般为中午11：00至下午5：00。

9、英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口渴时可饮用。

10、伦敦的星期天，商店都停止营业，所有的剧场和大多数电影院也都关门。因为伦敦人都喜欢

在星期天出城去郊游。

11、英国，送礼时最好送较轻的礼品，由于所费不多就不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贿赂。英国人也象其

他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喜欢高级巧克力、名酒和鲜花。对于饰有客人所属公司标记的礼品，他们

大多并不欣赏。

12、英国人见面时不爱讲个人私事，而爱谈论天气，否则会受以冷遇。

13、英国人在穿戴上依然比较讲究，因此在会客、拜访或参加酒会、宴会、晚会时仍要穿西服打

领带。在夏天，可以不穿西服，只穿短袖衬衫，但也得打领带。

14、在英国翘大拇指是拦路要求搭车之意，在路边时不要随意翘起大拇指。

15、在伦敦所有封闭的场所都是禁烟的，爱抽烟的人需要格外注意。

16、动身前往英国之前最好在中国境内换取英镑会比较划算。

17、不建议去任何换汇点尤其是机场的换汇点换英镑，那些闪亮亮的"Exchange"，背后都写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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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两个字，千万别被窗口边牌子上写的汇率所蒙蔽，他们的手续费有的甚至高达10%以上，那些

声称不要手续费的汇率更是低的离谱。

18、 一些景点是从属于同一家公司或者组织，比如，杜沙夫人蜡像馆、伦敦眼、海洋馆、伦敦地

牢等等都同属于Merlin娱乐集团； 而伦敦塔、肯辛顿宫、汉普顿宫、宴会大厅则同在一个叫做"皇

家历史宫殿"的独立性慈善组织的管理之下。因此，如果在伦敦停留的时间很长，有足够的时间玩

大部分景点，可以选择买联票，有打折。

19、伦敦最大的information旅游服务中心位于Regent街1号。在中心的二楼可以拿到非常全面的和

旅游相关的各种资料，甚至还包括英伦三岛其他很多旅游目的地的材料，由于旅游信息时常随季

节变化，以下内容有可能会不同，建议初到伦敦后马上来这里作深入研究。另外，二楼还提供上

网服务。在中心的一楼可以订各种演出票、车票等，还可以换英镑。邮票也可以在这里买到。

20、英国网上定购门票十分方便，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套票组合，而且很多景点在网上提前购

票会比当场购买当日票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也节省了排队购票的时间。

http://www.visitbritain.com/zh/

   

4、漫话伦敦

　　伦敦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和重要城市已经有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伦敦最早的起源在历史上并

没有确切记载。根据中世纪的传说，伦敦是在青铜时期由一个叫布鲁图斯的特洛伊人建立的，他

把城市命名为特洛亚诺瓦（新特洛伊）。在史前时期，伦敦是一个有着几个分散聚落的地方。

罗马人在皇帝克劳迪乌斯于公元43年发动的战争中占领不列颠后建立了伦敦尼姆。公元120年，伦

敦拥有居民约6万人。伦敦替代了邻近的科尔切斯特成为了罗马帝国布列塔尼亚省的首府。 410年

，罗马人结束了他们的统治，城市几乎被遗弃。150年后，定居点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因为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边上的重要战略位置，他们必须凭借城市来抵御维京人的无数次进攻。

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的诺曼入侵一般被看作是中世纪的开始。许多城堡和其它建筑，如伦敦塔和

威斯特敏斯特大厅在这个时期兴建。由于中世纪商业的兴起，伦敦也成长为一个大城市。1100年

，伦敦居民人口超过1万5千人。

1300年左右已经有8万居民。在伦敦的商业活动由不同的行会组织，由城市统领全局，从中也会选

出伦敦市市长。伦敦当时是欧洲的一个政府、手工业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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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伦敦因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而闻名。18、19世纪伦敦由于英国海军力量的增长而

获得了更重要的地位。王国成为了最庞大的世界帝国，伦敦作为帝国首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些著名的建筑，如大本钟、议会大厦、特拉法加广场和塔桥在这个时期建

造。尽管由于帝国不可避免的衰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严重的损失，伦敦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城市

，是一个全球金融、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罗马书》中有关伦敦的记载是从公元50年，伦敦（London）的命名是来自凯尔特语的Londini

os，意思为“一个勇敢的地方”。凯尔特人入侵英国是在公元43年，之后他们修建了一座跨越泰

晤士河的桥梁，此后他们发现这里有利的地理位置又修建了一座港口。公元50年前后，罗马商人

又在桥边兴建了一个城镇，伦敦由此而诞生。

公元61年，布迪卡皇后带领民众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她所领导的军队进军到伦敦。伦敦在战火中

被毁，战乱后伦敦又被布迪卡皇后重建。城中的富人们用石头和砖瓦来建造房屋，而大多数的穷

人们只能住木屋。

2世纪后叶，在伦敦修建了6米高的环伦敦石城墙，此时伦敦的人口增长到也是当时英国最大的城

镇。

公元407年，随着最后一批罗马军队撤离了英国，伦敦城镇也开始衰落。大批居民离城而走，住在

城墙内的居民也仅剩少数的渔民和农民。伦敦也失去了城市的功能。但不久伦敦就又重新发展起

来，在伦敦文特哥登的城墙外科出现了一座新城。新城不大，人口也仅有10,000人左右。

597名来自罗马的修道士来到伦敦，他们是从撒克逊人转教的基督教徒。604年，一名主教被派往

伦敦。640年伦敦开始铸造银币。

842年和851年，丹麦人两次入侵英国，抢劫和烧毁了大多数的城镇。侵略军占领了包括伦敦在内

英国北部和东部领土。

878年，丹麦人被阿尔弗烈德国王所击败，英国的国土被分为两部分，丹麦人拿走了英格兰的东部

领土，包括伦敦。而阿尔弗烈德国王则保持住了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通过和平谈判，阿尔弗

烈德国王在886年重新拿回了伦敦，他重新修整了破败的旧罗马城的城墙。为了得到保护，居住在

罗马城以外的伦敦人在阿尔弗烈德国王统治时期又从新搬回到城里来居住。994年伦敦人击退了丹

麦人，并迫使他们撤离。

1006年12月25日，在威斯敏斯特威廉座上了英国国王的王位。国王给予伦敦享有宪章和某些权利

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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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之前，城里的有钱人就在城市的西部不断地兴建房屋，而在伦敦其他地区则是一些低

矮和简易的建筑，城市的格局逐渐地形成。尽管在1603年、1633年和最后的1665年发生了致命的

黑死病瘟疫大流行，人口有一定的减少，但很快人口数量又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1642年，英国议会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战争开始。1643年保皇党人试图攻占伦敦，但双方的军

队在圣保罗大教堂以西10公里处相遇，议会党人的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于对方，所以保皇党人的军

队被击退。

1666年，伦敦发生一场大火。大约13,200座房屋被大火所毁，70-80,000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国

王命令海军帮助城市中露宿的灾民搭建帐篷，为防止此类情况的再发生，国王下令所有今后在伦

敦建造的房屋一律使用石头和砖瓦为建筑材料，而不是木材。

在17世纪后叶，一些时尚设计风格的房屋开始在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Bloomsbury）和去往骑

士桥的路上兴建，在这些区域内百年中还兴建了几家医院包括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1720）、盖伊（Guys, 1724），圣乔治（St Georges, 1733），伦敦（London,

1740）和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 1745）。

1834年，国会大厦被大火烧毁，后又重新兴建。新建的国会大厦还包括一个大钟，就是我们现在

所称的“大本钟”。

从1859-1875年因霍乱的爆发而使得下水道系统的诞生。从此以后，因传染性疾病而死亡的病死率

大为降低。

19世纪伦敦一批新博物馆建成，包括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

1852）、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 1857）、and the 自然和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1881），新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则建造于1891年。

1944战后的伦敦由于人口的过度膨胀，权威人士提议并计划在距离伦敦城20-30英里的周边地区地

方建立卫星城。吸引熟练工人从伦敦来到卫星城工作，从而减轻伦敦城市人口过多的压力。

1950年代伦敦进入繁荣时代，汽车和飞机制造业发展的很快。码头也非常繁忙，从业人员已经达

到30,000人。但从1960年代开始，因大英帝国的逐渐瓦解而受到影响。

尽管从1945年以来移民到伦敦的外来人口已经明显地减少，但在20世纪后几年中人口又在迅速地

增长。

如今，伦敦的人口为720万（2001年统计）。2012年奥运会将在伦敦举办。届时它会展示它的美丽

和迷人的风采，向世界宣告：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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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伦敦饮食

　　伦敦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的饮食都市之一，“现代英式”烹调与传统英国菜式之精华，口味不

俗，全市餐馆不下六千，寿司、瑞士薯块、意大利面、下午茶、任君品尝。至于吃饭的地方，从

气氛活跃的英式酒馆，到简单的小餐馆，再到高雅的餐厅，随你选择，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野餐，也独具情调。

不可错过的特色美食：

英式早餐：

　　英国人认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英式早餐已经超脱了“早餐”的原意，而是在更

广的层面上代表了英国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份英式早餐包括燕麦粥、煎蛋、烤番茄、蘑菇

、茄汁黄豆、熏培根和烤香肠等。老式的传统英式早餐还包括了黑布丁（Black Pudding），是以

猪血做的血肠。吃英式早餐，仅鸡蛋通常就有煎蛋，炒蛋，连壳煮和去壳煮四种烹调方法。英式

早餐通常搭配英式早餐茶、咖啡和橙汁以及涂抹过黄油的烤面包片一同食用。除了英国传统的家

庭旅馆，许多英国的饭店、酒吧和咖啡厅乃至大型超市的餐厅区里也供应英式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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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早茶(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烤牛排：

　　这是公认的英国菜中的代表作，将大块带油的生牛肉放入烤箱中烤制而成。同煎牛排一样，

在您点这道菜时，服务生会问“How do you like it，sir/madame？”意即“您喜欢生一些的还是熟

一些的？”如果您喜欢生一些的，就说“Rare，please。”如果您喜欢熟一些的，就说“Well－do

ne，please。”如果是中等的就说“Medium，Please。”请一定不要忘记说声“please”（请）。做

好的牛肉吃时可以沾西式芥茉酱，作为辅菜的约克郡布丁也很有名。

牛肉馅饼土豆泥：

　　在伦敦，尤其是东部老城区，卖鳗鱼冻和牛肉馅饼土豆泥这两种食物的店随处可见。其中，

有一些店甚至已经在这里开了近百年。牛肉馅饼和土豆泥同鳗鱼冻一样，都是伦敦19世纪劳苦大

众们智慧的结晶：香到甚至有点油的牛肉馅饼，伴着绵甜软腻的土豆泥，又加上清新爽口的荷兰

芹酱汁，简直绝配！英国的食物似乎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些像：外表看起来不起眼，甚至可以

说卖相不讨好，可是尝一口就会发现，原来并不差啊。如今在一些店里，除了牛肉馅饼外还提供

鸡肉馅饼，有的甚至为了日益壮大的素食主义者大军提供了蔬菜馅饼。

英国下午茶：

　　英国下午茶闻名遐迩，一般耗时至少一小时。伦敦人喝下午茶并非随意地吃些点心，通常是

搭配成套，包括一壶茶及一份点心。点心有三明治、奶油松饼或是小蛋糕。在伦敦吃正宗英国下

午茶的地方不少，其中Savoy酒店和里兹大酒店都是非常热门的下午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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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茶

茶：

　　伦敦人喜欢喝浓茶，任何色深味重的茶都正对他们胃口，搭配培根香肠和蛋的早餐茶（Breakf

ast

Tea），是一种能去油解腻的浓茶配方；至于搭配糕点、饼干的午茶时间，英式下午茶（Afternoon

Tea）就特别合适。伯爵茶，由于加入佛手柑为调味，闻起来芳香，尝起来也不算浓，所以适合在

下午茶时间饮用。要不要加糖、加奶或柠檬，正统的英式下午茶并无严格规定，只看个人喜好。

不过基本原则是：浓茶加奶精口感润滑，淡茶或加味水果茶要喝原味，细细品尝。只要掌握住原

则，就可以享受一杯好茶。

除了以上3种之外现代人注重健康饮食，所以花草茶、有机茶或无咖啡因茶、安溪铁观音，也成了

目前的明星商品。而品质较好的单品茶种，如大吉领、锡兰、阿萨姆等，不但可用作基茶调制混

合茶（Blend Tea），单独喝也渐渐受到欢迎，许多高级正式的下午茶餐厅，都会提供价格、品质

颇优的单品茶种，让客人有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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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根：

　　走进伦敦的超市，在蔬菜柜台上人们能看到一种有点像心里美萝卜的蔬菜。它的叶子颜色较

绿，根部呈紫红色，吃起来有股淡淡的甜味。这就是甜菜根。英国人认为，如果一餐中没有吃到

用甜菜根烹制的食物，就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人类食用甜菜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人视甜菜根为神圣之物，将其呈献给阿波罗神。到了欧洲中世纪时，甜菜根进入英国，上

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甜菜根的做法多样。英国人经常煮着吃，或用它做汤，或把它和其他蔬菜

、谷类及肉类等一起煮食。不过，人们认为最好的食用方法是，先在热水中过一下甜菜根，然后

做成蔬菜沙拉，欧洲人常说，孩子吃了甜菜根沙拉，身体一定棒棒的。

快餐：

　　对匆忙的客人来说，鱼和薯条当然是最佳选择，只要观察餐厅门外的人龙便可分辨哪家餐厅

较好。面包店则为客人准备了热派、糕点、三明治及馅卷等美食。英国作为发明三明治这种食物

的国家，其味道自然不同凡响。马莎百货及Boots等超级市场也有不同种类的简便三明治、沙拉及

冷饮出售。除此Pret-a-Manger的羊乳奶酪、螯虾和芝麻菜也是不错的选择。

伦敦的美食非常多样化，有世界各国的传统菜肴，各种口味的菜色和不同的价格等级，适合形形

色色的游人。以不同的菜色为例，伦敦有亚洲菜，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菜，还有东南亚以及日韩

料理。另外来到英国首都，当然要尝尝英国菜，有传统菜色也有现代感十足的特色餐厅。此外，

在伦敦还可以吃到印度、中东、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不同口味的食物。不论您是何种口味在伦敦

都能找到你爱吃的美食。

   

6、雾都往事

　　福尔摩斯迷们对伦敦的了解，当始于柯南道尔的小说。书中的伦敦被描述为一座被乳白色浓

雾所笼罩的神秘城市，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就乘着马车穿行于这个雾都之中，揪出那些隐藏

在迷雾中的罪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弥漫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里的浓雾，只对旁观的局外人是

美丽的。

含硫污垢厚达4英寸

　　根据考古的发现，11世纪中叶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大帝征服英国之前，生活在英格兰的盎格

鲁-撒克森人患鼻窦炎的比例很高，可能就是室内空气污染严重所致。到了13世纪，伦敦的人口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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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导致燃料一度短缺，一些工业作坊开始用煤炭取代木材。由于煤炭造成的空气污染比木

材严重得多，因此伦敦的居民们进行了一场抵制使用煤炭的运动，以维护自身的健康权利。1306

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了一项有关在国会开会期间禁止工场烧煤的法令，据说还有工匠因为违反此

项法令而被处死。

　　然而，超前出现的环保意识根本无法阻止社会的强烈需求，煤炭用量在得到一段时间的遏制

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了。到了16、17世纪，煤炭已经成为伦敦工业和家庭广泛使用的

燃料。烧煤对环境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建筑物受损，一位建筑师曾经报告说，他在墙上见到过厚达4

英寸的含硫污垢。对此，当时极富盛名的作家与园艺学家约翰�伊布宁（John Evelyn）于1661年

出版了历史上第一份研究空气污染的报告，初步探讨了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植物生长和城市建

筑等方面的影响。

　　煤炭是支持工业革命的核心燃料。然而，与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则是城市污染

的急剧加重。工业革命时，工厂大多建在市内，居民家庭又大量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不断攀上

新高。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伦敦上空笼罩多天不散，这就是曾经客

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的“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1905年

，英语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smog（烟雾），特指混合了煤烟（Soot）或烟尘（Smoke）的雾（fo

g），用它来描述伦敦雾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冬季到伦敦来看雾

　　烟雾很快就显现了它的杀伤力。伦敦的冬季相当寒冷，从凄风苦雨的“魔鬼11月”开始，居

民家庭普遍要烧煤取暖，使烟尘排放量比平时更高。遇上无风的日子，浓雾能弥漫数天而不散，

其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和死亡人数都会显著升高。1873年12月7日至13日，一场大雾笼罩伦敦，造

成近千人死亡，这是史载第一桩与烟雾有关的大规模死亡事件。而在此时，工业革命正进行得如

火如荼。

　　1875年，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对污染、职业病等问题开始系统管理，在各城市设

立公共卫生观察员。然而，这些举措并未阻止动辄夺去上千条人命的大雾在1880、1882、1891和18

92年重现。19世纪末期，伦敦每年的“雾日”长达90天左右。由于伦敦在经济、文化、科学、政

治方面都有着很高的国际地位，这冬日破晓呛人的黄雾竟也成为一种令外人仰慕的景观，许多旅

游者专程跑到伦敦来看雾都景色，直至两个世纪之后，仍有我这样不知内情的福尔摩斯崇拜者来

寻找传说中的雨雾之城。

                                             21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到上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政府对工业加强管理，煤在工业燃料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煤

烟污染也有所减轻，但并无质的改观。因为还必须考虑当时战争和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这些因

素一方面使公众无暇顾及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工业生产。因此，这段时间内没有大雾

致人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记载并不能说明伦敦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及至战后，英国重建经济，

污染果然随之回归。1948年，一场大雾又夺去600多人的生命。

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1952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

染物因难以扩散，聚集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从5日起，前所未见的浓雾弥漫全城，能见度不断

下降。更可怕的是，烟雾居然钻进了建筑物，桑德勒�威尔士皇家剧院正在上演的歌剧《茶花女

》由于观众看不见舞台而被迫中止。电影院里的观众也看不到银幕。街上行人的衣服和皮肤都沾

满了肮脏的微尘，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蒙上烟灰，只能开着雾灯艰难地爬行。公路和泰晤士河水

路交通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激增，但救护车却因雾

大而根本无法出动。

　　在此后几天里，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经降到零，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即便如此，

工业单位仍然没有停止排放污染物。据统计，这段时期每天仍有1000吨烟尘粒子、2000吨二氧化

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被排放到无力自我清洁的空气里，此外，空气中弥漫的还有370吨二

氧化硫转换成的800吨硫酸。

　　这场大雾直到12月10日才散去，其间死亡的人数比平时多出4000多人，大多数是死于呼吸道

疾病和心脏病的老人。有数据表明，大雾期间空气里的二氧化硫含量增加了7倍，烟尘增加3倍，

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这就是著名的“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告别煤烟后，汽车来了

　　这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痛下决心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

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

内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煤烟污染的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区。1968年再次颁布

的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的能力。1974年，英

国政府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出诸如工业燃料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这些措施有效

地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1975年，伦敦的雾日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左右

。到1980年，雾日已经减少到5天，雾都已经有些名不符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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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汽车数量持续增加，汽车尾气逐渐取代

煤烟而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起初，人们主要关注汽油中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无铅汽油

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受到了重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又逐渐认识到，汽车排放的其它污

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也是对环境和人体十分有害的成分。这些物质在

阳光中紫外线的作用下可以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因此，

它们也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从1993年1月开始，所有在英国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以减少氮氧化物污染。1995年，

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后者于1997年3月份出台，根据国内

、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污染控制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

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臭氧、苯和1，

3-丁二烯等8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

污染不是财富的副产品

　　现在，慕雾都之名而来的人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们只能偶尔在冬季或初春寂静的早晨才

能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工业时代那棕黄色的伦敦雾已经成为过去。阳光驱散薄雾后，公园

里绿草如茵，空气清明，让人难以想象当年迷离晦暗的雾中情景。然而，仍有52%的居民对伦敦

的大气质量不满意，50%的人希望市长把提高空气质量作为优先处理的事务。

　　虽然雾都从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将作为英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继续保持对游客的吸引力

，而烟雾灾害也将继续留在记忆中时刻提醒人们，污染并不是我们必须为财富所支付的代价。

   

7、红色巴士

　　在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伦敦演出了展现伦敦风采的节目——“伦敦8分钟”。英国著名重金

属乐队“齐柏林飞船”的主音吉他手吉米�佩齐和当红歌星碧昂斯的合作拉开演出的帷幕，贝克

汉姆和一些小演员乘坐伦敦标志性的双层巴士进入“鸟巢”。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红色双层巴士

