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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丁堡：苏格兰风笛声中的艺术之都

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宁静苍凉的高地风光，铁骨柔情的华莱士，震天裂地的“for freedom”

呐喊，构成了人们对苏格兰的最初印象；而电影《哈利�波特》中，诡异空灵的古堡，从“九又

四分之三月台”出发的蒸汽火车，深不可测的荒原密林，则让人们记住了爱丁堡，引发了人们对

于爱丁堡、乃至整个苏格兰的众多美好、神奇的想象。既然如此，何不怀着勇敢的心，亲自踏上

爱丁堡的土地？这里听得见遥远苍凉的风笛声，看得见极目的原野、醉蓝的天空，闻得见生命之

泉威士忌的酒香。 

巍峨的爱丁堡城堡(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爱丁堡是苏格兰南部低地的中心，也是苏格兰的首府，这里依山傍水，风光绮丽，气候湿润温和

。除春季多风外，夏秋两季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沿街排列的乔治王时代建筑、精彩的博物馆和

让人肃然起敬的城堡点缀其间，是英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哈德良长城以北最值得观赏的地

点，素有“北方雅典”之称。

作为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并不像通常的首都那样张扬，或是嘈杂，但它有一种厚重的力量能感

染所有到过那里的人。特别是老城中那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王宫或者民宅，深色的石头上似乎有

时代变迁的痕迹，漫步其中仿佛行于过去。但这份厚重并不让人感到沉闷，相反，悠扬的音乐总

是飘荡在条条街道，艺术氛围无处不在，随性的爱丁堡人性格开朗，微笑总是挂在脸上，这一切

都让人倍感温暖。每当夜幕降临，小巷中总有星星点点的光，各式的音乐隐约传来，又是一个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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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的不眠夜⋯⋯

你不知道的爱丁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命名爱丁堡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其正式名称是“文学城市（City of Li

terature）”。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城市”称号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五个城

市获得这个殊荣：爱丁堡（2004），墨尔本（2008），爱荷华城（2008），都柏林（2010）和雷克

雅未克（2011）。北面分为新城，南面为旧城。 

爱丁堡鸟瞰图(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方位：

爱丁堡位于苏格兰东海岸入海口，在整个英国的北部，靠近英格兰，雄据于延绵的火山灰和岩石

峭壁上。与大部分欧洲城市相比，爱丁堡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南部低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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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爱丁堡最棒的体验

   

1、在爱丁堡城堡寻找哈利波特中的魔幻古堡

爱丁堡的城市名字源于苏格兰语“斜坡上的城堡”，而在爱丁堡市区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这座有着15个世纪历史的古堡。爱丁堡城堡是这座城市里最雄伟的建筑物，其对于苏格兰，如同

大本钟对于伦敦一样不可替代。当年，罗琳就是受到爱丁堡城堡魔幻色彩的启发，创作出了哈利

�波特小说系列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哈利�波特第六部系列小说《哈利�波特

与混血王子》在全球发售的时候，罗琳也是在爱丁堡城堡里为一群小读者们朗读她的最新作品，

以此庆祝新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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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为了配合这座颇具古风的建筑，古堡城门口站岗的哨兵和堡内的导游都身穿苏格兰传统服饰，每

天早上，还有一个士兵吹风笛迎接游客。城堡门口有两个守卫的雕塑，分别是威廉华莱士（Willia

m Wallace）和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他们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苏格兰最伟大的英雄，

布鲁斯曾打败了英王爱德华二世。进入城堡，两边是炮台，城墙上镂空着一排小洞，可架枪，可

放箭，可攻可守。站在苏格兰的城堡，很自然会想到他们的英雄。一阵幻觉晃过，仿佛华莱士正

站在城墙上，高喊着“自由”，指挥着千万军马抵抗英军入侵。爱丁堡城堡作为苏格兰人抗击英

军进攻的堡垒，与中国的长城异曲同工。它们都记载并传承着历史，并且都成为标志那个民族永

不服输永不气馁的精神坐标。

旅人提示：关于爱丁堡城堡的详细信息见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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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卡尔顿山欣赏余晖下的古城建筑

卡尔顿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山丘，稍稍远离市区，从车站到上面大约20分钟路程。山的北面是制高