围绕“鸟巢”跑道缓缓行驶，英国奥运会代表团的三位自行车运动员紧随其后。英国皇家芭蕾舞

团和其他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以红色巴士为主要道具，通过表演展现伦敦的魅力。

“未来的公交车”

　　红色双层巴士第一次驶入伦敦是1954年。当时，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叫“路主”。路主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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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已经使用多年的电车。它采用传统底盘、前置发动机，驾驶室在发动机右侧，底层车厢尾

部完全开放。

　　英国媒体曾将“路主称”为“未来的公交车”。在那个时期，“未来的公交车”被认为有着

轻巧的身形和革命性的设计。至于为何选择红色为车身颜色，没有人能真正解释清楚，也许只是

为了给灰蒙蒙的雾都伦敦增添一抹亮色。

　　伦敦市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很多街道十分狭窄、拥挤，当时的有轨电车妨碍其他交通的

弊端愈发明显。伦敦市政府推出双层巴士后，很好地解决了伦敦拥挤的道路交通问题。统计显示

，在1956年～1968年间，共有2760辆双层巴士投入使用。

　　“未来的公交车”上下两层间有旋转楼梯，没有车门。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方便乘客上下车

，同时减少靠站时对其他交通工具的妨碍。当年，伦敦路面公共交通系统主要靠公交车和出租车

。出租车造型笨拙、价格不菲，双层巴士价格合适，乘坐方便。因此，“未来的公交车”不仅是

伦敦独特的风景，也融入伦敦市民的生活。

退出历史舞台

　　2004年，在伦敦双层公交车诞生50周年之际，伦敦市市长和交通局宣布，从2005年开始用其

他车型替代“未来的公交车”。这个消息让很多喜爱红色双层巴士的人非常失望。不过，这似乎

是公交车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的必然。

　　首先，从设计上看，红色双层巴士太危险。它没有车门，每年都有一两名乘客因下车时不小

心，被从汽车车尾摔出致死。它不方便婴儿车和老年人上下车，也不方便残疾人搭乘。其次，红

色双层巴士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运营成本比其他公共汽车

高约15%，伦敦市政府多年来在公交上的财政负担很重。

　　伦敦市交通局采用戴姆勒等公司生产的单层公共汽车代替路主。新车型只需一名司机，减少

了售票员的开支。车辆安全性和舒适性更好，排放也更清洁，而且克服了以前的缺陷，就连乘坐

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也能轻松上下车。

　　为了纪念“马路主人”为伦敦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是为人们留下回忆的

空间，伦敦市政府保留了20辆红色巴士，并专为它们开辟了两条“遗产路线”。这两条路线几乎

穿越了伦敦所有著名的旅游景点，游客可以乘坐传统的“马路主人”欣赏伦敦美景。

   

8、皇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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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皇室就像是一尊时尚而古老的花瓶，人们对它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人们关注它的一举一

动，再加上英国王室历来就是一个出故事的好地方，无论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还是

查尔斯王储、戴安娜和卡米拉的恩怨情仇，都是文化人笔下说不完、道不尽的好素材。 

英国王室全家福

那些英国皇室公开的秘密：

1、英国皇室的花费

皇室的花费，当然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英国工党曾经一度想废掉英国皇室，因为他们开销太大，

而且皇族成员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现在，法律已经修改，所有的皇室成员，和普通人一样要

缴纳各种税收。

据英国官方统计，平均每个英国人（包括老弱病残无劳动力的）每年要交11镑给英国皇室，作为

皇室的日常开销。但是由于英国皇室自己有收入（主要是旅游业）。这部分收入相当可观，使英

国每一个纳税人每年少交4~5镑的税收。

2、皇室的公司

最著名的就是查尔斯王子1990年创立的“公爵原味”公司了（Duchy

Originals）。该公司位于英格兰西部，致力于有机食品（Organic

Food）的生产，并把收入捐献给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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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比较低调，并没有因为是王储的公司而大张旗鼓地宣传。在超市里，这个产品一般都不放

在Eye Level（和眼睛平行，或差不多）的位置（注：把产品放在Eye

Level销量会比较好，据说生产商一般要花钱才能把自产品放到货架的Eye Level的黄金位置）。

3、天鹅

英国法律规定，英国境内所有的天鹅归皇室所有。如果有些天鹅要迁徙（候鸟搬家），那么，只

要这些天鹅，在英国境内的时候，就归女王所有。

据说，有一个英国小女孩被天鹅啄伤，给女王写信抱怨。然后，女王给她回信道歉了。

4、来自女王的信

如果一个英国公民有幸活到100岁，或者和自己的妻子一起活到了“钻石婚”（结婚60周年纪念日

），那么，就会收到女王的贺信。

5、Prince of Wales

因为要表示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的侵略表示歉意，他们决定，把英国皇室的长子送给威尔士，称

为Prince of Wales，目前的Prince of Wales是查尔斯王子，Princess of Wales则是戴安娜。

6、戴安娜王妃

英国人似乎对戴安娜王妃很有好感。虽然他们承认戴妃拆散过两个家庭很不道德，但是他们认为

，戴安娜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们认为，戴安娜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皇室平民化。

在戴妃之前，皇室成员都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和平民接触。但是，戴安娜改变了一切。威廉姆和

哈里很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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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戴安娜王妃

7、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在中国封建社会，刺杀皇帝是要被处以凌迟的，而且还要连累九族。英国皇帝似乎始终没有这么

高高在上，查理一世就被判处死刑，被推上断头台。

现在的英国怎么样呢？英国是没有死刑的，无论杀了谁，只要罪名成立，罪犯就会被判处二十年

至三十年有期徒刑。杀平民和杀皇室没有区别。

8、参观皇室成员的住所

参观查尔斯王子等其他皇室成员的庄园都是免费的，但是必须有邀请函。参观之前会有安检。

英国皇室景点分区导航：

来到伦敦，怎能错过那些庄重奢华的皇室景点。无论身处伦敦的哪个区域，总能找到那么些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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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让自己心动不已。

1、怀特霍尔和威斯敏斯特区域（Whitehall and Westminster）

议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

　　议会大厦是英国国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在1512年前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宫。

它是哥德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该建筑包括约1,100个独立房间

、100座楼梯和4.8公里长的走廊。尽管今天的宫殿基本上由19世纪重修而来，但依然保留了初建时

的许多历史遗迹，如威斯敏斯特厅（可追溯至1097年），今天用作重大的公共庆典仪式，如国葬

前的陈列等。

皇室看点：

上议院议事厅：在议会开幕仪式上，英国女王会在上议院的座位上发表演说，阐述政府的方针政

策。

皇家回廊（Royal

Gallery)：主持议会开幕仪式是，女王途中经过这个回廊，两边排列着上议院议员的办公桌。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原是一座本笃会隐修院，始建于公元960 年，1045年

进行了扩建，1065年建成，1220年至1517年进行了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在1540年英国国教与罗马

教廷决裂前，它一直是天主教本笃会即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的教堂，1540年之后，一直是伦

敦的国家级圣公会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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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大婚举办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皇室看点：

圣爱德华小礼堂：不仅供奉这王室加冕宝座和忏悔者爱德华的圣龛，还有多位英格兰中世纪君王

的墓碑。

加冕典礼：威斯敏斯特教堂从1066年以来就是所有王室举行加冕仪式而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地方

。

加冕宝座：1301年建造。1308年以来，君王便一直在此加冕。

伊丽莎白一世的墓碑：在亨利七世小礼拜堂内，可以看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93年在位）的大

墓碑，其中也保存其妹妹“嗜血玛丽一世”的遗体。

圣爱德华小礼拜堂：在此可以看到皇家加冕宝座、忏悔者爱德华的圣龛及许多中世纪君王的墓碑

。

2、皮卡迪利和圣詹姆斯区域（Piccadilly and St James's）

斯宾塞宫（Spencer House）

这座帕拉底奥式宫殿完工于1766年，是为威尔斯王妃的祖先斯宾塞伯爵所建。如今它已经被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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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18世纪时的华丽风貌，并装饰一精美的油画和现代家具。其中装潢华丽的彩绘房间是参观

的重点之一。斯宾塞宫对团体旅游、招待会及会议开放。

皇室看点：宫殿为威尔斯王妃的祖先斯宾塞伯爵所建。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也是国家礼仪活动的场所，诸如举行接待外宾的国宴等

。约有300人在这里工作，包括处理女王官方事务的王室内务官员和宫内勤杂人员等。

皇室看点：

皇宫花园约占地18公顷，为英王乔治四世所设计。园内有湖泊、草地、小径，并有各种花草树木

。每年夏天，女王在园内举行花园招待会，邀请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及各国驻伦敦的外交官

参加。

3、科文特加登和滨河大道区域（Covent Garden and The Strand)

萨伏依礼拜堂（Savoy Chapel）

　　16世纪时建立第一座萨伏依礼拜堂。它的部分外墙是1502年留下来的,但现存建筑大多建于19

世纪。1890年它成为伦敦第一座使用电灯照明的教堂。1936年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勋爵礼拜堂，现

在则是女王私人礼拜堂。1922年至1932年间，BBC广播电台在萨伏依山丘上拥有首间工作室。

皇室看点：是英国女王的私人礼拜堂。

4、伦敦城区域（The City）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到英国旅行，闻名遐迩的伦敦塔是游人必到之处。它紧靠泰晤士河北岸的塔桥附近，是一座

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诺曼底式的城堡建筑。

伦敦塔是由威廉一世为镇压当地人和保卫伦敦城，于1087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历时二十年，堪称

英国中世纪的经典城堡。十三世纪时，后人在其外围增建了十三座塔楼，形成一圈环拱的卫城，

使伦敦塔既是一座坚固的兵营城堡，又是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还有天文台、监狱、教堂、刑场

、动物园、小码头等小建筑。

皇室看点：

伦敦塔在英国王宫中的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一个防卫森严的堡垒和宫殿，英国数代国王都在此居

住，国王加冕前住伦敦塔便成了一种惯例。

伦敦塔还是一座著名的监狱，英国历史上不少王公贵族和政界名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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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里成为宫廷阴谋和王室斗争的地方。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幼子，爱德华之前的国王及堂

兄与弟弟，亨利八世的两个王后，先后被囚禁在这里并被处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敦塔成为

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狱”。

珍宝馆，有全套的御用珍宝在那里展出。珠宝陈列在一系列展室的明亮的玻璃柜中，参观者则在

自动通道上缓缓通过。设于玻璃柜上方的巨大的屏幕显示出这些珠宝的历史全景，以及它们在加

冕典礼中的作用。

5、南肯辛顿和骑士桥区域（South Kensington and Knightsbridge)

艾伯特纪念塔（Albert Memorial）

这座辉煌而高贵的纪念塔是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于1876年修建的，即艾伯特亲王死后的15

年。艾伯特是日耳曼王子及维多利亚女王的远亲。他于1861年死于伤寒时仅41岁，而他们已度过2

1年的美满婚姻生活，并育有9个孩子。孤独的女王选择斯科特爵士设计了这座55米（175英尺）高

的纪念塔。其造型取自一座中世纪市场十字架，但比它更为精致。它有黑色和镀金的尖顶，色彩

缤纷的大理石顶棚、石材、镶嵌画、珐琅亮漆、铸铁和近200座雕像。1915年，该塔被漆成黑色以

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引起地方主义。直至1998年10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才为重新修整的纪

念塔揭幕，使其重现光彩。

皇室看点：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丈夫而建。

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

肯辛顿宫位于肯辛顿花园西侧，戴安娜王妃故居，至今王宫们前仍有民众献花凭吊。前肯辛顿宫S

tate Apartments部份对外开放参观，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受洗的房间和1760年迄今的皇室宫廷服饰展

览。肯辛顿宫提供免费的录音导览设备，每个房间都有详尽的解说，其中丰富的皇室服饰收藏（

Royal Dress Collection）让人大开眼界，包括玛丽女王的结婚礼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家居服和

礼服，当然还有许多华丽极致的配件。此外，国王廊（King's

Gallery）精致的17世纪绘画极品也是参观重点。

皇室看点：

这座宽敞的宫殿有一半为皇室寓所，另一半有18世纪的谒见室，对公众开放。肯辛顿宫历经一些

重要的皇家时间：1714年女王因饮食过度引发中风而在此驾崩；1837年6月20日清晨5点，肯特郡

的维多利亚公主被告知她的叔叔威廉五世驾崩，而她将继位为女王——自此开始了她64年的统治

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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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香消玉殒，数千悼念者聚集于此，他们把周围敌方变成了鲜花的海洋

。

海德公园（Hyde Park）

海德公园是伦敦最知名的公园。海德公园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占地360多英亩，原属威斯敏斯特

教堂产业。十八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鹿场。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将之用作皇室的公园。查理

一世执政期间，海德公园曾向公众开放。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首次在这里举办伦敦国际博览会

。

皇室看点：

这里一直是决斗、赛马、政治演说、音乐演出和游行的场所。贵族们常驾马行驶在公园外的路上

。

6、格林威治和布莱克希思区域（Greenwich and Blackheath）

皇后之屋（Queen's House）

　　琼斯自意大利归国后即设计此屋，并于1637年完工。房屋经过重新整修，恢复了17世纪末的

原有模样，墙面以色彩明亮的挂饰和织物来装饰。建筑分两部分建造，置于从伍利奇道德特福德

的马路两侧，由一桥将两部分联系在一起。后来马路改到，庭院中留下的路段现已铺上鹅卵石。

屋内大厅是正立方体，三位都是12米。房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螺旋形的“郁金香阶梯”，它盘旋而

上，没有中央梁柱。

皇室看点：

该屋原计划作为詹姆斯一世的妻子丹麦公主安妮的住所，但尚未建完她就去世了，于是最后成了

查理一世的皇后玛利亚的住处。玛利亚很喜欢这栋建筑，称其为“快乐宫”。内战后，玛利亚返

回暂住。

格林威治公园（Greenwich Park）

以整个格林威治公园为主体，包含旧皇家天文台、航海博物馆、格林威治码头在内的整片区域，

以“maritime greenwich”主题，在1997年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珍贵遗产，更增添格林

威治的可看性。格林威治公园占地广大，加上周围邻近的重要景点，值得慢慢探奇访新。

皇室看点：

此处原本是一座皇宫，1433年建起围墙而成为公园，现在仍属于皇室财产。公园东南方是1688年

建的御林军营房，现在则是一家建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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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伦敦近郊

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汉普顿宫有"英国的凡尔赛宫"之称.它是英国都铎式王宫的典范。1514年渥西主教（Cardinal Wolsey

）购得此区，1515年开始建筑，王宫完全依照都铎式风格兴建，内部有1280间房间，是当时全国

最华丽的建筑。后来渥西因为富倾公侯，引来国王的不满，1830年去逝之后，此宫遂为亨利八世

所有。 亨利八世和安宝琳进住此宫并开始扩建，英王爱德华一世即出生于此，据说伊莉莎白一世

为躲避国会的耳目，曾把这里当做偷情的爱巢。

皇室看点：

作为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皇家宫殿，汉普顿宫留下了自亨利八世至今历代君主的遗迹。在皇宫内

部，游客可以看到亨利八世时建造的大厅及都铎王朝的皇室住所。这些住所现以家具、挂毯及取

自皇室收藏的古老艺术品加以装饰。

皇家活动观看贴士：

伦敦塔锁闸仪式（Ceremony of the Keys）

地点：伦敦塔

时间：每晚9:30

购票：需预定：电话：0044-020-77090765

要想观看历史悠久的伦敦塔锁闸仪式，必须提前预定。该仪式每晚举行，至今已经传承至少700年

，它是一场值得观看的盛大历史场面。

禁卫军交接仪式（Changing the Guard）

地点：白金汉宫

时间：4月中-至7月底，每天11:30；其他月份每两天11:30举行一次。

白金汉宫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上午11点半的禁卫军交接仪式，身著黑皮高帽与深红亮黑制服的白

金汉宫禁卫军，已成为英国的传统象徵之一。要到白金汉宫观赏禁卫军交接和军乐团仪式，最好

在10点半前抵达，才能在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queen victoria memorial）和皇宫前占到好位置。11

点20分左右，先有一班禁卫军出来，27分整，禁卫军从鸟笼道（birdcage walk）方向往皇宫前进，

这时就可欣赏到禁卫军骑在马上的勃然英姿，11点半进入皇宫举行换班仪式与军乐演奏，一直到1

2点左右，由喇叭、军鼓、笛子等多种乐器组成的军乐团，带领著禁卫军在皇宫前作精彩的表演。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Wimbledon Tennis Champ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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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伦敦温布尔登Worple路附近的一块场地举行

时间：6月下旬

温布尔登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网球锦标赛，而它也是皇室家族的最爱。届时，可看到选手们在赛前

向皇室包厢鞠躬、并在赛后从皇族手中接过奖杯的场景。

切尔西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

地点：英国伦敦切尔西

时间：5月下旬

女王喜欢一年中花朵盛开的绚烂，因此她总会在每年五月花展开始前来这里游览。可以跟随女王

的脚步，看看繁花似锦的美景以及最新的园林设计。

皇家军队阅兵（Trooping the Colour）

地点：海德公园、伦敦塔

时间：4月21日

在女王官方寿辰庆典上，皇家军队阅兵是一年一度的皇室盛事，届时女王也将亲临现场。可以站

在林荫大道（Mall）上，看着女王坐在马车里从眼前经过，亲身体验皇室出行的壮观场面。

英国皇室的相关电影：

《女王》、《恋爱中的维多利亚》、《鸠占鹊巢》、《国王的演讲》、《伊利莎白》

   

9、伦敦古建筑

　　公元前54年，在恺撒大帝的率领之下，罗马帝国的军队侵入大不列颠岛，开始了他们对这里

近500年的统治。第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木桥在这个时代被建起，由此，在历史的舞台上，揭开了

伦敦这座城市的帷幕。

如今的伦敦，已成为一座独具特色、历史悠久的大都市。精美多姿的建筑与历经时光打磨的古迹

散落在当年被一座木桥联系着的两岸，它们幻化成泰晤士河畔美丽的风景，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漫步泰晤士河畔，仿佛游走于一幅漫长的历史画卷之内，2000多

年的时光、无数王朝的更迭与时代的变迁就沉淀在这座古都的一砖一瓦之中。也许我们无法完全

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但是有三位君主与三座建筑，却是来伦敦的游人不能不知的。

伦敦塔与威廉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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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中心区东部伦敦塔桥地铁站附近，一片占地约7.2公顷的城堡群安静地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

，这就是著名的伦敦塔。这个饱经沧桑的历史遗迹与有着现代派风格的市政大楼隔岸相望，并与

将现代科技与古典韵味完美演绎的伦敦塔桥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伦敦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观赏宏伟的军事城堡，也可以参观收藏其中的镶有约3000颗宝石的“帝国

之冠”，而更让游客感兴趣的是，传说中塔中的幽灵。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曾是监禁王室、贵

族的囚室以及处决囚犯的刑场。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座“血腥之塔”中感受到隐约的冰

冷气息。

建造这座宏伟建筑的人，是被后人称作“征服者威廉”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当今英国的王室正

是他的后裔，而威廉一世为英国留下的当然并不只是他的后裔与城堡，事实上，他作为英国历史

上最重要的国王，曾改写了英国的历史，间接地创造了这个帝国的荣耀。

威廉一世于1066年打败了篡位者哈罗德与夺权者挪威国王哈拉尔三世，继承了表兄的王位。他将

当时先进的封建主义引入英国，促进了英国的发展，并创造了英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在他的

统治下，英国从被入侵、被征服的对象，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

的王权。也许，英国今日的辉煌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威廉一世，但是“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正是以

他而始。

大本钟与维多利亚女王

著名的大本钟是伦敦市的标志与英国的象征。这座由监制者本杰明�霍尔爵士命名的大钟Big Ben

，巨大而华丽，钟声清晰而动听。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它已经历经了152年的风雨，甚至在二战期

间，它依然屹立于这个经历了一千多次空袭的城市里，为人们传送着悠远的钟声。

大本钟于1859年首次为伦敦报时，其间，英国正处于汉诺威王朝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之下。

如今，在它四面巨大的表盘之上，仍可看到铭刻的拉丁文题词：上帝啊，请保佑我们的女王维多

利亚一世的安全。

维多利亚女王是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国王。

在她长达63年的统治中，大英帝国极度扩张，达到空前的繁盛，经历了最昌盛的“日不落帝国”

时代。世界闻名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和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都生活于

这个时代；许多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科技，如白炽灯也发明于这个时代；为了展示英国的昌盛和

强大，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万国博览会”，更成为当时的世界盛事。

时至今日，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城市、港口、街道、建筑物等，都是以维多利亚命名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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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馆、香港维多利亚港、非洲

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等。英国人对大本钟的热爱，或许也正是一种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怀念与

记忆。

白金汉宫与伊丽莎白二世

白金汉宫是英国王室的王宫和居所，因1703年由白金汉公爵所建而得名，1761年转卖给英国王室

后，几经修缮，逐渐成为英国王宫。

从1837年入住于此的维多利亚女王到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历任英国君主都住在这里。白金汉

宫内有典礼厅、音乐厅、宴会厅、画廊等六百余间厅室，宫内收藏有王室艺术珍品，而宫外有占

地辽阔的皇家私人花园，绿树成荫、花团锦簇。

每年7月至9月，白金汉宫都会对外开放，迎接世界各国的游人。尽管票价高昂且人潮拥挤，但来

到英国的游客也很难放弃一睹帝国王室风采的机会。

在白金汉宫外的圆形广场中央，竖立着维多利亚镀金雕像纪念碑，金色的胜利女神像在高高的大

理石台上闪闪发光，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帝国“日不落一般”的光辉，而在今日，更多的是

一种期望，还有些许落寞。

伦敦其它风情古建筑：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英国历史的缩影。这座教堂是英国历史文物的荟萃之地。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总长156米、宽

22米、大穹隆顶高31米、钟楼高68.5米；教堂柱廊雄伟凝重、双塔挺拔壮观；教堂内装饰豪华极致

，玻璃窗五彩缤纷，是英国哥特式教堂的杰作，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大教堂之一。它于1065年建成

后，一直是英国历代国王加冕和王室举行婚典、庆典的地方，也是君王和诸多名人长眠之地，不

仅伊丽莎白一世、丘吉尔葬在这里，牛顿、达尔文、狄更斯之墓与莎士比亚、南丁格尔纪念碑都

能在这里找到。酷爱历史的英国人常说，这座精心保护的教堂是英国历史的缩影，也闪烁着英国

人的智慧。

国会大厦

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建筑物之一，占地三万平方公尺。矗立于泰唔士河畔，气势雄伟，外貌典雅。

国会大厦内有一千间房间，自13世纪以来，此处便是英国国会开会之处，也同时兼为国王宫殿。

但于1512年发生大火后，英皇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把它拨给下议院，从此成为国会大厦。这里的

西敏寺大厅（Westminster Hall）建于1097年，是唯一剩下来的旧建筑部分，分上议院（Ho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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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

塔桥

塔桥位于伦敦塔旁，建於1894年，这座桥是伦敦市的象徵之一。塔桥集合了当时各种建筑技术而

建成，跨过市中心泰晤士河(Thames)的桥全长270 公尺，桥上两座高塔中央的桥梁，可以升起让大

船经过，高塔现改为博物馆，展出巨型蒸汽机及锅炉，也介绍该桥的历史。

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

这是一处历史建筑，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办公室；这是世人皆知的英国政府象征，也是英国首相

及其家人的住所。

这座古老的建筑至今已有270年历史，自1735年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开始在此居住时起，它就成为首

相官邸，自此以后，更成为50多位首相的家园。10号的前门是一扇黑色铁门，门上有威武的狮头

浮雕，衔着门环。门旁的邮箱上留着镌刻于1760年的字样“首席财政大臣”。10号有两扇一模一

样的前门，这样，如果其中一扇需要油漆，也不会破坏它的传统景观和日常功用。有趣的是首相

本人并没有唐宁街10号的大门钥匙。门口日夜有人值班，随时为主人开门。

莎士比亚剧院

泰晤士河南岸的莎士比亚剧院，莎翁本人也曾在这里多次演出。不过原址距离现在的大约二百米

左右，已经被毁。剧院的内部大致是个圆形，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观众。最有特色的是剧院的屋顶

，用正儿八经的茅草铺成，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十七世纪时的建筑风貌。

   

10、认识伦敦

国家代码：44

区号：020

语言：英语

区域面积：1，577.3平方公里（大伦敦）

人口：大伦敦人口7，556，900（2007年）

地理：

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跨泰晤士河下游两岸，距河口88公里，海轮可直达。由“伦敦城”和32

个市组成“大伦敦”，面积1，605平方公里。在伦敦城周围的12个市，相当于市区，称“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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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303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大伦敦包括伦敦市和32个伦敦自治市

气候：

　　伦敦属海洋性气候，终年温和湿润，加之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伦敦有“雾都”的称呼

。近几年，随着全球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伦敦的“雾”已大有好转，但秋冬季节，甚至夏季仍

然多雨，秋冬季的天气变化格外频繁。下午经常都会下场雨，因此，建议到伦敦游览时，最好天

天备好雨具，衣服也要酌情，除夏季意外，不要穿的太淡薄。

民族：

　　伦敦大约71%为白人，10%是印度、孟加拉或巴基斯坦后裔，5%为非洲黑人后裔，5%为加勒

比海黑人后裔，3%混血人种，还有大约1%为华人。

宗教：

　　58.2%的人口信奉基督教，15.8%的人口则无宗教信仰。大约有21.8%的伦敦居民出生在欧盟以

外地区。

节日和重大活动：

伦敦船展

伦敦船展（The London Boat Show）：从航海服饰、航海假期，到航海设备以及豪华机船，无所不

包。并有让您兴奋激动的活动节目。

中国新年

中国新年和中国在伦敦（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and China In London）：伦敦将以一场丰富多彩

的盛大庆典喜迎中国新年年的到来。全城范围内将举行长达一周的各种庆祝活动，展现中国璀璨

的文化艺术。

伦敦时装周

伦敦时装周（London Fashion

Week）：超炫的秋冬时装活动周，为伦敦带来世界前沿的顶级时尚。

户外探险展

户外探险展（The Outdoor Adventure Show）：刺激的户外活动的亲身体验给您带来惊叫兴奋的一

天，激发无数遐想。展览设计奇妙，不乏顶级品牌，还设有客座演讲和专家咨询。

全国婚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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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婚礼展（The National Wedding Show）：一场完美的婚典所需要的任何元素，都将在此一一呈

现。展览中设有香槟酒吧，唯美的T型台，以及现场化妆表演。

圣帕特里克节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 Festival）：爱尔兰音乐、舞蹈以及美食的盛宴，气氛热烈而又不

乏亲切友好。大型乐团的游行队伍，有五彩缤纷的花车伴随，当地社区团体和学校参加。

牛津剑桥划船比赛

牛津剑桥划船比赛（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Boat Race）：观看两所顶尖学府的代表队在这一年

一度的比赛中决一胜负，河岸上还将举行各种娱乐庆典活动。

欧洲大团圆

欧洲大团圆（European Reunion）：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尽享一夜的国际风情大聚会！这一

夜，品尝风味美食，观赏盛大的音乐和喜剧表演，并有机会领略诸如德塞利、迪� 马特奥

、古利特，波耶特、维亚利 和佐拉等人的喜好。门票中含有饮料、接待和三菜晚餐的费用。

河王之争

河王之争（Head of the River Race）：一场盛大的专业比赛，有420条八人赛船参加，

15点30分正式开始，至17点15分结束，而岸边活动很早就会开始。

英国足总杯决赛

英国足总杯决赛（FA Cup Final）：英国足球赛季中的顶级赛事。

切尔西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

切尔西皇家医院草场将因举办该世界顶级花展而散发活力光彩，届时各种奇花异草争奇斗妍，香

飘千里。

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

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Wimbledon Lawn Tennis Championships）。

圣诞夜

圣诞夜：为迎接圣诞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用圣诞色来装饰。红色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圣

诞树，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礼物和纸花，还点燃着圣诞蜡烛。家庭主妇们精心制作了丰

盛的食物，孩子们则翘首企盼各地寄来的礼物和贺卡。

新年

新年（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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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新年的前一夜，年轻人将特拉法尔加广场挤得满满的，在躁动与兴奋中迎接新的一年。

英国主要节日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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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伦敦不得不做的N件事

   

1、伦敦——2012，奥运来了！

伦敦奥运(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伦敦奥运从北京奥运闭幕那天就真正开始了。

　　此时想象一下7月伦敦的街景，一定是人头攒动、繁华冠盖的流火景象。奥运近了，但一切还

来得及，还有很多时间让我们好好设计一次最理想的英伦奥运之旅，与体育健儿一同看国旗升起

，同唱国歌，参观奥林匹克公园，见证伦敦碗的建筑奇迹。

　　英国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在新浪微博上用中英文给自己的城市做了一个广告：“London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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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tourist destination⋯⋯伦敦是一个绝佳的旅游目的地。今年有英国女王60年登基庆典和夏天的

奥运会，我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伦敦。”伦敦市长都现身网络吆喝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为了准备这次体坛盛会，英国人做出了十足的努力，伦敦奥运会的比赛将在34个体育场馆举

行，其中14个新建体育馆中有8个临时场馆与6个永久性场馆。三面环水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伦敦

最富盛名的温布利体育场、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临时场馆之一伦敦奥运会篮球馆、天生华贵的温

布利体育馆⋯⋯带着时尚与动感的气质，在美丽的不列颠等候着你。

   

2、“伦敦眼”上看伦敦

千禧之轮-伦敦眼(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为了庆祝千禧年的到来，一座巨大的摩天轮矗立在了泰晤士河畔。在它诞生的1999年末，这

曾经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观景摩天轮。作为庆祝千禧年时的一个疯狂想法，原计划只打算让它存

在五年。可“The London eye（伦敦眼）”一开放，便迅速成为整个伦敦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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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被长久的保存了下来。

　　伦敦眼运行一圈要三十分钟，有足够时间供游人鸟瞰整个美丽的伦敦。看看伦敦眼前无时无

刻不排起弯弯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有意思多受欢迎拉！

　　旅人提示：

a、注意喽！拼人品的时候到啦！如果遇到晴朗的好天气，站在伦敦眼上，甚至可以看到40公里外

的Windsor Castle（温莎城堡）！若是万里晴空，记得向西望一望呀！

b、白天伦敦眼下排队人不少，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不过好在和其他很多旅游景点不同，伦敦眼开

放时间较长，七八月旺季时甚至开放到晚上9点半。因此不喜欢长队等待的同学可以尽量选择傍晚

游人较少时去玩。

票价：标准票成人18.6镑（根据网上订票的不同套票搭配时常会有相应的价格优惠，其他价位/类

型的票也有打折）

开放时间：

九月至三月     10：00-20：30

四月和六月     10：00-21：00

七月到八月     10：00-21：30

地址：Riverside Building   County Hall，Westminst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7PB

（国会大楼斜对面就是啦，很明显的）坐地铁的话，在Waterloo、Embankment、Charling

Cross或者Westminster站下都可以，其中waterloo站最近，出站后可根据South

Bank的指示，只要走五分钟就到，其余三个站都需要过桥横穿泰晤士河，步行十多分钟即可。

电话：（+44）870 990 8883

网址：http://www.londoneye.com/

   

3、有故事的城市——王室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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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伦敦没有巴黎的浪漫，没有巴塞罗那的热情奔放，没有纽约的喧嚣与骚动，也没有威尼斯的

水乡情调，她没有什么极端的特点，有的只是和谐与宁静中的一种文化氛围。也许是因为常年伴

着比较保守的英国王室，伦敦很多景点都与王室有关：伦敦最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威斯敏斯特教堂

，历代国王在此加冕登基、举行婚礼、举行葬礼；曾经血雨腥风的伦敦塔，今日英国人心中的“

故宫”，每当夕阳西下，最后一线余晖照耀在伦敦塔上时，卫兵们那“上帝保佑伊丽莎白女王！

”的声音，隆重气派又古典传统；旧时国王的猎鹿场海德公园今日依旧有激昂亢奋的演讲者；庄

严华丽的圣保罗大教堂曾经默默注视过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女王会经过议会大厦的皇家回廊；

抬头仰望，当看到白金汉宫正上方飘扬著英国皇帝旗帜时，女王仍在宫中，你与她的直线距离倏

地就是这么近！

　　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交接换岗仪式是每天必定上演的节目，交班的时间像大本钟一样准时。

身穿红色制服，头戴黑熊皮毛的卫兵，不论游客如何照相，或者对他们做出什么表情，他们都岿

然站立，不受一丝一毫的影响。到伦敦，无论如何要来看交接仪式，验证一下传说中伦敦人的守

时和不苟言笑。看过了，你才是真正到过了伦敦。

　　如果你尝试了上述所有地点，却都未能如愿目睹女王的风采，不要灰心，有一个地方可以保

                                             44 / 12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63&do=album&picid=50247&goto=down#pic_block


�������

伦敦：英伦风范
证你能见到女王，甚至还可以与她握手——杜莎夫人蜡像馆是伦敦的顶级旅游景点，女王陛下可

能会在此现身，或者至少你会欣赏到她的蜡像，此外还有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和他们的两个

儿子威廉和哈里的蜡像。的确，他们不是真实的人物，但这也许是你与英国王室最近距离的接触

。

   

4、有种时光机器叫博物馆

世界博物馆之都——伦敦(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伦敦城市的分量，大概是由文化堆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便是一例。伦敦一直享有

“世界博物馆之都”的美誉。

　　进入伦敦，就犹如进入了博物馆的丛林，目不暇接：大英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美

术馆、科学博物馆、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皇家战争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戏剧博物馆、国家

肖像画廊、华莱士收藏馆⋯⋯坐落在伦敦的各个街区，都是免费开放，这些博物馆不仅收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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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相当一些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建筑的珍品，让人们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一般，感叹着前世

今生。

　　有着巨大穹顶的大英博物馆，是伦敦博物馆之最，巍峨庄严，气势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藏

品，再现了各种不同文化的魅力。昔日满含着不同民族智慧的举世罕见的珍宝，在大英帝国强势

之时，在各种手段之下，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发源地，如今在殿堂之上，默默地供人品赏。

   

5、轰轰烈烈的奢侈品争夺战

伦敦购物(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如果你在大名鼎鼎的伦敦打折季来到这里，各大名品店的汹涌人流外加众多亚洲面孔，一定

会带给你“宾至如归”的感觉，仿佛时空错乱回到国内。更加错乱的还有这里的价格。不知道伦

敦是不是打折打得最凶的“名品集散地”，但对想拥有奢侈品的人们来说，这里绝对是“花小钱

办大事”的好地方。平时那些“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奢侈品，价格常常会低得让人油然而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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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泪流满面的冲动。在这里，人们就像冬储大白菜一样买回一堆堆地名牌。身处其中不由得让人

热血沸腾，一猛子扎进去——金融危机？它真的存在过吗？

伦敦一年中主要有两个打折季：

圣诞打折季（Christmas Sale）：一般从每年12月第一个周末开始至Boxing

Day（12月26日）打折力度最大。

夏季打折季（Summer

Sales）：一般为每年6月第四周至7月第二周，根据每年实际情况时间上也会有所调整。

商场如Harrods，Selfridges，Harvey Nichols 此类商场主要分布在牛津街（Oxford

Street），摄政街（Regent Street）及骑士桥大街（Knightsbridge）区域等。另外，诸如Harrods之类

的精品店本身的建筑及内部装饰也具有鲜明特色，非常考究精致，哪怕作为景点本身参观也可说

值得一去。

   

6、偷得浮生半日闲——英式下午茶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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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下午茶(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一说到下午茶，眼前就是精致的瓷杯，慵懒的小桌和藤椅，还有树叶间投下的点点阳光，或

许再添上一两个老友⋯如果“下午茶”前再加上“英国”两个字，画面就好像又温暖柔和了几分

。对于大部分来伦敦玩的同学来说，时间紧任务重。但如果不拨出一个下午，哪怕只有两个小时

，忙里偷闲去好好享受一次真真正正的英式下午茶，总不免觉得辜负了大好时光。这时候，味道

不再是下午茶的全部。阳光下的浅蓝的天空，晴朗得几乎要滴出水来，羽毛般淡淡的云伸着懒腰

舒展得躺在上面，间或有小鸟飞过，像路过的行人一样，不知道要去到哪里。不久之后，或许你

也会和他们一样匆匆而过。但此时此刻，你在这儿，时间也在这儿。

　　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就开始盛行喝下午茶，冬天时在温暖的炉火边，夏天则是

在繁花盛开的花园内。喝下午茶在当时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上流社会的人联络感情、交换信息。而

今天，当你在伦敦血拼一番之后累了倦了，不妨像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一样喝个下午茶，这

可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顶级体验！不仅仅是为了优雅和浪漫，也是为了展现个人魅力和品位。停下

一路匆匆的脚步，换上刚刚买到的漂亮裙子、项链、高跟鞋，在午后的茶室静心体验喧闹之外的

恬静之美⋯⋯

　　伦敦人喝下午茶并非随意地吃些点心，而通常是搭配成套，包括一壶茶及一份点心，点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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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奶油松饼(Scone)或是小蛋糕。茶有伯爵茶(EarlGrey)、大吉岭茶(Darjeeling)、锡兰茶等。

初尝者一般首选伯爵茶。

　　吃点心的次序也大有学问。先是顶层的松饼或底层的三文治，最后才是中层的甜点。想来要

让舌头享受由浅入深的滋味，记得吃松饼时千万要在中间夹上最香的Clotted Cream和特制果酱。

　　英式下午茶一般一两点左右开始，耗时至少一小时，但往往由于环境幽雅，客人常常逗留两

三个小时才尽兴而归。此时，喝什么、吃什么都已不再重要。

下午茶地图：

　　离白金汉宫不远，地铁GreenPark右侧出站，是大名鼎鼎的伦敦丽兹(Ritz)酒店。丽兹下午茶安

排在酒店富丽堂皇、装饰风格奢华的PalmCourt中，极尽法式浪漫风情。聆听着醉人的古典音乐，

用小勺慢慢搅动特制的英国皇室红茶，再细细品尝精致丰富的茶点，下午的时光就这样过得优雅

又悠闲。

PS：丽兹酒店的下午茶收费是36英镑一位，价格不菲但异常火爆，需要提前至少四周预订，而且

必须穿西装打领带正装出席，穿着牛仔裤运动鞋是会被谢绝入内的。

旅人提示：

　　a、大部分提供下午茶及小点心场所的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左右，少部分可能会早至1

点，下午延长至6点。

b、如果喜欢英式红茶、水果茶，可以带一些Twinings茶回去。这个从1706年就开始经营茶生意的

公司，已经把各种口味的英式茶推广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可以去位于Strand街上的T

wining专卖店购买，还可以网上订购（www.twinings.co.uk

）各种各样的茶、咖啡、热巧克力，通过邮件寄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另外，超市中也可以买

到一些口味的茶包等。

   

7、你真的来过英国吗？？——苏荷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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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酒吧(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有句话说，没有去过英国的酒吧，就不算到过英国。酒吧被认为最能反映英国文化的地方。

Pub（酒吧）来源于public，是平日里拘谨严肃的英国人向陌生人敞开心扉互相交流的好去处。有

的人买了酒后就找张桌子坐下来，还有的人仍然在吧台前徘徊。通常，后者就在等待聊天对象的

表现。在这里，大家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可以天南海北的交谈，也可以像老朋友一样互相

请酒。夜晚的酒吧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伦敦人，从他们的口中，当然有着同白天不一样的伦敦

。

　　说到伦敦的酒吧，就一定要提到号称世界九大夜生活圣地之一的Soho（苏荷）区（伦敦的中

国城就在这里啦）。“Soho”这个名字，据说就是因为人们在追逐猎物的时候，常常高喊着：“S

oho~~~~”。而早在十六世纪末，这里就从一个昔日的狩猎场，渐渐繁荣发展成为城区。而从十

七世纪起，这里更是发展成伦敦商贾聚集的富人区。但是由于19世纪中期的一场霍乱，有钱人渐

渐搬离苏荷区，改到周边的Bloomsbury地区和Mayfair地区居住，这里的房租因此大跌。因而大量

生活穷苦的艺术家、吸毒者、妓女、酒吧业者来到这里，“红灯区”也就因此渐渐形成，糜烂堕

落、藏污纳垢曾一度成了这里的代名词。在20世纪，苏荷区成为了身在伦敦的作家、艺术家、知

识分子（连革命导师马克思1850年至1856年也曾经住在苏荷区，这里还有他的一处故居：28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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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很好找，一个棕黑色的房子，上面写着很大的“MARX”）、诗人们的聚集区，而这里的

酒吧餐馆等等也由于他们而越发红火起来。时至今日，苏荷区早已经摆脱了它过去的坏名声，但

还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性用品商店，滑稽表演和同性恋酒吧等等。如今在这里，不仅仅有一场接

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还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酒吧、餐馆、咖啡馆、俱乐部、各种奇奇怪怪的

小店等等等等遍布大街小巷，同时，这里也是伦敦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区——总之用visitlondon.com

的话来说：任何人到了苏荷区，一定都能满意而归哈！难怪大部分的游客都把这里列为必玩之一

啦。

除了苏荷区，推荐下面几家酒吧：

　　Ye Olde Cheshire Cheese：伦敦最古老的酒吧之一，位于Fleet Street的一条窄小巷子中，典型的

“酒香不怕巷子深”。一进小巷，映入眼帘的就是古色古香的店面，历尽沧桑、已经有点乌黑的

外墙表面，还有斑驳的木制的地板⋯⋯时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七世纪。另外他家的特色啤酒很

赞！

地点：145 Fleet Street，City of London  EC4A 2BU （周围地铁站很多：Temple，St

Paul’s或Chancery Lane站皆可）

电话：（+44）20 7353 6170

Albannach（www.albannach.co.uk

）：位于伦敦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据说其中仅仅是威士忌酒就有二百多种，但价位很高。（乘

地铁至Charing Cross站）

地址： 66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WC2N 5DS

电话：（+44）20 7930 0066

　Cittie Of

Yorke：

传统的英式酒吧。从1430年开始在这个位置上就开始经营酒馆生意了（现在的建筑是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重建的）。除了各种酒类还提供自助餐等其他美味食物, 价位中等。

地址：22 High Holborn，King's Cross，London WC1V 6BN （乘地铁在Chancery Lane站　　下）。

电话：（+44）20 7242 7670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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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门为同志而开的酒吧，会插一面彩旗在酒吧前方，国内上海等大城市也有，但相对来说并不

普遍。另外，这种做法在其他很多国家都适用的。

2、大部分酒吧需要自己去吧台买酒。

3、在酒吧中要给小费，具体会根据不同酒吧类型调整。

   

8、伦敦，福尔摩斯的家

伦敦福尔摩斯的家(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还记得那个头上戴着黑色礼帽、嘴里叼着烟斗、手持拐杖的大侦探吗？“贝克街221b”——

就是福尔摩斯在伦敦的家，是所有侦探小说迷向往朝圣的地方，也是多年后的另一个被虚构出来

人物——名侦探柯南，心心念念要来的地方。连以十九世纪福尔摩斯时代为背景的《贝克街的亡

灵》，也一直被认为是最棒的柯南剧场版之一。然而福尔摩斯本来就是柯南道尔小说中的人物，

他的家当然也并不存在。1990年，贝克街239号被伦敦政府硬生生地挂上了“221b”的门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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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根据小说中的描述对建筑加以修缮后，无数粉丝才有了实实在在的目的地。最让邮递员哭笑

不得的是，每天都有几十封请“福尔摩斯亲启”的信寄到这里，有的只是简单问候，有的则是认

真执着的探讨案情，除此之外竟然还有为书中情节提供线索的⋯⋯

　　对于热爱福尔摩斯的同学们来说，另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伦敦东部的Brick Lane（红砖巷

）附近啦。福尔摩斯常常乔装打扮，到这里来寻找线索。当时的伦敦东区是远近闻名的贫民区，

流氓、妓女、失业者等等鱼龙混杂，犯罪案件不断滋生。难怪和福尔摩斯同时代，手段血腥残忍

的杀人狂——Jack the Ripper（开膛手杰克），偏爱的犯案地点同样是在伦敦东区white

chapel白教堂一带，紧邻红砖巷附近。

旅人提示：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大部分都是在伦敦实景拍摄，有兴趣可以结合电影一起看。

　　福尔摩斯博物馆

票价：六镑

地址：221b Baker St. London NW16XE

坐地铁到Baker street站下就对啦（贝克街地铁站的墙上，是无数小黑点儿般的福尔摩斯拼成的大头

像，无比抢眼。）有点意外的是，Baker Street竟然是世界上第一个地铁站！

网址：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

Brick Lane（红砖巷）：最近的地铁站为：Shoreditch High Street 或Liverpool

Street；周边还有地铁站Aldgate/Aldgate East、Whitechapel。若搭乘地面市内火车（East London

Line）可至Shoreditch High Street Railway Station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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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前世今生——博物馆之旅

   

1、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1753年，一个叫做Hans Sloane爵士的去世了。他的主业是御医，兼职做博物学家，业余搞收

藏。根据遗嘱他身后留下的七万一千多件个人藏品全部捐赠给了大英帝国。为了展出这些物品，

大英博物馆在六年后建成开放。其后，日益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借助各种方式从世界各地运回越来

越多地藏品，博物馆为了增加展出数量，不断对展馆进行扩充改建。我们现如今看到的大英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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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筑，已经不是二百五十年前那座Montagu House（蒙塔古大楼），而是十九世纪初重建的1881

年，自然历史标本部门被分离出去，成为了现在的自然博物馆。1900年，书籍手稿等也被分离出

去，建成了大英图书馆。

 

　　如今大英博物馆已经成为伦敦乃至整个英国最最最有名的博物馆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巴黎的卢浮宫并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同时，这里也是很多游人在伦敦花时间最多的地方。每

次总是不知不觉间，时间就嘀嗒而过。仅仅光是听完全部的语音导览都要花一两天，如果认认真

真地好好看下来，大概五六天的时间都不一定够。而这个时间，仅仅是指目前展出的，并不包括

博物馆收藏的其它还未被展览的作品。大名鼎鼎的罗塞塔石碑、埃及木乃伊、来自帕特农神庙的

雕塑⋯⋯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在书上电视上看是一回事，可是真正亲眼见到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

。

　　不同于一般博物馆里的井井有条，每件和每件展品之间都有不小的间距，英国的一些博物馆

东西多到甚至有点菜市场的感觉。记得第一次因为展品多而被震撼到是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

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一样，那里的东西几乎可以用“一堆一堆”来形容。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

觉：英国人爱古早的东西爱到近乎心理变态的程度。但凡被他们看中的，有条件要运回来，没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运回来。因而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遍布着这儿的门框，那儿的瓦片儿，谁谁家的地

板砖，谁谁谁的棺材板儿⋯⋯用大英博物馆自己的介绍来说，凭借他们现今所拥有的藏品，围绕

几乎随便一个主题就可以办一个不错的小展览。从这个角度来说，伦敦人真幸福呀。

 

旅人提示：

a、除了人潮比较汹涌的的中国馆、埃及馆、帕特农神庙馆、国王图书室⋯⋯外，“中国陶瓷”馆

、“版画”馆、“希腊罗马建筑”等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冷门儿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中国

陶瓷馆，相当震撼。但日本馆非常非常一般，展馆虽然大却不充实，还不如V&A博物馆的日本馆

，看后感觉展品有些敷衍。

b、大英博物馆提供中文语音导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样多，据说涵盖二百多个展品。完整听下来

，大概要一天多。

c、中文版的语音导览用过两个多小时后很容易出现故障，只播放却不出声。那里的服务人员心里

很清楚中文版就是有这毛病，马上就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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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10:00 a.m. – 5:30 p.m.（周五部分展厅延长至8:30 p.m.）

地址：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C1B 3DG

电话：（+44）20 7323 8000

网站：www.britishmuseum.org

   

2、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大英博物馆算是伦敦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了，而最有意思的博物馆则非Victoria& 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和阿尔博特博物馆，或简称“V&A博物馆”）莫属。1851年英国举办万国博览会，其

中的一部分盈余被用来建立了一座The Museum of Manufactures（工艺品博物馆）。1899年这家博

物馆被改名叫做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此记念victoria维多利亚女王和她去世的丈夫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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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

 

　　和大英博物馆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博物馆。每看一个馆都会有新的惊喜，里面的

东西似乎总也看不完。但不同于大英博物馆的包罗万象钜细靡遗，V&A博物馆更侧重艺术和设计

方面的展品。里面的藏品不一定要多古老多有历史，但要足够有艺术价值或者贴近生活。其中不

仅有做工考究的皇家用品，令人惊叹的大师作品，技艺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品，还有贴近生活的古

代日常用品⋯⋯又加上有很多有趣味的讲解和互动性的项目（比如Hands-on discovery areas）很好

玩，参观起来其实是很乐的。其中，首饰馆、银制品馆、拉斐尔馆、不列颠美术馆（British

galleries）都是V&A博物馆中比较有意思的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列颠美术馆中有一个展厅的主题是“英国18世纪的中国风”，展厅

中的全套展品都是从位于Badminton（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个公爵庄园的名字，英语中的“羽毛球”

就是由此而得名的）的一个卧室中搬来的，并且按照原样布置在博物馆里，很有意思。除了一幅

从广东进口的昂贵壁画，其他全部都是在英国本土设计制造的。这些“山寨”家具、瓷器的价格

大大低于当时地道的Made in China，外观也和真正的“中国风”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可能现在在

国内常常见到一些所谓的“欧式家具”“地中海风”之类的，也许也并没那么纯粹。另外，“中

世纪&文艺复兴馆”也是比较震撼的馆，那里密密麻麻的铺满了1350-1600年左右从各地运来的巨

大柱型雕塑、棺材板、石门等等很惊人的实物，多到地板上再也摆不下多一件。身处其中甚至会

有拥挤的感觉。展馆中央伫立有两根粗大的超高石柱，这两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一根，大概是为了

方便运输或者没有足够高的展馆可以摆放，只好被断成三层楼高的两根，粗到要几个人才能合抱

过来。上面还雕刻着难以计数的人物，画面栩栩如生，螺般盘曲而上，非常壮观。如今，我们从

国内飞到这里尚且需要十个小时。很难想象，在交通还尚未像现在这么发达的几十年几百年之前

，那些巨大的石门、石柱、石棺是怎样飘洋过来来到这里。

 

　　除了里面琳琅满目的展品，博物馆本身也像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这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

，典雅却亲切。博物馆的中央是美丽的约翰马德伊斯基花园，花园的正中央是被草坪围绕的喷泉

和小水池，草坪上有游人或躺或坐，好动的小朋友在浅浅的水中蹦来蹦去，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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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V&A博物馆的地图并不是免费的，标注是一镑。当然在博物馆内有一些取地图的地方完全凭自

觉，并没有工作人员强制收费，但V&A博物馆绝对是值得被捐助至少一镑的。另外地图印刷的也

很好，美观又实用。上面除了清楚的标明展馆内容，还列出了馆方推荐的二十个必看精品，附有

彩图，时间不充裕游客就可以一下子找到它们。其实一镑并不多。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10:00 a.m. – 5:45 p.m.（周五部分展厅延长至10:00 p.m.）

地址：Cromwell Road, London SW7 坐地铁在South Kensington站下，出站后步行五分钟左右就到啦

，地下通道有很明显的指示牌，一直跟着走，出来后就是。（V&A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

技博物馆的交通方式一样，他们在同一条街上，是相邻的）

电话：（+44）20 7942 2000

网站：www.vam.ac.uk

   

3、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

                                             58 / 127

http://www.vam.ac.uk


�������

伦敦：英伦风范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自然博物馆应该算是伦敦最美的博物馆了，外观就像一个庄严神圣的巨大教堂。先毋论里面

藏品如何，仅仅是作为伦敦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去参观，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它的前身是大英

博物馆的一部分（即自然标本部），于1881年迁到现在的馆址。如今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历史博物

馆，拥有超过四千万的藏品，总共20个展厅，囊括古生物、动物、植物、人类、矿物、地球生态

六大方面，好好看的话整整一天泡在那里也看不完。

 

　　其中恐龙馆大概是人潮最最汹涌的地方，摩肩接踵，中央大厅还有恐龙还会偶尔发出模拟出

的动静，小朋友们大多如同疯狂粉丝一般，为此激动的不能自已，嗷嗷直叫，声音在大厅中久久

回荡。但总的来看，其实并没有我们国家的自然博物馆中有关恐龙的部分有意思。另外，为了照

顾来这里的小朋友们，在很多展厅都有动手区。另外有几个地方还是很特别的。一是博物馆中央

大厅。那里有的一截Giant sequoia（巨杉）树干的截面狠是挺惊人。它是从遥远的美国西海岸来到

这里，目测的直径大概有三四米左右。上面一圈一圈细细的年轮纹路清晰可见，那么多，又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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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对于希望凭借自己能力数出来的同学们提出了巨大挑战。

　　博物馆介绍说，在被砍伐的那一刻，它已经一千三百岁了。但这在巨杉界也只能算人到中年

。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Earth’s Treasury（地球的宝藏），即矿物展厅这里不仅和其他地方

一样展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小石头”，还拥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各种宝石和钻石。除了几个贴有

“玻璃替代品”之类标签的展柜外，大部分都是真品。矿物厅尽头是The Vault（珍宝馆），里面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块神奇的紫色蓝宝石，命运坎坷而神奇。自从1855被人在一次的印

度动乱中抢走并带回英国，每一个拥有它的人总是难逃厄运，有的人甚至只是简单的把玩几天，

竟然也会莫明其妙的自杀身亡。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10：00-17.50

地址：Cromwell Road，London   SW7 5BD

电话：（+44）20 7942 5000

网址：http://www.nhm.ac.uk/

   

4、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

　　伦敦这座英国国家科学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科学博物馆，是英国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的一

部分。不仅包含了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的各种藏品，还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藏品。有大量的实

物展出，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手段和有意思的动手游戏，让来这里参观的各个年龄段的人

都满载而归。尽管和同在Exhibition路上的另外两个博物馆——V&A 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相比，科学博物馆无论从展馆外观还是内在展品方面似乎都略逊一筹。但看着人类各个方面科学

发展的历史和成就，看着人类渐渐发展和进步的过程，那种心情很复杂：并不是“上帝说要有蒸

汽机，于是就有了蒸汽机”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现在拥有的便利生活，曾经作出或多或

少贡献的那些人们，他们或许留下了名字，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重并且

为之骄傲的。其中，有关钟表、航空和航海技术的展览还是挺值得去看一下：

 

　　Measuring Time（钟表馆）：在这个展厅里，有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沙漏和钟表。滴滴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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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时光流过的声音。钟表馆的大部分时刻，都是如此安静的。但一定要小心展厅的入口的那

个大钟，每隔十五分钟会响一次，非常震撼，尤其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Flight（航空馆）：从最早的热气球到现代化的飞机，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斗机，小到各

种各样的飞行头盔，看着里面多到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杂乱的展品，总会让人觉得真不容易啊。

一个人类共同梦想的实现，要多少人多少代人的前赴后继才能成真呀。

Shipping （航海馆）：作为曾经风光一时的海上霸主，航海馆中展品一点都没有让人失望。尤其

是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各个时期的航船模型，很多很精致，很惊人。特别是和旁边展出的其他国

家显得有些单薄的航船模型对比起来，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另外比较吸引人的还有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型机器和互动区。很羡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他们还

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死记硬背，读枯燥乏味的课本。他们有这么多机会接触到本该很有意

思的各种装置，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帮人类工作的。

 

　　除此之外，在科学博物馆的纪念品店里有很多具有奇思妙想的小纪念品，很贴近生活，设计

奇特又实用，值得好好逛逛，很有意思，而且价格也不算很贵。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00

地址：Exhibition Road, South Kensington, London SW7 2DD

电话：（+44）20 7942 4000

网址：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

   

5、Churchill’s War Rooms丘吉尔博物馆

　　丘吉尔博物馆 & 内阁战争会议室Churchill’s War Room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的秘密

办公地，大多数房间在1945年二战胜利后便闭门谢客了，直到1984年内阁战时办公室按战时状态

复原，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其中的丘吉尔博物馆则展示了丘吉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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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沿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往南走是白厅街。街两侧有英国皇家广场，有首相府、外交部、国防

部和财政部等政府要害部门。街南头是英国议会和西敏斯特教堂等英国象征性建筑。一条查尔斯

国王街与白厅街形成“丁“字，走过查尔斯国王街，在你左边的楼角处有一处以麻袋为掩体的洞

口，不留心的人也许看不到洞口上写着“战时内阁“字样。这里就是二战期间丘吉尔指挥英国军

民反法西斯的地下堡垒。

　　地址：Clive Steps, King Charles Street SW1 2AQ, City of London

　　电话：79306961

　　开放时间：除12月24日、25日、26日外每天开放，9：30am – 6：00pm（最后准入时间5：00

pm）

　　门票：成人：10英镑，少年儿童（16岁以下）免费，老人8英镑，学生8英镑，

　　团体价（10人及10人以上）：成人8英镑，少年儿童（16岁以下）免费，老人7英镑，学生7英

镑

特别免费入场：

　　为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邱吉尔博物馆和内阁作战部将在下列日期对60岁及60岁

                                             62 / 12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05&do=album&picid=50391


�������

伦敦：英伦风范
以上的参

观者免费入场：

　　欧洲胜利日5月8日

　　二次大战对日作战胜利日8月15日

　　国家纪念日7月215日

　　停战日11月11日

　　（每年11月11日前的星期日英国纪念两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荣军纪念日（77月13日）

   

6、Imperial War 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

　　帝国战争博物馆是一座有着多个分馆的全国性博物馆，在伦敦的这座博物馆成立于1917年，

以纪录“一战”史实和大英帝国的人民为这次战争所作的贡献。1920年的《议会法案》正式成立

了博物馆及其主管团体博物馆董事会，并在水晶宫宣布开馆。1924年至1935年，博物馆搬到帝国

学院隔壁的两间小美术馆内。1936年，在Southwark的Lambeth路以前的Bethlem皇家医院的中心区

域重新开馆，直到现在。 

                                             63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1939年，博物馆董事会的馆藏范围扩至“二战”，1953年再度扩至从1914年8月起英国及英联

邦参加过的所有军事行动。这样，帝国战争博物馆就成为记录20世纪战争冲突的国家博物馆。它

诠释和记录了现代战争及个人战争经历的方方面面，无论盟军还是敌军，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无

论军方还是政界，无论社会还是文化的各个方面。它涵盖了战争冲突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因此

，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

　　门票：免费（注：特殊展览有可能收取入场费）

　　音频解说：成人和儿童3.5磅；优惠价3磅；10人及10人以上团体3磅

　　地址：Lambeth Road ，London SE1 6HZ ，United Kingdom，英国

　　电话：+44 (0)207 41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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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mail@iwm.org.uk

　　网址：www.iwm.org.uk

　　开放时间：每天(12月24、25和26 日除外) 10：00am—6：00pm

   

7、Grant Museum of Zoology格兰特动物博物馆

　　这是一座很有趣的博物馆，坐落在Gower Street上，属于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一部分。

里头虽然不大，但是展示了很多很多各种关于动物的标本资料与骨骼。这个老博物馆17世纪就成

立了，保存了许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物种，大大小小的骨骼标本和福马林陈列在架子上。走在里

面似乎置身于神秘博士的研究室，不时的发现从未看过的动物形态，或是动物体内的奥秘，从巨

大的爬虫类到迷你的猿猴都静静的陈列在架子上面，整個博物馆彷彿静止的生物链，让你一方面

惊叹于生物之丰富，另一方面也感叹消逝之悲。

　　地址：伦敦 UCL Rockefeller Building

　　电话：020 3108 2052

　　网址：www.grant.museum.ucl.ac.uk

   

8、Museum of London伦敦博物馆

　　伦敦博物馆讲述着伦敦古城从史前时期到20世纪跨越2000多年的社会历史。展品中包括重建

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店铺和伦敦大火（Great Fire Experience）。2008年5月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

还在伦敦市内发掘出两口古罗马深井，从而发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用以从井中打水的装置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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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150 London Wall, City of London EC2Y 5HN, 英国

　　交通：4、8、25、56、100、172、242线可到

　　电话：44 20 7001 9844

　　开放时间：10：00－17：50；周一到周六，10：00－17：50，周日12：00－17：50，12月24到2

6日及1月1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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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晚饭过后，去看演出吧

   

1、Royal Opera House皇家歌剧院

　　坐落在伦敦covent garden（考文特花园）的英国皇家歌剧院，大概天生火命，命定缺水，自建

成后曾经三度遭到大火焚毁。但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歌剧院，经过将近三百年的不断重建和修缮

，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音响效果，都日趋完美。如今，火命的英国皇家歌剧院更加火爆，和

奥地利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美国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并称为世界

四大歌剧院。虽然价格一般都很贵，但却仍然常常一票难求。

 

旅人提示：

a、关于衣着。在正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讲究举止得体的英国老夫妇相伴而来，可是由于我只是出来

玩，并没有带正式的衣服，只好写信问问。工作人员的回信很快，说并没有着装要求，通常的“

正装”即便装。演出那天在门口等人时看到有很多”衣冠楚楚“的观众陆续进入，开演前去洗手

间时也发现里面温度不低，而且有几个女孩在换衣服、补妆。可是就座后观察，也有很多人穿的

很随便。所以，是否化妆、穿正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并且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太过突兀或失

礼——无论做哪种选择。

 

b、关于订票。不知道皇家歌剧院的票算不算是整个伦敦最最最抢手的演出票。即使是将近二百磅

镑甚至更贵的好位子也是通常要提前几天才定得到，演出前一两天只剩下零星的座位可选择。但

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还有最后唯一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等退票。

 

c、关于票价。演员伴奏阵容强大，演出剧目经典，当然票价高于普通演出。除了犄角旮旯的低价

座位，一般的票也要上百镑。又由于这里并没有学生票、打折票一说，因此对一般学生来说，票

价更是不菲。取票时询问Ticket box的票务人员后得知，对于某些演出。这里提供一种“站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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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并不那么宽裕但同样热爱歌剧的观众。我回去试了一下，只需要注册一下，填写自己的一些

个人信息，就可以随时了解提供”站票“的剧目。只需七镑，外加一双好腿脚，就同样可以在相

对不错的位置看到同样精彩的演出啦！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其实是可以得到打折票——当然这就要到了拼人品的时候了！

！比如有一次为了拍摄3D影片的演出，由于现场需要架设很多机器设备，会使一些观众的视线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这次演出的大部分票价几乎是之前价格的五分之一或更低，有一部分

甚至低于十分之一。这么低的折扣给我造成一种错觉——演出时大概眼花缭乱的全是飘来飘去的

机器。。可是到现场一看，大家几乎都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被机器挡的很严重的位置全都空出

来被保留了，并没有出售），整场看下来的感觉只是类似于电影院中很偶尔的有人站起来去厕所

⋯⋯此时此刻，如此低的票价就显得更值了。

 

地址：Covent Garden, London WC2E 9DD （地铁Covent Garden下）

电话：（+44）20 7240 1200

网址：http://www.roh.org.uk/

   

2、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现今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并不是多古老的建筑。而是1997年才在原址附

近仿造的。1599年莎士比亚和几个演员合资踌躇满志的建立了这个剧院。演员用自己的钱建造剧

场，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标志着这些演员终于有了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此后莎士

比亚的大部分剧作都曾经在这里演出，环球剧场也成为在当时伦敦数一数二的大剧场。可是好景

不长，1613年的一个夏天，由于演出事故引发了一场大火。在上演《亨利八世》的时候，有一幕

是国王上场了。为营造这个特殊的音效而使用了大炮，结果谁知道大炮的火星点燃了稻草房顶，

虽然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木料建造的环球剧场却被完全焚毁。剧场于1614年重建，然而没过多

久，就在1642年又被迫关闭了。1644年再次被毁之后，它确切地原址就成了不解之谜。

 

　　如今，除了环球剧场的传奇经历和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从空中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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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这座仿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规则的二十边形建筑，非常接近圆形。据说

这里已经最大程度的还原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原貌，因此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场演出，体

验一下几百年前一名普通观众的感觉。

 

旅人提示：

a、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全年开放参观，但并不是全年都有演出。通常的演出季是四月到十月。

b、每场演出都提供七百张站票，票价只要五镑。按照剧场方面的说法，站票是视角最好的地方。

不过一般的票价也并不贵，和普通的小剧场演出价格差不多。）

 

地址：21 New Globe Walk，Bankside    London SE1 9DT （可在Mansion House、London

Bridge、St

Paul’s或者Southwark站下，前两个出站后步行十分钟左右，后两站步行十五分钟左右）

电话：（+44）20 7902 1400

网址：http://www.shakespeares-globe.org/ 

 

   

3、Royal Albert Hall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

　　在海德公园附近，有格外多的“Albert（阿尔伯特）”：前面提到的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

m（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就在离海德公园不远的地方，而海德公园靠Kensington路的一侧

，有一座Albert Memorial（阿尔伯特纪念塔），和它隔街相望的，就是Royal Albert Hall（皇家音乐

厅）。前面说V&A博物馆时提到，Albert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两人感情非常好。1861年，阿尔

伯特去看望当时身在剑桥很不让他们夫妇俩省心的大儿子爱德华，归来不久后就因伤寒去世。为

此维多利亚女王伤心欲绝，同时也将丈夫的去世归咎到长子身上。即便到了1871年，女王为了纪

念亡夫而提议建造的阿尔伯特音乐厅建成，揭幕仪式上却仍然和爱德华心存隔阂。这座圆形的皇

家音乐厅，外观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见的蒙古包。每年有三百五十多场音乐活动在这里举行，莎拉

布莱曼、罗宾威廉姆斯、帕瓦罗蒂等等很多世界最知名的音乐家们都曾经来这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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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最著名的演出就是和BBC共同举办的Proms（逍遥音乐会）。每年

夏天（通常是从七月到九月），届时将会有几十场经典的音乐演出，几乎天天不间断。在此期间

，音乐厅提供总共一千四百张站票，每张只需五镑，并且不需要提前预定。

 

旅人提示：

a、在逍遥音乐会期间，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售票演出，但需要订票。在免费发放的演出季小册子上

明确注明了免费入场的演出和订票开始的时间。由于这种票超火，因此如果希望去看，一定要算

好时间去抢。

b、人工售票无订票费。网上订票的订票费通常是票价的2%再加2镑（Proms的票加1镑）。而电话

订票的订票费则是票价的2%再加2.1镑，如算上电话费，更不合算，慎选。

c、关于取票。一共有12个门或窗口围绕在圆型的Albert

Hall周围。在网上或者通过电话订票后可以去第六号门取票。这个门的位置有点类似于Albert

Hall的后门，面朝一个小广场，正冲着Royal Music

College（皇家音乐学院）。而它的大门在Kensington Gore路上，也就是正对着海德公园的Albert

Memorial的那个，是第12门，即进场的入口。

d、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在进场时是不发节目单的，如有需要，可以找场内的工作人员

购买，每份三镑。

 

地址：Royal Albert Hall, Kensington Gore, London SW7 2AP （地铁South Kensington或High Street

Kensington站下，步行十分钟左右即到）

电话：（+44）84 5401 5045

网址：http://www.royalalbert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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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术馆之旅

   

1、National Gallery 国家美术馆

　　坐落在特拉法加广场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主体部分自1838年开始向公众开放。美术馆的选址

很具有现世关怀：为了给住在伦敦西部的富人区和比较贫穷的东部的人提供同样方便的参观条件

，馆址最终选在了伦敦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美术馆保存着从13世纪至今的众多名画，大大小小6

0个展馆的墙面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连走廊也被充分利用。

 

　　如我一般的普通参观者，认认真真看下来大概要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有艺术专业背景的人

大概更长。除了游客，美术馆里还有经常来这里临摹的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同学们。他们自己带

着画笔画纸画夹外加可以折叠的小椅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幼儿园、小学的老师也会带着小朋

友来到这里。这群未来的小艺术家就如传说中一般“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时而在展馆内以冲

刺般的速度横冲直撞，时而又安静的以不规则点状分布在地板上，或趴或坐，拿着笔以歪歪扭扭

的线条开始作画，态度绝对端正。另外，美术馆中没有3号和13号展厅，搞不懂为什么。

　　国家美术馆种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莫奈的《睡莲》和梵高的《向日葵》了。这两个也最让人惊

讶。不知道是因为灯光还是其他原因，《向日葵》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阳光灿烂，反而黯淡得有点

忧伤。而挂在角落里的《睡莲》反倒让人觉得很惊艳，并不像书中看到的那么凌乱，亲眼看时特

别特别美，那里人不多，不像《向日葵》前热闹的那么夸张，尤其是在几米之外时，画中的景物

就像被笼罩在雾气中，有点模糊却不至于看不清轮廓，不太浪漫的现实是：当时莫奈视力衰退，

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和画中一样。另外，位于地下的展馆A室和其它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展馆不同，里面的画是分类放置的。

 

旅人提示：

a、英国国家美术馆提供中文语音导览，一处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正门入口处，一处在侧翼Sainsbury

                                             71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的二楼通向主楼处。

b、语音导览超级详细。但中文版中目前只提供24幅作品的讲解。英语够用的同学最好选择英文版

。

 

开放时间：10：00a.m. – 6:00 p.m. （周五延长至9:00 p.m.），其中A室：每周三 2:00 p.m. – 5:30

p.m.

地址：Trafalgar Square, London WC2N 5DN

电话：（+44）20  7747 2885

网站：www.nationalgallery.org.uk 

 

   

2、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国家肖像画美术馆

　　英国国家肖像画美术馆毗邻国家美术馆。从名字就能猜到这里专门展出肖像画。为了收藏那

些对英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做出贡献的名人肖像，1856年建立了国家肖像画美术馆。爱画的人会

很喜欢这里，里面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肖像画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看后会很感叹画师们的高超技

艺，非常有意思！其中不仅有肖像画，还有摄影、录像等，比如，有关贝克汉姆的藏品就是一盘

他在马德里酒店房间睡觉的录像带。除此之外，我们熟悉的名人们还有莎士比亚、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J�K罗琳等等。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周六至周三，First floor二楼、Second

floor三楼每周一上午十一点才开放），10：00-21：00（周四至周五）

地址：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St Martin's Place，London WC2H 0HE（离最近的地铁站Leicester

Square只有195米，距离Charling

Cross站230米，也可在Embankment站下，步行五到十分钟左右即到）

电话：（+44） 20 7306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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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npg.org.uk/

   

3、Tate modern 泰特现代美术馆

　　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伦敦很各色的一个美术馆。昔日工业时期泰晤士河畔的发电厂，经过设计

师的改造，脱胎换骨成了展出毕加索、达利、莫奈等等名家名作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它的外观没

有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一样古典肃穆，取而代之的是另类的几乎没有任何雕饰，但它的与众不同

却又很招人喜欢，有着一种很拧把的文艺青年范儿。和英国国家美术馆不同，这里的艺术品并不

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按照主题来分类的。

 

泰特博物馆的纪念品店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和艺术相关的纪念品、书籍、设计家

作品等等。原谅我太庸俗，但是和V&A博物馆纪念品店中的一些设计产品一样，这里很多纪念品

的性价比并不算高。不过，“性价比”也是相对的，关键在于自己心中觉得这个设计到底是不是

值这么多钱。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周日至周四） 10：00-22：00（周五至周六）

地址：Bankside, London SE1 9TG

电话：（+44）20 7887 8008

网址：http://www.tate.org.uk/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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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堂，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1、Westminster Abbey西敏寺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记得去伦敦前，看到有关西敏寺的介绍说“它是欧洲最美的建筑之一”时，对照旁边附的小

图，当时心里还是挺怀疑的。可是就在我本来要直奔国会大楼而去时，无意间偶然抬头看到了被

金色的阳光紧紧裹住的西敏寺，那一刻，仿佛有神降临，周围一切瞬间停止，只有时间静静地流

。那个有神奇光辉降临的下午，几乎要把我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这座1065年即修建完成并且

使用至今的宏伟建筑，一直是英国众多名人最后的安息之所。1066年圣诞节，征服者威廉在此加

冕，并且，这也是自此之后的历代英国君王的加冕之所。

 

　　西敏寺的票价很贵，连学生票都要12镑——原谅我在谈论如此神圣地方的时候这么世俗——

不过西敏寺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它没有捷克Kutna Hora的人骨教堂那么吓人，也不拥有布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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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血教堂那一小块粘有耶稣血迹的裹尸布，但如果整个欧洲只能选择一个中规中矩的教堂去参观

，一定有不少人的答案是西敏寺。它没有巴塞罗那的圣家堂高大，却同样气势恢宏，和“外强中

干”的科隆大教堂比更是毫不逊色。在所有的教堂中，不仅它的华丽是数一数二，藏在一个个墓

和小礼拜堂中的故事更让它与众不同。

 

　　在西敏寺入口的左侧，也就是玛丽教堂的侧面墙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日晷，严谨规矩的英

国人在距离它不远处的地方还设置了一个说明牌，告诉大家不同月份日晷所指示的时间和准确时

间相差多少。

 

旅人提示：

a、西敏寺中的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或红或绿或蓝色的制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他们帮忙。

b、西敏寺提供免费的中文语音导览和手册，但两者是分开的，领取语音导览后需要自己去取手册

。导览内容非常详细，很有意义。

c、一千年来，西敏寺依然保留着祷告的传统：每小时停下来祈祷一分钟。建议大家加入其中，哪

怕只是安静的停一分钟。

d、有一个分发语音导览的工作人员长得很像哈里波特，不仅带眼镜还穿长袍，强烈建议特别留

意参观。

e、西敏寺内不能拍照或录像。

 

票价：成人票16镑（包含语音导览）

开放时间：

西敏寺主建筑：9：30-16：00（除周三和周末外）；9：30-19：00（周三）；9：30-14：30（周六

；但六月到九月周六延长开放至15：30），

周日礼拜，不对游人开放；其他部分通常是10：30-16：30（周一至周六）；St Margaret’s Church

圣玛格丽特教堂：9：30-15：30（周一至周五）；9：30-1：30（周六）；14：00-17：00（周日）

地址：Westminster Abbey，20 Dean's Yard，London SW1P 3PA（St James's

Park站或者Westminster站下，其中Westminster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

电话：（+44）20 7222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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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

   

2、圣保罗教堂

　　伦敦有两座“圣保罗教堂”，一座在covent garden（考文特花园），另一座在Strand大街上，

也就是这里要说的圣保罗教堂。1666年的伦敦城大火，烧毁了之前的尖顶哥特式教堂。重建于167

5年开始，持续了整整45年。设计师Sir Christopher Wren的家就在相隔一条泰晤士河的对岸，打开

窗子迎面就看到这座伟大的建筑的工程进度，这一望就是三十一年，从不惑之年一直到变成垂垂

老者。这座拥有巨大圆顶的宏伟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拥有繁复华丽的雕塑和装饰，是巴洛克风格

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伦敦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难怪1981年查尔斯王子迎娶戴安娜那场盛大婚礼

选在这里举行，而非在王室常常举办仪式的西敏寺。

 

旅人提示：

a、周日是圣保罗教堂的礼拜时间，不对外开放。然而通常即使是周日，也是可以进入的，但需要

保持安静，并且不要随意走动，只是这样的话，就无法看的特别细，当然更不能登顶和看教堂美

术馆的展览。不过也可以选择找个位置坐下来参加他们的礼拜仪式，听他们满怀虔诚的唱圣歌，

也是很难得的体验。

b、圣保罗教堂是提供中文版的语音讲解的，但和西敏寺不同，语音导览是要额外购买的。成人4

镑，折扣价（学生、老年人、6-16岁儿童）3.5镑。

 

票价：成人票12.5镑

开放时间：8：30-16：00（周一至周六）；周日礼拜，不对游人开放

教堂美术馆：9：30-16：15（周一至周六）

地址： St Paul's Churchyard，London EC4M 8AD（最近的地铁站是St

Paul’s，步行两分钟即到；也可以在Mansion House或者Cannon Street站下）

电话：（+44）20 7236 4128

网址：http://www.stpaul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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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暴走Charling Crossing周边

　　Charing crossing周边是旅游景点非常集中的观光区，也是非常适合步行游览的一个区域。以

下均是以Charing crossing为起点出发，以顺时针方向说明：

 

　　沿charing cross 路方向，前方就是为纪念一场以少胜多的海战而建立的特拉法加广场。1805年

，英国海军在西班牙海港遭遇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一场恶战后以英国胜利告终，但不幸的

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Nelson（纳尔逊）却在这场战争中因为身中炮弹而牺牲了。在特拉法加广场

中央高柱柱顶的铜像，就是纳尔逊，而用来铸造这座雕塑的原料，就是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法、

西联合舰队的铜炮。广场不大，但却有数量众多的鸽子，因此也被叫做“鸽子广场”。国家美术

馆就坐落在广场边。经过国家美术馆继续向前，就是国家肖像画美术馆。

 

　　沿northumberland大道的方向，就来到了美丽的泰晤士河边。越近河水，便越感清风拂面，天

高和爽。 

　　沿whitehall方向，首先会经过大名鼎鼎的唐宁街10号（10Downing Street）。现实中的场景和电

视上的新闻画面相差很多：原来，唐宁街十号是一个警卫森严的死胡同，有装备良好荷枪实弹的

警察守在胡同口，慕名而来的游人只能挤在外面隔着栏杆远观，不免有些扫兴。在向前走不久，

就来到了国会广场了。这个广场很小，里面有很多抗议的人和写着各种各样口号和标语的条幅，

大部分支起帐篷，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国会广场一侧是西敏寺，和西敏寺隔街相望的就是国会大厦和附属于它的大笨钟了。Houses

of Parliament（国会大厦）的原名叫做Palace of Westminster（西敏宫）。在中世纪时期，西敏宫是

王室的主要居住地，同时由于它位于泰晤士河畔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的一座战略要地。183

4年火灾，西敏宫除西敏厅、宝石塔赫回廊外，几乎全被烧毁。之后的重建历时三十多年，其中，

光是后期装饰就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著名的大笨钟就是这个时期建成的。国会开会期间，中面

就会发出光芒，并且从之前的每隔十五分钟一次的报时间隔改成一个小时。在三月和十月冬夏时

制转换时，大笨钟会暂停一下，进行修补、矫正、调音等。

　　在我的记忆中，国会大厦和大笨钟只是线条简单的土黄色建筑，可是亲眼见到后发现它原来

这么美！远看线条简单的建筑表面是纷繁精致的装饰和雕刻，那种土黄色原来是那么庄重典雅。

这算是想象和现实差距最大的伦敦建筑了。

 

旅人提示

：国会大厦只有每年的七、八、九月份，也就是国会的休会期开放，在此期间，有意参观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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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前在网上提出申请，以获得邀请信。

 

票价：十四镑（不希望排队等待的同学，需要到

http://www.ticketmaster.co.uk/promo/sux34m?brand=parliament&camefrom=CFC_UK_EV0531_WEBLI

NK上提前订票）

开放时间：9：15-16：30（周六）

8月2日至30日：9：15-16：30（周一、周二、周五）；13：15-16：30（周三至周四）

9月1日至3日、9月20日至30日：9：15-4：30（周一、周五）；13：15-16：30（周二至周四）

地址：坐地铁在Westminster站下，一出来就是国会大厦门前啦

网址：http://www.parliament.uk/visiting/

 

　　沿the mall大街的方向，首先看到的就是非常壮观的Admiralty Arch（海军部拱门）。高大华丽

，凝重而威严。海军部拱门于1912年竣工，是爱德华七世（就是前面提到那个不让人省心的王子

啦）为了纪念母亲维多利亚女王而建。在巨大拱门的一侧，还竖立着一个高高的全身雕像，这就

是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了。

 

　　这座四层的建筑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办公地点。穿过海军部拱门，站在这条从特拉法加广

场铺展开的林荫路上，就可以清楚地望见远处的白金汉宫。1992年，距离伦敦市中心不远的温莎

城堡发生大火，为了筹钱修复它，白金汉宫开始开放给游人参观。如果旗杆上飘扬的是英国国旗

，说明女王此时不在宫里，女王在时，就会升起君主旗。在白金汉宫门前，通常在上午11：30会

有换岗仪式，但是并不是全年都有。天气允许的话，五月至七月每天进行换岗，八月只有奇数日

期进行，九月只有偶数日期进行，其余月份的时间不定。

 

　　另外，在the Mall大街上的圣詹姆斯宫，在白金汉宫之前，也曾经作为英国王室的宫殿。

 

白金汉宫国宴厅票价：成人18镑（包含语音导览），包含白金汉宫、皇家马厩、女王美术馆这三

个景点的套票为31.95镑

2012年开放时间：09：30-18：30（8月1日至9月30日）

地址：乘地铁可在Victoria、Green Park或者Hyde Park Corner站下

电话：（+44）20 7766 7300

网址：http://www.royalcollection.org.uk/default.asp?action=article&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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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隐于市—闹中取静的美丽公园

　　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并不缺乏树木、绿地和公园，其中大部分都是向公众免费开放的皇家公

园，个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伦敦北部熙熙攘攘的Regent街上，Regent’s Park（摄政公园）就

静静的躺在这里，野鸭一扭一扭的下河去洗澡，小鸟唧唧喳喳的飞来飞去，蹦蹦跳跳的松鼠似乎

一点都不认生⋯⋯不知道这么美好和谐的画面和伦敦最老的动物园就坐落在这里有没有关系。

 

　　白金汉宫附近，就有一个名叫Green的公园和一个叫做St. James's Park的公园。而离Green

Park不远，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德公园(Hyde Park)。据说这里之前是英王的狩猎场，面积非常大，

几乎是伦敦市中心其他公园面积相加的总和。公园的中心是一个湖，湖上有很多小鸭子和天鹅在

无忧无虑的拨清波，如果此时可以有一条小船，泛舟其间，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但海德公

园的最特别之处，还要算他独一无二的Speaker’s corner（演讲角）。无论是谁，都可以到这里来

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演讲或者和他人交流。

　　但我个人觉得最美的公园是国会大厦边那个叫Victoria tower gardens的小公园，尤其到了黄昏

时刻，日暮西垂，柔和的光好像要把一切都融化，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面

对绿树掩映的泰晤士河，有游人嬉戏的快乐声音依稀传来，仿佛梦境。

 

地址：

Regent's Park：坐地铁在Regent's Park站下，步行三分钟即到；还可以在Great Portland

Street站下，步行5分钟可到。其他距离比较近的地铁站还有Marylebone和Camden

Town，步行时间都不到十分钟。

St.James's Park、Green Park和Hyde Park距离非常近，分布在白金汉宫的周边，周边地铁站很多，除

了和去白金汉宫相同的站外，对于去海德公园的同学们来说Lancaster Gate站也很近。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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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挂一漏万游伦敦

   

1、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长久以来，城堡就和鬼魅相伴相生，似乎没有哪个城堡只有美好的童话却没有恐怖的传说，

而那些绘声绘色的鬼故事反过来好像更给城堡平添了别样的魅力。伦敦塔也不例外。古老斑驳的

罗马风格建筑，曲折的通道和幽暗的房间，偶尔有黑色的渡鸦扑棱棱飞过，苍凉的叫声回荡在天

空。若不是游人如织，即使艳阳当空也会让人不寒而栗。伦敦塔在英国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我们

心目中的故宫。甚至连发生在伦敦塔内英国王室残忍斗争的血腥程度，也和紫禁城高墙内的勾心

斗角不相上下。比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博林（Anne Boleyn），从伊丽莎白诞生

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人生悲剧的开始。渴望得到子嗣继承王位的亨利八世，本就为此已经对她心生

厌恶渐渐冷淡，不久后因为男胎流产更加恶化。由于罗马教廷是不允许国王离婚的，因此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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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安妮�博林被诬陷和自己的亲哥哥乱伦通奸，关进伦敦塔17天后被斩首。又过了11天，亨利八

世再婚。

　　Tower of London，它的中文名字叫“塔”，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

，在长达近千年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时局变迁，它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守城要塞、王宫、宝库

、兵工厂、火药库、铸币厂、监狱、动物园⋯⋯而现在，它是王室专门用来收藏珠宝的地方。在

整个建筑群中，最火的就要数“Jewel house（珍宝馆）”了。而珍宝馆中的震馆之宝，就要数那

颗璀璨夺目的Cullinan（非洲之星）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过切割和抛光的钻石，镶嵌在金光闪

闪的权杖上，和其他价值连城的王冠宝石等等御用器物，一起被安放在拥有厚重大门的展室中。

由于馆内空间有限，因此游客需要排队分批进入。在大部分展区，如果希望仔细看，可以不随着

人流向前走。但是到了这些熠熠生辉、让人为之惊叹的皇冠、权杖、宝剑前，馆方为了防止人群

滞留，游人只能登上传送带参观，不可以停下。

 

　　伦敦塔中，建筑群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也不要忽视了生活在这里的六只渡鸦。英国人

深信如果渡鸦离开了，伦敦塔就会倒塌，英国王室也会因此而败落。据说安妮�博林在密室中被

砍头后，一向嗜好腐肉的渡鸦不仅为之哀鸣，有一只甚至只是安静的停在她的断头台边，并不啄

食头颅。如今园里的这些聪明的渡鸦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一只还会说话。据说有一次普

京来这里参观时，这只“能说会道”的渡鸦还吓了他一跳！

 

　　另外，伦敦塔里的守卫也是久负盛名的，它们就是传说中的“Beefeater（吃牛肉的人）”，据

说这起源于中世纪时每天会有24磅牛肉、18磅羊肉的配给，在当时称得上相当奢侈。如今，守卫

们的薪水只能算是一般，但这个工作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最起码的标准都要服役二十二年

、授勋、职位在军士长以上。看着那些面容和蔼，满脸微笑的伦敦塔红衣守卫，谁能想到他们戎

马倥偬的年轻岁月呢。

 

旅人提示：

伦敦塔提供中文版语音导览，其中提供时间长度不同的四条线路，适合不同游客安排时间有侧重

的参观。并且，无论从线路安排上还是从内容讲解都做得非常好。

 

                                             81 / 127



�������

伦敦：英伦风范
票价：成人19.8镑（网上订票17镑）

开放时间：

三月到十月：09：00-17：30（周二至周六）；10：00-17：30（周日至周一）

十一月至二月：09：00-16：30（周二至周六）；10：00-16：30（周日至周一）

地址：The Tower of London，London, England  EC3N 4AB （地铁到Tower Hill站下，出站后可根据

South Bank 的指示，步行不到五分钟即可到达）

电话：（+44）20 3166 6000

网址：http://www.hrp.org.uk/toweroflondon/

   

2、乘坐游轮畅游泰晤士河(Thames River Cruise)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维也纳有莱茵河，巴黎有塞纳河，布拉格有伏尔塔瓦河⋯⋯每个美好的城市中，似乎都少不

了蜿蜒的河水穿流而过。伦敦塔桥、伦敦塔、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泰特现当代美术馆、国家剧院

、伦敦眼、大笨钟、国会大厦⋯⋯伦敦的有很多很景点的旅游景点集中在泰晤士河(Thames River

Cruise)两岸。如果不遣船踏歌，溯河而上，似乎辜负了泰晤士河(Thames River Cruise)的好心意。

游客可以选择搭乘这些游船，也可以几个人租一条小游艇，饱览泰晤士河沿岸不同时刻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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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晤士河两岸，尤其是从Westminster Bridge（西敏桥）到Tower Bridge（塔桥）的河段间，有不

少的码头，两岸停泊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游船。这些游船的工作时间很长，从清晨一直到入夜。

 

旅人提示：

除了乘坐普通的游船，还可以选择连接泰特现代美术馆和泰特英国美术馆之间的“Tate

boat（泰特船）”。泰特船每四十分钟一班，往返于两个美术馆之间，同样途经大部分景点。

   

3、Madame Tussauds 杜沙夫人蜡像馆

　　从伦敦起家的杜沙夫人蜡像馆，分馆遍布多个国家。1835年从贝克街迁到如今的馆址，多年

来蜡像数量不断增加，从政界名人到娱乐圈艺人，从杜沙夫人1842年为自己制作的蜡像到刚刚增

加的绿巨人、蜘蛛侠，几乎无所不包。这些蜡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好象在和我们一同呼吸，

非常非常有意思！

票价：成人当日购票28.8镑，官网提前订购标准票19.44磅（另外和同公司的其他旅游景点比如伦

敦眼、伦敦地牢、游船或者海洋馆一起买套票，会有幅度不等的优惠：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London/BuyTickets/TicketOptions/Default.aspx）

开放时间：开放时间根据不同时段有多种分类，建议临行前上网查阅具体行程。询：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London/PlanYourVisit/OpeningTimes/Default.aspx

地址：地铁在Baker Street站下，步行两分钟即到

网址：http://www.madametussauds.com/london/

   

4、Royal Greenwich Observatory 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

　　英国便将位于伦敦南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子午线确定为整个地球上经度测量和计时的起点。

但要一直等到1884年，来自各国的天文学家在华盛顿的召开国际子午线会议时，才被全世界广泛

承认，我们在地理课本上读到的本初子午线就这样诞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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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是国家海事博物馆的一部分，游人最多的就是本初子午线周围了。长

长的铜质金属线延伸开来，分隔左右的就是东半球和西半球了。双腿胯开居然就是站在了两个半

球上~

票价：7磅

开放时间：每天的10：00-17：00

地址：格林尼治天文台位于伦敦的第三区，地铁没有直达线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到North

Greenwich站后改作188路或129路公交车，下车就到天文台门口了；或者坐地铁至Canary

Wharf站换乘DLR（轻轨），在Cutty Sark站下车即可

网址：http://www.nmm.ac.uk/places/royal-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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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这里重温伦敦历史

   

1、Tower Bridge 伦敦塔桥

　　伦敦塔桥是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算起的第一座桥（泰晤士河上共建桥15座），也是伦敦的

象征，有“伦敦正门”之称。该桥始建于1886年，1894年6月30日对公众开放，将伦敦南北区连接

成整体。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伦敦塔桥是一座吊桥，最初为一木桥，后改为石桥，现在是座拥有6条车道的水泥结构桥。河

中的两座桥基高7.6米，相距76米，桥基上建有两座高耸的方形主塔，为花岗岩和钢铁结构的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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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塔，高40多米，两座主塔上建有白色大理石屋顶和五个小尖塔，远看仿佛两顶王冠。两塔之

间的跨度为60多米，塔基和两岸用钢缆吊桥相连。桥身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桥面高于高潮水

位约42米）为宽阔的悬空人行道，两侧装有玻璃窗，行人从桥上通过，可以饱览泰晤士河两岸的

美丽风光；下层可供车辆通行。当泰晤士河上有万吨船只通过时，主塔内机器启动，桥身慢慢分

开，向上折起，船只过后，桥身慢慢落下，恢复车辆通行。两块活动桥面，各自重达1000吨。从

远处观望塔桥，双塔高耸，极为壮丽。桥塔内设楼梯上下，内设博物馆、展览厅、商店、酒吧等

。登塔远眺，可尽情欣赏泰晤士河上下游十里风光。假若遇上薄雾锁桥，景观更为一绝，雾锁塔

桥是伦敦胜景之一。

　　游人可在塔桥上步行浏览，不须收费。参观塔桥可从北边的塔桥乘电梯上去，观看大桥的结

构工程，然后从大桥的高空通道上走过泰晤士河，饱览泰晤士河及两岸的秀丽景色。塔内有展室

可了解桥的历史及工作情况。在西敏寺桥（国会大厦后面）每天有游船公司协办的泰晤士河游（

国会大厦—塔桥），行程近1小时，船费约8英镑。

　　门票：免费

　　地址：London SE1 2UP, 英国

　　电话：44 20 7403 3761

　　交通：15、25、40、42、47、78、100、D1、P11线

   

2、HMS Belfast 贝尔法斯特号战舰

　　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HMS Belfast）属英国皇家海军的爱丁堡级轻巡洋舰，曾经在二战中服

役，与该巡洋舰同属一个级别的一共有两艘，另一艘巡洋舰为爱丁堡号（HMS Edinburgh）。在

贝尔法斯特号退役后，于1971年成为了伦敦的一个景点。同时，这艘巡洋舰也承载着英国海军的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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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1936年命令并设计的贝尔法斯特号是爱丁堡号的姐妹舰，它拥有16门6英尺炮分属在四座炮塔

之上（尽管到最后只有三座炮塔可以使用），排水量为1万吨。该巡洋舰建成后于1939年服役于英

国皇家海军，其指挥者为G. A.斯科特船长。它是为了保护商业贸易、对挑衅作出反应和作为对两

栖行动的强大支持舰而设计，可以可以迅速地进攻和摧毁敌人的通商突袭破坏舰。

巡洋舰是以北爱尔兰自治区首府城市名称命名的，其名字前缀“HMS”是“她（即英国女王）雄

伟的军舰”（Her Majesty''''s Ship）的缩写。

　　1939年9月，对德战争爆发，贝尔法斯特号作为第18巡洋舰编队成员参战，部署在奥克尼Scapa

Flow主舰队基地外围；1942年11月，贝尔法斯特号重新加入本土舰队，并很快派往英国海军在大

西洋的前线，作为第10巡洋舰编队的旗舰，它负责为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的船队护航；1943年12

月25日参加北角（North Cape）海战；1944年3月30日参加针对德军仅剩的重型战船Tirpitz的行动；

1944年6月6日，贝尔法斯特号参加了诺曼底登陆；1945年至1947年，尽管在英国皇家贝尔法斯特号

尚未抵达远东地区之前的时候日本就投降了，但它还是在护送被日军抓去的饱受磨难的中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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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950年至1952年参加朝鲜战争，1963年8月24日，该战舰正式退役。

　　1971年10月21日，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停靠在伦敦，并一直对公众开放，如今已经是一座战

舰博物馆，是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分展馆。

　　门票：成人10.7英镑；儿童（16岁以下）免费；老年人及学生8.6英镑；残疾人6.5英镑

　　开放时间：10:00～18:00（3月1日～10月31日）；10:00～17:00（11月1日～2月28日）；12月24

、25、26日三天不对外开放

   

3、Big Ben大本钟

　　英国伦敦著名古钟或称大本钟，建于1859年。安装在西敏寺桥北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

上，钟楼四面的圆形钟盘，直径为6.7米，是伦敦的传统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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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钟重13.5吨，钟盘直径7米，时针和分针长度分别为2.75米和4.27米，钟摆重305公斤。大本钟

是坐落于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的北部的一座大钟其钟楼）。大本钟的著名之处在于它的准确和那

重达13吨的巨大的用于报时的铜钟。大本钟从1859年就为伦敦城报时，根据格林尼治时间每隔一

小时敲响一次，至今将近一个半世纪，尽管这期间大本钟曾两度裂开而重铸。现在大本钟的钟声

仍然清晰、动听。自从1859年投入使用后，英国政府每隔五年就要对大本钟实施维护，包括清洗

钟体、替换大本钟的报时轮系和运转轮系等。

　　大本钟是由埃德蒙德�格林斯罗普勋爵设计，并由爱德华�登特及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建造

的。大本钟在1859年被安装在钟楼上。大本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同时朝向四个方向的时钟。每个

钟面的底座上刻着拉丁文的题词，“上帝啊，请保佑我们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世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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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免费

　　地址：House of Commons, London SW1A OAA, 英国

　　交通：坐地铁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桥站下车。

   

4、Kensington Palace肯辛顿宫

　　肯辛顿宫位于肯辛顿花园西侧，戴安娜王妃故居，至今王宫们前仍有民众献花凭吊。前肯辛

顿宫部份对外开放参观，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受洗的房间和1760年迄今的皇室宫廷服饰展览。肯辛

顿宫提供免费的录音导览设备，每个房间都有详尽的解说，其中丰富的皇室服饰收藏（Royal

Dress Collection）让人大开眼界，包括玛丽女王的结婚礼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家居服和礼服，

当然还有许多华丽极致的配件。此外，国王廊（King's

Gallery）精致的17世纪绘画极品也是参观重点。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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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成人13英镑，儿童6.15英镑

　　地址：A315, Kensington, Greater London, 英国

　　电话：44 870 751 5170

　　开放时间：10：00—18：00；3-10月10：00—18：00，11和2月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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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伦敦近郊游

   

1、皇家植物园林：邱园

　　邱园（Kew Gardens）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原是英国皇家园林，现在经过二百多年

的发展，收集约5万种植物，约占已知植物的1/8，收藏种类之丰，堪称世界之最。这些植物大都

按科属种植，并适当根据生态条件配置宿根草本或球根花卉。邱园的温室更是名闻遐迩。这里拥

有数十座造型各异的大型温室。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内部设有26个专业花园和6个温室园，其中包括水生花园、树木园、杜鹃园、杜鹃谷、竹园、

玫瑰园、草园、日本风景园、柏园等。园内还有与植物学科密切相关的设施，如标本馆、经济植

物博物馆和进行生理、生化、形态研究的实验室。此外，邱园还有40座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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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和进步，邱园已经从单一从事植物收集和展示的植物园成功转型为集教育

、展览、科研、应用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

　　门票：成人13英镑，学生11英镑，儿童免费；邱园观光列车4英镑

　　开放时间：3月上旬-8月下旬09:30-18:30，周末、节假日09:30-19:30；8月下旬-10月下旬09:30-1

8:00，10月下旬-次年2月上旬09:30-16:15；2月下旬-3月下旬09:30-17:30

　　交通：乘坐区域线地铁在邱园站（Kew

Garden）下车；或在威斯敏斯特码头乘船，在邱园码头（Kew

Pier）下船，4-9月运航，每天4班，需1个半小时。

   

2、温布尔登

　　温布尔顿，一个英国小镇，代表着尊贵和神圣的地方。由全英俱乐部和英国草地网球协会于1

877年创办的，WIMBLEDON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是现代网球史上最早的比赛，就在该小镇举办，

比赛于每年6月最后一周至7月初定期举行。一个多世纪以来，成为网球精英们争夺的全球级别最

高的赛事。

景点：

温布尔登草地网球博物馆（Wimbledon lawn tenni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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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博物馆里展出了和网球有关的所有物品和资料，从网球的起源、制做、到比赛的形成，从过

去的贵族化的网球服装到成为当时流行时尚代表的网球服，历届的比赛情况，奖杯和当时流行的

旧的海报、招贴画，在布置典雅的小电影放映厅，连续播放着早几届的比赛实况，看观众的狂热

程度，就知道网球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的盛行。

温布尔登中央球场（Wimbledon Centre Court）

　　温布尔登网球中心非常大，有20片网球场（中央球场和1—19号球场）和一些设备精良的服务

设施。其中温布尔登中央球场（Wimbledon Centre Court）是温网的决赛场地。温布尔登中央球场

的屋顶构造与手风琴类似，9个76米长、横跨球场的桁架能在7分钟内展开，覆盖整个球场，面积

为5574平方米。屋顶采用的是一种名为Tenara的材料，透明度为40%，可收缩几千次。在这个屋顶

的帮助下，球场始终能保持干燥，同时射入的自然光能够制造出户外比赛的感觉，球场也将不再

受到降雨的影响。

　　门票：成人10英镑，优惠价8.75英镑，学生5.50英镑；博物馆+参观团成人18英镑，优惠价15.7

5英镑，学生13英镑

　　开放时间：10:30-17:00

　　交通：乘区域线地铁在南菲尔德（Southfields）下车，换乘493路巴士。

   

3、温莎古堡

　　温莎古堡（Windsor Castle）是现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且仍被使用着的皇家御所。古堡坐

落在泰晤士河岸边一个山头上，建于 1070 年，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不仅凝缩了大英帝国90

0年的历史，而且直到今日它仍是女王的办公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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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温莎古堡和花园共占地13公顷，和其他的皇家宫殿一样，它包含富丽堂皇的教堂，私家寝宫

和办公场所等。1992年大火烧毁了许多房间，但现在大多已整修完毕。作为皇室官方办公场所，

每年三四月份的复活节期间，女王都会在这里办公。并且常在温莎接待其他各国的君主和总统，

接见来访的各国政治家和其他重要人物等。温莎城堡的部分房间是皇室的收藏室。城堡的许多部

分也对公众开放, 包括玛丽皇后著名的娃娃房、圣乔治教堂、亚伯特纪念教堂等。

　　平时，温莎古堡全部对外开放。每当女王来到的时候，只有山顶上最大的那座宫殿留给她，

而其余的地方仍然允许参观。

　　门票：成人15英镑，儿童8.5英镑

　　开放时间：3-10月09:45～16:00，11-2月09:45～15:00

　　交通：1）从帕丁顿火车站出发，在斯洛（Slough）转车，到中心站（Central）下车。也有直

达车1小时2-3班，用时35分钟；

　　2）从滑铁卢火车站出发，在河畔站（Riverside）下车，1小时2班，用时55分钟；

　　3）在白金汉宫路的绿色专线站搭乘绿色专线702路，1小时1班，用时1小时。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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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馆前1小时15分钟禁止入内。国寓6月13-15日禁止入内，圣乔治礼拜堂周日禁止入内；在国宾和

皇室成员滞留期间，城堡可能会禁止或限制参观，特别是5、6、12月。

   

4、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坐落在温莎小镇，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地处白金汉郡的泰晤

士河河畔，与女王钟爱的温莎宫隔岸相望。伊顿公学是一座古老的学府，由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

办。它以“精英摇篮”、“绅士文化”闻名世界，也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学生成绩大都十分优异

，被公认是英国最好的中学，是英国王室、政界经济界精英的培训之地。这里曾造就过20位英国

首相，培养出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是英国王子威廉和哈里的母校。伊顿每年250名左右

的毕业生中，70余名进入牛津、剑桥，70%进入世界名校。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门票：成人4.2英镑，儿童3.45英镑

　　开放时间：3-4月，7-9月10：30-16：30

　　交通：具体交通见温莎古堡交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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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如果以参观团形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可以电话或网上预约，也可在当天11:00-

15:30在伊顿公学入口附近的伊顿公学礼品店（Eton College Gift Shop）预约。

   

5、汉普顿宫

　　汉普顿宫有“英国的凡尔赛宫”之称，英国都铎式王宫的典范。1514年渥西主教（Cardinal W

olsey）购得此区，1515年开始建筑，王宫完全依照都铎式风格兴建，内部有1280间房间，是当时

全国最华丽的建筑。后来渥西因富倾公侯，引来国王的不满，1830年去逝之后，此宫遂为亨利八

世所有。亨利八世和安宝琳进住此宫并开始扩建，英王爱德华一世即出生于此，据说伊莉莎白一

世为躲避国会的耳目，曾把这里当做偷情的爱巢。如今皇室虽已迁出，而该皇宫的历史魅力和其

园林的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伦敦不可错过的人文历史景点。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门票：成人13.5英镑，儿童6.65英镑

　　开放时间：4-10月10：00—18：00，11和3月10：00—16：30

　　交通：1）从滑铁卢站出发，在汉普顿宫站下车。有很多班列车在Surbiton站换乘，1小时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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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30分钟；

　　2）从威斯敏斯特码头出发，经过邱园码头、里士满码头到达汉普顿宫码头，4-10月运航，每

天2-3班，用时3个半小时。

   

6、里士满公园

　　伦敦里士满公园（Richmond Park）和附近的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是伦敦人一日游的热门景

点。里士满公园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园林，面积相当的大，环绕一圈大约12公里，建议骑脚踏车游

览。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交通：乘区域线地铁在里士满站（Richmond

Station）下车，或从滑铁卢站乘车在里士满站下车。然后跳上371 或者 65路公车，到Petersham

Gate下，用时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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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兹城堡

　　利兹城堡位于伦敦东南方向约50公里处，处于的肯特郡（Kent）的首府梅德斯顿（Maidstone

）以东4英里处的伦河（LEN）河谷中。整个城堡位于一个小湖的中央，显得十分优雅。最早的利

兹城堡建造于公元857年，是在木结构城堡基础上建造的，当时名为Esdeles。利兹城堡兴建的具体

年份已无从考证，只知道在13世纪，它正式成为皇家别墅。当时皇室的一个习俗就是：历代新任

国王把利兹城堡送给王后享用。因此利兹城堡里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女性气息，被誉为“城堡中的

王后”。在英国大大小小无数的城堡中，利兹城堡以其独有的历史和人文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到访者。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门票：成人15英镑，4-15岁儿童9.5英镑，老人和学生12.5英镑

　　开放时间：4-10月10：30—18：00，11-3月10：30—16：00

　　交通：1）从维多利亚站出发，乘坐开往阿什福德（Ashford）的列车到贝尔斯特德（Bearsted

），需要大约1小时。然后在这里换乘巴士，大约15分钟到达。可以购买包含交通费的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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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维多利亚长途巴士出发，乘国家特快巴士21路（9:00发车）。回程巴士15:05发车。用时

1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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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程推荐

   

1、泰晤士河畔漫步一日游

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眼→皇家节庆厅→泰特美术馆→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塔桥→伦敦

塔→圣保罗大教堂

乘坐地铁，达到Westminster站，一出地铁，就能看到英国最著名的标志——大本钟。大本钟的旁

边，就是英国地位最高的教堂西敏寺，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座堂。也是伦敦的议会大厦，议会

大厦禁止以游览为目的进入参观，只可以以旁听审议的形式进去，但要等旁听席空闲才可，在旅

游旺季要等到空位完全要靠你的运气。穿过泰晤士河大桥另一端就是伦敦眼。顺着河岸继续往前

走就是皇家节庆厅，是一个音乐厅，音响效果很好。继续往前是泰特美术馆，美术馆和圣保罗大

教堂隔河相望，由千禧桥连接。美术馆的不远处是莎士比亚剧院，是一座欣赏莎士比亚及其同时

代优秀剧作家作品的剧场。继续沿河前行到达塔桥，过桥即是伦敦塔，这里是王室的藏宝库，宝

石展是一定要参观的。继续前行可到达圣保罗大教堂。

   

2、伦敦市中心精华三日游

　　本线路涵盖了伦敦必去的10大景点，时间安排得可能会紧张些，不过想转遍伦敦所有必看的

景点，三天的时间已经是底线了。

D1：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卫兵换岗仪式→特拉法加广场→国家画廊→莱斯特广场→圣保罗

大教堂→泰特美术馆→千禧大桥

　　上午：威斯敏斯特教堂上午9:30开放，在这里参观1小时左右，动身前往白金汉宫看卫兵换岗

仪式。一边走一边浏览圣詹姆士公园。卫兵换岗仪式在11:30开始。仪式结束后，就沿着连接白金

汉宫和特拉法加广场的莫尔大道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广场是伦敦的代名词，来到这里不要忘记与

狮子青铜像合影。国家画廊汇集了英国在全世界收集的各种名贵艺术品，花多少时间都很难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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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完整。

　　午餐：特拉法加广场向北的莱斯特广场附近有很多餐厅，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如果有时间

，最好顺路去考文特花园逛逛。

　　下午：午饭后乘地铁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一定要登上教堂圆顶一览风景。从教堂出来走过千

禧大桥，到达对面的泰特美术馆。

D2：大英博物馆→塔桥→伦敦塔→游船→议会大厦→伦敦眼

　　上午：大英博物馆可以说是这一天的主角，它实在是太大了，就算走马观花地参观也要2小时

。其中埃及艺术品展览和爬梯农神庙的群雕尤其受欢迎。

　　下午：前往地铁Tower Hill站，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进到塔桥内部参观。之后前往伦敦塔，这里

是王室的藏宝库，宝石展是一定要参观的。游船从伦敦塔附近的码头出发，沿着泰晤士河行驶大

约30分钟。船行途中可以看到圣保罗大教堂、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和萨默塞特宫。船的终点站威

斯敏斯特千年码头就在议会大厦的旁边。最后是伦敦眼，在这里从高处俯视伦敦，看看这两天去

过的地方也是很新鲜的。

D3：肯辛顿公园→蛇形画廊→肯辛顿宫→海德公园→大理石拱门→杜莎夫人蜡像馆

　　上午：奥运期间，肯辛顿公园将作为非洲国家文化的展示基地，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和展览。

公园内还有蛇形画廊和肯辛顿宫值得一览。

　　下午：肯辛顿公园的附近是海德公园。它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公园，奥运会的会场之一，可观

看马拉松游泳、铁人三项、自行车和长跑。从海德公园演讲者之角步行可看到大理石拱门，从此

处步行20分钟，或乘地铁于贝克街站（Baker Street）下车可达杜莎夫人蜡像馆。伦敦的杜莎夫人

蜡像馆拥有荣耀的200年历史，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蜡像馆之一，并始终是游客必选景点之一。

   

3、伦敦购物之旅

　　推荐购物季：夏季减价从6月末到7月第4周；冬季减价从圣诞节后到1月末

商店营业时间：大多周一至周五10:00-18:00营业；周日关门，伦敦市中心和部分主街商店除外。

骑士桥购物线路：哈罗德百货→哈维�尼克斯百货→骑士桥街店

交通：在Knightsbridge地铁站下即可。

牛津街线路：萨尔福里奇商场→邦德街→新邦德街→卡纳比街→摄政街→牛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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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在Bond Street地铁站下即可。

   

4、伦敦郊区两日游

D1：邱园→里士满公园

　　上午：邱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植物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地方，可以乘坐区域线地铁在邱

园站（Kew Garden）下车。

　　下午：里士满公园距离邱园不远，从邱园沿着河步行就可以到达。里士满曾经是英国王室的

疗养地，是一个自然景色美丽，充满绿色的地方。公园内生活着鹿和很多其他动物，是伦敦郊外

的一个自然乐园。

D2：温莎古堡→伊顿公学

　　温莎古堡是现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且仍被使用着的皇家御所。它不仅凝缩了大英帝国900

年的历史，而且直到今日它仍是女王的办公地点之一。平时，温莎古堡全部对外开放。每当女王

来到的时候，只有山顶上最大的那座宫殿留给她，而其余的地方仍然允许参观。从滑铁卢火车站

出发，在河畔站（Riverside）下车，1小时2班，用时55分钟。然后步行约10分钟，走过驾在泰晤士

河上的温莎伊顿桥继续前行就能到达，途中的石板路走上去感觉非常好。要注意的是伊顿公学的

参观时间是有限制的。开放时间为3-4月，7-9月10：30-16：30。

   

5、伦敦周边三日游

行程安排：剑桥→牛津→斯特拉福德

　　有人说没有去过牛津与剑桥就等于没有来过英国，没有去过斯特拉福德就不会真正领会莎翁

作品的精髓。走进这些地方，仿佛就能触摸到英国文化和历史赋予它们的沧桑和厚重。如果你正

在翘首企盼这样一场文化盛宴之旅，牛津、剑桥、斯特拉福德3日之旅定会满足你。

D1：剑桥大学→剑桥帝国战争博物馆

　　早上前往剑桥大学，这座始创于13时机的大学中优美的建筑鳞次栉比，建筑形式随着时间的

推移越来越精美，使得整个大学宛如一座精美的美术馆。游走在大学校园之中仿佛每一步都行走

在历史之上。游览完剑桥大学校园后前往剑桥帝国战争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由当年英国皇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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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机场改造而成，正如他的机场背景所暗示的一样，这里展示了众多飞机，让人了解英国的空

战历史。之后可在Ely to London Kings Cross乘车前往London Kings Cross之后乘地铁到London

Paddington最后乘坐火车抵达Oxford。

D2：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牛津圣玛丽教堂

　　早上走进有“学问之城”美誉的牛津大学，这里是世界各国学子聚集的地方。剑桥的创始人

也是来自牛津。如今的牛津大学是一座现代科技与承载古老历史的厚重校舍完美协调的地方，处

处散发着文化气息。校园中不得不去的便是莫顿学院，他是牛津最早的学院，同时这里还有英国

最古老的图书馆。游览完校园之后，圣玛丽教堂也是不可错过的，在教堂之上可以总揽整座牛津

城的风姿。之后乘坐Reading to Newcastle火车前往Newcastle换车前往Stratford-Upon-Avon。

D3：斯特拉福德

　　斯特拉福德位于艾冯是河畔，这里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整座小城都侵在浓浓的历史

和文化氛围中。在美丽而充满田园风光的沃里克郡乡间，寻找莎翁的足迹。风景如画的小镇也许

正好赋予了他无限的想象，从而创造人间最绝美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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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在伦敦

   

1、伦敦小吃及西餐

 Pie & mash（牛肉馅饼和土豆泥）

　　在伦敦，尤其是东部老城区，卖鳗鱼冻和牛肉馅饼土豆泥这两种食物的店随处可见。其中，

有一些店甚至已经在这里开了近百年。牛肉馅饼和土豆泥同鳗鱼冻一样，都是伦敦19世纪劳苦大

众们智慧的结晶：香到甚至有点油的牛肉馅饼，伴着绵甜软腻的土豆泥，又加上清新爽口的荷兰

芹酱汁，简直绝配！英国的食物似乎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些像：外表看起来不起眼，甚至可以

说卖相不讨好，可是尝一口就会发现，原来并不差啊~ 如今在一些店里，除了牛肉馅饼外还提供

鸡肉馅饼，有的甚至为了日益壮大的素食主义者大军提供了蔬菜馅饼。

 

旅人推荐：

　　推荐一家叫M.Manze的传统小店（http://www.manze.co.uk/index.htm

）：1902年，现在老板的爷爷就开始做了，如今，这家店是伦敦现存还在营业的Pie& mash店中最

有年纪的！一百多年来做法的改变仅限于针对质量的微小调整，其他依然保持一个世纪前的传统

烹调方式，因而食物口味也和从前的并无二致。价格很便宜，几镑就可以吃很好了，并且供应外

带。除了这家最老的店面，他家在伦敦还有几个分店。

 

地址：87 Tower Bridge Road，London SE1 4TW

（乘地铁在Borough站下，店面不算很大，门前个不太明显的暗绿色遮阳棚）

营业时间：11：00-14：00（周一） 10：30-14：00（周二到周四）

10：00-14：30（周五）10：00-14：45（周六）

电话：（+44）20 7470 2985

网址：http://www.manz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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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and chips炸鱼和薯条： 

(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就如同披萨之于意大利、三文鱼之于挪威一样，提到英国，首先想到的就是Fish and chips了

。虽然炸鱼和薯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多稀罕的食物，但既然身在伦敦，怎么能错过一次地地道道

的“Fish and chips”呢？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薯条”比国内（比如在肯德基麦当劳之类

的快餐店中）常见的薯条要粗一些。记得有一篇上海世博的攻略中写，比利时馆有好吃的免费“

粗”薯条——可是事实上，欧洲常见的普通薯条就是这么粗。

 

　　吃炸鱼和薯条有很多去处，大到星级酒店小到街边小店，几乎处处都有它的影子。吃了几处

后，并没有发现有太大差别，但是入口的时机很重要，尤其是薯条。新鲜出锅的薯条，外面粗粗

的脆脆的，里面又香又软，沾着酸酸甜甜的番茄酱，比“开封菜”之类的快餐店常吃的细薯条的

确好吃很多。可如果放了一会儿再吃，就变得瘪塌塌的，干干的没味道了。

奶酪：

　　对于爱吃奶酪的人来说，来伦敦可不能错过这里各式各样的奶酪。英国不是美食的家乡，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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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产奶酪。据说，在整个英国，光奶酪就有700种左右。在伦敦的街头，有很多卖奶酪的小店，橱

窗里琳琅满目。不同的奶酪，包装的方式也不同，用格格布，用圆形的小木盒⋯⋯在奶酪界，我

是纯外行，可是有一些看起来就很想买。

 

旅人提示

：我个人并不是狂热的奶酪爱好者，所以只是尝试了其中的几种。其中最最惊人的是一种在欧洲

很常见的山羊奶酪。其实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很多超市里也有，但伦敦这里看到有一种是用木盒子

包得很精致的。当时决定买下来完全要归功于它令人为之倾倒的包装，可吃了一口我就结结实实

的被击倒了：我很怀疑羊的膻味是不是完全集中在羊奶里了，不然怎么会这么让人意外，而且这

种味道浓重无比，漱口喝果汁吃巧克力后还是挥之不去⋯⋯突然很好奇外国人第一次吃臭豆腐时

会作何感想。

   

2、中餐

　　Soho（苏荷）区的中国城：高高的大红牌楼，字体熟悉的烫金招牌，亲切的面孔和抑扬顿挫

的汉语，不大的伦敦中国城，是身在异乡的八万华人小小的心理慰藉。而其中无处不在的湘菜、

川菜、粤菜、闽菜⋯⋯绝对地道，而且物美价廉，堪称吃不惯西餐的人们的天堂。从Leicester squa

re地铁站一出来，满满的就都是温暖的家乡味道。总体来说，中国城的餐馆比较便宜，并且价位

都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十镑左右。

 

羊城小菜馆

电话：（+44）20 7734 1572

地址：39 Wardour St， London W1D 6PX

红满天（连锁，川菜、火锅）

电话：（+44）20 77348796

地址：59 Charing Cross Road， London WC2H 0NE

“鸿兴（海鲜，还可以唱KTV）

电话：（+44）20  7474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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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7 Lisle Street，London   WC2H 7BE）

 

　　在距离苏荷区不远的Mayfair区，有一间曾经获得过米其林一星餐厅殊荣的中餐馆。中餐馆老

板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主厨来伦敦前，已经在新加坡一家著名餐饮集团中做的风生水起。他

家价位只是稍高一点点，但菜色却属于伦敦中餐馆中比较独树一帜的，号称传统与创新的完美结

合，常常会用中式的调味料和烹调方式制作西餐中的传统食材。

网址：http://www.kaimayfair.co.uk/kai/kaihome.html

电话：（+44）20 7493 8988

地址：65 South Audley Street，London W1K2QU（可乘坐地铁Central Line，到Marble Arch站下）

 “川渝人家”的中餐馆

，听名字就知道是川菜啦。在大英图书馆附近，位置僻静，却常常人满为患，属于“酒香不怕巷

子深”那类的，但和中国城的餐馆相比，价位稍稍偏高。推荐水煮肉片和担担面。“川渝人家”

其实和中国城那家“红满天” 是一家，刚刚被它所属的集团买了下来。

电话：（+44） 20 7388 8080

地址：Chalton Street, London NW1 1JD （可乘坐地铁Northern Line或者Victoria

Line，到Euston站下）

 

旅人提示：

a、很多中餐馆都有两份菜单，去了之后一定要份中文的。英文菜单是外国人吃的，不是地道中餐

。

b、在一些中餐馆中，茶水并不是免费的，要之前务必确定一下。

c、相对于伦敦其他旅游景点，中国城里小偷很多，在这里要尽量避免将随身财务外露，遇到有陌

生路人搭讪或邀请去喝酒时，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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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购在伦敦

   

1、Market 街头市场

　　记得去一个伦敦人家做客时，发现午餐时吃到的鸡腿异常得大，和我们在超市中见到的很不

同。她告诉我们是在附近的集市上买的。原来，伦敦的集市上（market）的东西甚至比超市还好

，蔬菜水果鸡猪牛羊肉往往比超市新鲜，当然也可能会贵一点。

 

　　Borough Market（一个同行的大姐给它起名叫“菠萝市场”）几乎可以同时作为古迹来参观，

这个伦敦最早的蔬菜水果市场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了。嘴馋的人来这里，准没错啦！里面专卖有

机食品，除了各种各样即食的小吃和饮料，还有便宜的蔬菜、干货和调料等等。

 

旅人提示

：“菠萝市场”并不是天天都有的，只有每周四、五、六的特定时间开放。即每周四的上午十一

点到下午五点；周五从中午十二点到傍晚六点；周六则是从早上八点开到下午五点。

地址：坐地铁在London Bridge站下走两分钟就到，也可在Borough地铁站下。

网址：http://www.boroughmarket.org.uk/

   

2、购物街

　　如果过要买衣服、化妆品之类，就要去牛津街（Oxford Street）、摄政街（Regent

Street）和邦德街（Bond Street）之类繁华的购物街了。两侧是林立的店铺和各大百货公司：Harro

ds，Selfridges，Debenhams等等，各种品牌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伦敦人的“动物园”：“Primark”。一入Primark深似海，从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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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是路人。按照同比价格、人潮汹涌的盛况和人们的疯狂程度来说，位于牛津街的Primark是个有

点类似于北京动物园的地方，但环境和服务要好一些。和欧洲的普遍的高物价相比，这里的衣服

常常便宜到让人想哭，多数只有几磅镑，有的甚至只有两三磅镑，比动物园的还要便宜。

 

旅人提示：

a、由于人多，fitting room（试衣间）常常不够用，因此可以进去时，在门口拿一个装衣服的布篮

，选够了再去试衣间前排队。但如果遇到人特别特别多的情况，试衣间前的工作人员就会限制每

次的次数，比如，每人只能挑7件衣服带进去试，剩下的要重新排队等下次才行。

b、Primark中的衣服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最便宜的。比如在打折季，就在同一条街上的Gap或H&

M中，类似的衣服打折后或许比Primark里的还要便宜。

C、如果英国是在欧盟区旅行的最后一站，可能的话，一定记得要退税。但由于很多店都有不同

的退税额度或者需要另付费。因此，买的所有东西并不一定能退税，或者也不一定需要办理退税

。如果需要达到一定金额才行，可以同行的几个人大家一起凑。如果遇到第二种情况，比如在和

动物园几乎相同价位的Primark买衣服，如果要办理退税需要额外交50镑，而通常买一件衣服才几

镑，因此如果量少的话就不值得了。

牛津街地址：地铁可在Oxford Circus、Bond street下车，看见汹涌的人流就知道到了。

   

3、奢侈品

　　如果买奢侈品，则有几个不同的选择。一是去Westfield之类的购物中心似的Outlet，也可以选

择的Bubbery工厂店一类的Outlet。厂店的折扣虽然比购物中心还要多，但问题在于质量。有一些

很便宜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残损或着严重过时。因此要慎选。

 

旅人提示：去Bubbery Factory可以乘坐地铁Victoria line 到Seven Sisters，然后再转伦敦市内的火车到

Heckney站下。出站后找到这附近的Tesco后，沿着前方的Morning

Lane继续走，右手边挂小牌子的就是啦。

 

必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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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s鞋：伦敦据说是买clarks鞋最好的地方。质量好，舒服，价格从20镑到60镑不等，性价比较

高，号称“自用送人两相宜”。

Burberry：老牌经典英伦风，闷骚人士的必选装备。

Thomas Pink的衬衫：十八世纪开始的英国英国品牌，被LV收购后身价更是水涨船高。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也很爱他家的衬衫。

 Harrods（哈罗斯商场）的甜食：哈罗斯的东西就是贵、贵、贵，Food Hall（食物厅）中的食物

和其他地方相比也同样贵的要命。但是面对成百上千种蛋糕、巧克力、糖果、果酱、奶酪，把它

们买一点点回家，无论是自己吃还是当作礼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Body shop：伦敦的body shop可算是买礼物的一大胜地，东西不劣质也不算贵，各种乳、各种霜、

各种液等等等等，种类多种多样。如果需要带礼物回去送人，一定要好好逛一逛body shop。

纪念品：

伦敦三大街头标志：红色电话亭、红色邮筒、红色双层大巴，因此大部分的纪念品都是做成这种

样子的小东西，便宜的只要一两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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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住宿

　　大到希尔顿，小到家庭旅社，伦敦最不缺的就是住宿的地方啦。可以在www.booking.com

上住处，无预订费，一般不会提前划钱（提供特殊折扣时除外），预定前可以看酒店分数和住客

对酒店的评价。下面几个不同价位的住处：

 

The

Ritz（丽兹酒店）：

位置靠近城市中心，绝对的传统英格兰风。据说爱德华七世、丘吉尔、卓别林等等名人都曾经下

榻这个已经一百多岁的豪华酒店，每晚三百镑以上。（网址：http://www.theritzlondon.com/）

 

H10 london waterloo

hotel

：听名字就知道这个酒店位于交通便利的Waterloo站，在booking.com上的客人评分相当高。但每

晚在一百镑左右，算是中间价位。（网址：http://www.hotelh10londonwaterloo.com/en/index.html）

 

Clink78

：在booking.com中的低价位住处中，这是一个得分相当高的青年旅社，服务很好，提供大量和旅

行相关的信息。最便宜的每晚二十镑左右，离地铁站很近。（网址：

http://www.booking.com/hotel/gb/clink78.html?sid=77639641f80101f7c5b06b6578aa08b6;checkin=2010-09

-10;checkout=2010-09-1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Youth Hostel

Association青年旅社协会（网站：http://www.yha.org.uk/）提供的住所中，有一处位于Holland Park

中，内部和其他的青年旅社无异，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美好安静的周围环境，简直就像偶像剧

中散发英伦范的女主生活的私立学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名鼎鼎的狄更斯、拜伦都曾经在这

里居住过。但由于这里离市中心及大部分旅游景点比较远，慎选。

 

　　除了上述住处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住宿地点就是大学宿舍啦。如果恰巧是暑假来到这

里，可以选择住在一些大学假期提供的学生宿舍，有的大学甚至全年都可能有房间外租。城市大

学、伦敦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学院都有房间提供，国王学院甚至开放了汉普斯特、滑铁卢、伦敦

桥、丹麦山四个校区。价位和青年旅社差不多。

伦敦城市大学：http://www.city.ac.uk/conference/accommodation/index.html

国王学院: http://www.kcl.ac.uk/about/structure/admin/facser/facilities/conbro/index.html

帝国理工学院：http://www3.imperial.ac.uk/conferenceandevents?page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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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相当于一个大学联盟）：http://www.halls.london.ac.uk/visito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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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交通

   

1、飞机

　　伦敦作为国际交通中心，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飞往英国的航班，中国的北京、上海和香

港每天都有直飞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

伦敦共有五个机场，其中希思罗和盖特威克是国际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伦敦市机场和卢顿机

场主要作为廉价航空的停靠站，这些飞机主要飞往欧洲和英国国内的一些城市。

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由英国机场管理公司负责营运，为英国航空和维珍航空的枢纽机场以及

英伦航空的主要机场，为伦敦最主要的联外机场，也是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

全球众多机场中排行第三，仅次于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伦

敦希思罗国际机场位于伦敦市中心以西22公里处，希灵登区南端。 

　旅人提示：中国国内飞伦敦的飞机几乎全部降落在希思罗机场。

电话：0870 000 0123

 　　网址：www.baa.co.uk/heathrow

 　　 如何到达：

1、地铁：去往市内最便宜的方式是地铁。建议下飞机后买一张Oyster伦敦交通卡，Oyster卡确实

有优惠，但价格非固定，大概需花费4到6镑左右，取决于地铁乘坐的目的地。但花费时间最长，

全程需要一个小时。地铁列车每隔几分钟发车一次，运营时间为：5:00-23:57。

2、希思罗机场快线：这是到达市内的最快方式，全程只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但当日购买票

价为18镑，在线订购票价为16.5磅，很贵。每15分钟1班车。

电话：0845 600 1515

网址：www.heatrowexpress.co.uk

3、国营巴士：每小时三班去往Victoria长途汽车站，全程40分钟，4.5镑。Victoria火车和地铁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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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途汽车站附近，可在这里下车后转乘地铁去其他目的地。

4、N9夜间巴士：每二十分钟一班，票价两镑。经Kensington Core肯辛顿高街、Piccadily路、Regen

t街，最终到达Strand路上伦敦国王学院附近的Aldwych车站，全程一小时五分钟。

5、出租车费用约为100镑，需要1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以乘客流量计算，盖特威克机场是英国第二大机场（仅次于伦敦希思罗机场

）。它亦是全球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以及乘客量计全球第六最繁忙的机场。该机场距离伦敦市

中心约100公里。

　　如何到达：

１、火车：盖特威克和伦敦市之间有三条火车线路，其中最快的一条是开往维多利亚车站的盖特

威克特快。车程为30分钟，票价为16镑。电话：0845 580 1530。

2、国营巴士：可以选择国家快车公司的点对点穿梭巴士。单程票价：20镑。电话：0845 3682

368。

3、出租：打车费用需要100磅。

斯坦斯特德机场：

一座位于英国伦敦的单跑道民用机场，多家欧洲廉价航空公司的枢杻港。伦敦第3大重要和繁忙的

机场，位于伦敦市中心48公里以外。电话：0870 000 0303

如何到达：

　　

1、easyBus公司的长途车：每二三十分钟一班，需要提前订票，最低可以便宜至两镑。全程一个半

小时左右。车票上有地图明确标清了上车和下车的车站，等车需要提前至少十分钟到。贝克街那

个车站很小，但上方有一个小飞机的图标和“19”的号码牌。

　　2、National Express每天也有很多班往返于机场和伦敦市内的长途车，提前订票会便宜，双程

的总价有时比单程会更低。

　　3、Stansted Express每小时四班，最快也最贵，全程四十五分钟，十七镑

 伦敦城市机场（London City Airport)

位于伦敦码头区，紧邻泰晤士河，属支线民用机场。有一条跑道，有一个航站楼，该机场主要为

英国国内航线及飞往欧洲大陆的小型航班而设。由于伦敦城市机场位于伦敦市内，且跑道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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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允许螺旋桨飞机、小型喷气式飞机（如波音737-700、空中客车A318、CRJ-7等）起降。电

话：7646 0000

　　如何到达：

　　1、港区轻轨：有轻轨直接通往伦敦城市机场，从机场开往城市市中心需要20分钟，发车时间

为5:30-24:30.

2、打车到市中心需要30英镑。

卢顿机场（Luton Airport)

卢顿机场是伦敦地区的第四大机场，排在希思罗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之后。卢

顿机场距伦敦市中心50 公里，拥有1 条2160 米长的跑道和1 个航站楼。　

　　如何到达：

1、火车：从机场出来到机场车站首先要坐一小段巴士。泰晤士联线运营的铁路线路可以到达伦敦

多个站点，火车每15分钟一趟，票价为12镑。

2、巴士：乘坐长途汽车从机场到维多利亚车站需要60-90分钟。车票：11磅。电话：0870 608

7261。

   

2、铁路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铁路系统非常完善，英国的火车最早提前三个月可以购票，

游人可以在火车站、旅行社或者通过网络购买。在英国有几种常用的火车优惠票，非别是英国国

铁联票、伦敦大都会火车票、欧洲之星、铁路漫游票等。其中英国国铁联票、伦敦大都会火车票

和欧洲之星属于外国国籍旅客专属车票，需要在旅游者本国购买。

国际列车：

从欧洲大陆开来的列车都由欧洲之星负责运营，停靠在圣潘可拉斯车站。

欧洲之星（Eurostar）是一条连接英国伦敦圣潘可拉斯车站与法国巴黎（北站）、里尔以及比利时

布鲁塞尔（南站）的高速铁路服务。这种列车离开伦敦之后便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在比、

法境内欧洲之星列车与法国TGV和Thalys使用相同的轨道。高速列车把伦敦至巴黎的陆上旅行时

间缩短了一半，3小时即可到达，和乘飞机的耗时基本相同。

每天有9-15班欧洲之星往返于伦敦至巴黎及伦敦至布鲁塞尔。由于营运公司以最低旅途时间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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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乘客的卖点，每天至少有一班直达列车往返于三城之间。其余班次在往返巴黎及布鲁塞尔时，

会在里尔、加莱弗和丹站-法国北部及阿萨福德国际火车站三站稍作停留。

伦敦到巴黎：每天15班车，首班车时间6:29，末班车时间20:45。车程为2小时15分钟到2小时40分种

，票价154.5镑。同时购买当日返程票可得到优惠。

伦敦到布鲁塞尔：每天8班，首班车时间6:59，末班车时间19:32.车程1小时50分到2小时20分。票价

154.5镑。同时购买当日返程票可得到优惠。

电话：0870 518 6186

        网址： www.eurostar.com

国内列车：

伦敦到牛津：在帕丁顿车站发车，车程1小时左右，白天每10-30分钟就有一班车。二等车票价22.5

镑，头等车为35镑。

伦敦到剑桥：在利物浦街车站发车，车程1-2小时，每10-30分钟就有一班车。二等车票价17.9英镑

，头等车28.7英镑。

伦敦到巴斯：在帕丁顿车站发车，每30分钟左右一班车，车程约1.5小时。二等车票价66.5镑。

伦敦到爱丁堡：在国王十字站发车，白天每逢整点发车，部分半点也有车。车程4.5小时左右。二

等车票价126磅。

如何坐火车省钱：

　　（1）火车通票

如果想要比较灵活的旅行方式，可以购买英国铁路通票(Britrail Pass），可在指定的英国区域内，

从购买之日起算的2个月内任意选择3天、4天、8天、15天的乘坐火车。26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可购

买青年通票，不过需要提前在网上购买。详细票价和购买方式请见：www.britr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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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火车通票样本(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2）折扣方式：

青年铁路卡：

只要客人在16-26岁之间或是全日制学生，凭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和一张护照照片即可在任意的英国

火车站售票处办理。目前一张青年卡的费用为26英镑，有效期为1年，可享受6.6折火车票的优惠

。

团体票：

如果同行的人数超过3或4人。3人或其倍数，整体车票可享受6.6折；4人或其倍数，整体车票可享

受半价。但不可与青年铁路卡等其他打折卡同时使用。

（3）车票种类：

Anytime Single/Re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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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三个月内的任意时间乘坐指定的线路。票价非常贵。性价比不如火车通票。

Super Off-Peak Single/Reture:

指在周一至周五9:30以前和伦敦地区晚高峰以外的时间。它的特点是出发的日期是固定的，但回

程可以是1个月以内任意一个非高峰时间使用，且可以中途下车使用。

Advance Single:

最便宜的票种，因为此种票数量有限，所以先买先得，通常提前6—8个星期购买为好。这种票的

优点是价格便宜，缺点是不够灵活，只能在您买票时选择的时间乘坐指定的车次，不能退票。改

票需要提前办理，并要缴纳10镑手续费，并补差价。　　

（4）购票途径：

网上预订：

具体火车票线路、时间和价格可以去www.nationalrail.co.uk

 进行查找。需要购买时可以选择专卖火车票的代理或铁路公司的网站，如 www.thetrainline.oc.uk

。

火车票站售票处：

可购买当日起的火车票，也可以异地购票。在车站寻找ticket office字样即可。

   

3、长途客运

　　英国有相当便利的巴士服务网，同时对游客提供快车通行证、巴士折扣证、巴士旅游证等交

通套票。长途巴士在英国被称作Coach，是最便宜的旅游方式之一，但旅途所需要的时间也往往

比火车要多出一半。英国最为主要的长途巴士公司为National Express，在苏格兰段内则为Citylink

，另外还有Megabus公司经营部分路线，也提供了很多极为便宜的车票。

英国主要长途客运公司：

National Express:

该公司为英国最主要的长途巴士公司，连接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城镇和苏格兰的大城市以及

各个城市的主要机场。部分热门线路（如伦敦—曼城）有1英镑起卖的funfare票，先到先得，不可

退换。全价票通常也比同线路的火车票便宜一半。具体线路和价格可登陆公司网址：

www.nationalexpress.com

                                           119 / 127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http://www.thetrainline.oc.uk
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


�������

伦敦：英伦风范
Megabus：

该公司的线路连接英国的主要城市，但车次要比National Express

要少，有时提供一些极便宜的车票。详情可登陆：www.megabus.co.uk。

Citylink：

这家长途客运公司仅经营苏格兰境内的线路。大城市之间有1英镑起卖的票，其他主要城市之间有

Super Saver票，都需要提前预定。详情可登陆：www.citylink.co.uk。

   

4、地铁

　　伦敦的地铁经常晚点，部分线路周末还会停运维修。地铁列车在高峰时段闷热拥挤（周一—

周五8:00-9:30,16:30-19:00）。即便如此，由12种颜色编号的线路组成的地铁列车系统仍然是最快捷

的伦敦出行方式。伦敦地铁乘客服务中心处理相关的投诉和意见事宜，电话：0845 330

9880(每天8:00-20:00）。

乘坐地铁：

游客可以登录网站www.tfl.gov.uk/oyster，拨打电话：0870 849 9999，或在地铁站、旅游信息中心、

部分火车站和书报亭买牡蛎卡。单程票或者日票可以在售票处或售票机上购买。

使用牡蛎卡进出地铁，只需用卡碰触黄色读卡器即可开门。出地铁时再刷一次卡即可。

使用纸质车票进站，应将票的黑色磁条面朝下插入投票口，然后从机器顶部拉出，门就会打开。

出战时方法相同，但车票会被收回。

地铁时刻表：

每天5:00开始运营，周日时会有部分线路晚1到2个小时运营，圣诞节停运。末班车时间为每天24:0

0左右。伦敦地铁每5到10分钟会有一班列车。

费用：

伦敦地铁根据分区不同，票价也不同。成人单程票1-6区4英镑，1-7区5.5英镑，1-9区7英镑。大多

数景点都在1区内。除此之外游人还可买1日或者3日卡坐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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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地铁地图

地铁主要线路和站点：

　　皮卡迪里线：希思罗机场、皮卡迪里圆环、莱斯特广场、大英博物馆。

环线：白金汉宫、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泰晤士河游船。

朱伯利线：福尔摩斯博物馆、杜莎夫人蜡像馆、格林威治千禧蛋。

北线：特拉法加广场。

   

5、乘船

　　泰晤士河游船是伦敦的经典观光项目。坐在船上，平静的河面微风习习，两岸风光如画卷般

展开。在伦敦主要有四家公司经营游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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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rusises :Rail River Rover

在城市游的常设线路上随时上下游船（可在威斯敏斯特、滑铁卢、伦敦塔和格林威治码头上船）

，还可以免费乘坐轻轨。

电话：7740 0400

价格：11英镑，优惠价：5.5英镑。

贾森运河船之旅：

该行程需要90分钟，乘坐狭窄的船在小威尼斯和卡姆登之间游览。这条线路很受欢迎。

电话：7286 3428

价格：7.5-8.5英镑

网址：www.jasons.co.uk

伦敦游船之旅：

London RIB Voyages:

电话：7928 8933

价格：26.5-39英镑

网址：www.londonribvoyages.com 

 飞鱼之旅Flying Fish Tours:

游客可以搭乘伦敦RIB和飞鱼提供的快速游船游览泰晤士河，需提前预定。

电话：0844 991 5050

价格：29英镑

网址：www.flyingfishtours.co.uk

   

6、出租车

黑色出租车：

　　在伦敦，有营业执照的出租车被称为"黑色出租车”（Black Cab，事实上由于车载广告的原因

它有很多种颜色）。它们也是伦敦城市生活中深受热爱的一道风景。黑色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一

种称为知识的测试，确保他们了解伦敦市区的每一条街道，以及到达那里的最短路线。伦敦的黑

色出租车起步价为1英镑，计价器会根据行车时段、行程里程和胡租车速度计算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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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特有出租车—Black Cab(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如果出租车的橙色空车标志亮着，表明可以拦车。一旦它停下来，7英里范围内的目的地，出

租车司机是不可拒载的。伦敦很少有空车出租车，所以记住24小时叫车电话是非常有必要的。一

号通：0871 871 8710，出租车通讯：7272 0272，拨号叫车：7253

5000。电话叫车会加收2英镑的费用。

投诉可拨打公共运输局电话：0845 602 7000

小型出租车：

　　小型出租车总体比黑色出租车便宜，但可信度较差，建议只搭乘有营业执照的出租车公司的

汽车。这里介绍几家执照齐全值得信赖的小型出租公司。

安迪生.李：7387 8888，女士出租公司：7272 3300，瓢虫：8295 0101。

   

7、公交

　　因为北京奥运会上“伦敦8分钟”的表演，伦敦红色双层巴士让很多人所熟知。其实这种双层

巴士一直以来就是伦敦的象征，在伦敦人心中有非常高的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被称

为伦敦象征的红色双层巴士正在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转而由更舒适，更环保的新型车辆所代替

。

　　在伦敦乘坐公交必须持有车票或有效的通票才能登上市内各处的公交车，现在的伦敦以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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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为主，当地人形象的称其为手风琴巴士。游人可以通过公共汽车站的售票机购买车票或者一

日巴士通票，另外使用牡蛎卡通票是最省钱的方式。公交车上会有检票员随机上车检查，没有票

的人会被处于50英镑的罚款。

费用：使用牡蛎卡每次乘车只需支付1英镑，每天最高支付3英镑（不论乘坐多少次巴士）。现金

单程车票则需要2英镑，16岁以下免费。一日游的通票为3.5英镑。 

 红色双层巴士(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夜间巴士：多数巴士线每周7天24小时运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字母N打头的夜间巴士。这些

巴士运营时间为23:00-第二天6:00。夜间巴士为每15-20分钟一趟车。一日通票可使用到第二天4:30

。

绿线巴士（Green Line Buses）：该巴士在伦敦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运营。办事处在外多利亚客运

站对面，工作时间为24小时。电话：0870 608 7264。网址：www.greenline.co.uk。

   

8、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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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地势起伏不大，骑自行车比步行能够更快更方便的转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在中心城区，

伦敦交通局一共设立了三百多个自行车停放点，目前有大约五千辆自行车可以出租给游客，不久

后数量就将迅速增长到六千辆左右。首先，需要在伦敦交通局网站上进行注册　（

https://web.barclayscyclehire.tfl.gov.uk/member），花三镑买一个“Membership

key（会员锁，用来开车子的）”后，可以选择自己的会员时间： 24小时、七天，或者一年，相应

的会员费（只是会费，不是租金）分别为一镑、五镑、和四十五镑。会员使用自行车并不是按小

时付费，而是每次前半个小时免费，之后阶梯定价：每一小时收费一镑/每一个半小时四镑/每两

个小时六镑/每两个半小时十镑⋯⋯（最多）二十四小时五十镑，如果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还没有

还车，要交一百五十镑的罚款，另外如果自行车有任何损坏也需要交纳罚金，最高三百镑。

除此之外，伦敦交通局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自行车租赁公司：

https://www.tfl.gov.uk/tfl/roadusers/cycling/offers/default.aspx 简单注册一下就可以从网上直接得到相

应公司不同折扣的优惠券。另外，还有一些酒店也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

 旅人提示：

　　a、网站提供中文版，内容虽然比英文版少很多，但是已经很够用了。

　　b、作为世界上最最最有年纪地铁系统，强大的伦敦地铁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但全

部的276个站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每天开放。又由于常常出现地铁工人罢工的情况，因此最好在出

行前去伦敦交通官网查询。

　　c、为了充分利用伦敦交通局对自行车特别的收费方式，建议使用前最好根据自行车出租点的

分布地图（https://web.barclayscyclehire.tfl.gov.uk/maps

）规划好骑行线路：如果从一个点到下一个点，每一次使用车子的时间都在半个小时之内，那全

天行程就是完全免费的。

　　ｄ、总体来说伦敦的交通还是挺贵的。建议买Oyster交通卡，可以便宜一些，但不能多人共

用。办Oyster卡时需要付三镑押金，退卡时可以退还。伦敦交通一共分成六个区，希思罗机场在

第六区，一般的旅游景点都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区。不同站点票价不同。但Oyster保证每日以

最低票价扣款。

　　ｅ、不建议做专门的观光巴士，不是很值。可以选择做8路或者11路公交车。另外，在大笨钟

身边穿过的9路和15路的巴士，就是电视上常常见到的那种红色双层大巴车啦。

                                           125 / 127

https://web.barclayscyclehire.tfl.gov.uk/member
https://www.tfl.gov.uk/tfl/roadusers/cycling/offers/default.aspx
https://web.barclayscyclehire.tfl.gov.uk/maps


�������

伦敦：英伦风范

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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