点，从这里甚至能依稀看到福斯海湾；正南面是遥相对应的亚瑟王宝座（另一个小山丘）；东南

面还能看见四方形的荷里路宫。英国人讲：我们从来不向王权叩拜，只为上帝和美下跪。登上卡

尔顿山，俯瞰爱丁堡全城，你当有如此感觉。你会发现爱丁堡的建筑之美超越了米黄色的巴黎，

金色的维也纳，红色的布拉格，多彩的伦敦。其夺人心魄的气势，使其他历史名城一下子显得太

单薄、太柔美、太苍白、太脆弱。城内暗灰色的克雷格莱斯砂岩建筑层层叠叠，在阴郁的苏格兰

天空下，狂放肆虐，气势磅礴。爱丁堡的美是沉毅的，厚重的，坚实的。意味深长而不动声色，

古老沧桑但生机勃勃，神秘莫测又气宇轩昂。它不光滑的外表，粗糙质朴，传达出微妙的刚健气

质；它墨黑的石色，有股难以形容的沧桑之美。

山顶的正中央伫立着国家纪念碑，是模仿雅典帕提农神庙，纪念拿破仑战争中的牺牲者而特意修

建的纪念碑。纪念碑当年因预算不足而未完工，不过残缺并不影响其宏伟的气势，在整个山顶上

绝对是第一吸引眼球的地标。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在建筑上，整座建筑笼罩在一股神圣的氛围

中。

旅人提示：关于卡尔顿山的详细介绍见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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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的国家纪念碑(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3、在仲夏夜的爱丁堡艺术节，被艺术紧紧拥抱

不去爱丁堡，你难以想象，苏格兰人民对艺术的痴迷可以达到如此疯狂的地步。而且，这种痴迷

毫无理由地感染着从世界各地涌入爱丁堡的人。每年8月的爱丁堡艺术节，古老的爱丁堡散发出深

邃而迷人的气息，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深深感受到被艺术紧紧拥抱的快乐和惬意。爱丁堡

艺术节是爱丁堡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虽然整个爱丁堡平时各种演出不断，可一到艺术节期间，整

个城市就宛如一个巨大的剧场。届时不同肤色、不同门类的表演者在这里粉墨登场，艳丽的扮相

，奇特的服装，搞怪的动作，精湛的杂耍，还有极具煽动力的口才⋯⋯这是一场公开的艺术盛宴

，所有人都可以上台表演，为的就是吸引眼球，无论好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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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在众多的演出活动中，最盛大的要数艺术节开幕前一天的盛装游行了。这既是对参加艺术节的艺

术家们的宣传，又是对游客的一种服务。游行中还会当众宣布爵士音乐节的开幕。人们穿上爵士

乐全盛时期的衣服互相庆祝。

旅人提示：

艺术节的演出票多数要排队购买。如果能在售票处开门前30分钟去的话，应当可以买到。不过要

买焰火晚会，艺术节开幕及闭幕日，据说要提前半年购买。皇家英里大道是艺术节的中心道路，

整个艺术节的售票中心就设在这条大道上。艺术节每天出版一本《每日导引》，详细地列出从早

晨9点到午夜1点的所有演出，游客可免费索取。艺术节的详细介绍见十二。

   

4、喝一口“生命之水”，品苏格兰威士忌金黄色的诱惑

有些东西可以靠岁月获得，有些东西却会随岁月而消失。有随蒸发而增加的东西，也有随之减少

的东西。只不过是个性不同而已⋯⋯无论如何都是漫长的岁月，不过确实有等待的价值。

——村上春树《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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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如果有一种味道可以代表苏格兰，那一定是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只有在苏格兰酿造的威士忌才

可以被称为苏格兰威士忌。之所以称之为男人的味道，是因为此酒甘烈醇厚，却又不失香气的温

柔，汹涌澎湃的苏格兰男人气势一览无遗。难怪有人形容苏格兰威士忌为生命之水，可以渗透进

生命，为男人的灵魂找到最好的栖身之所。而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有句名言：自由与威士忌同在

！来爱丁堡怎可以不探访一下威士忌的秘密，无缘去酒庄探个究竟，可以在爱丁堡的老城找到苏

格兰威士忌中心一窥苏格兰威士忌的奥妙。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以主题导引的方式，提供参观者基本的威士忌知识，包括历史由来、制作过程

、实体模型，当然还可以免费品纯正苏格兰威士忌的风味。如果你是入门者，第一次品尝金黄色

的苏格兰威士忌，独特的口感甚至会让你联想起烟灰和烟蒂。对了，从烟熏般的感觉向柔滑香醇

                                               13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329647&do=album&picid=50989&goto=down#pic_block


�������

爱丁堡：风笛之乡
的过渡正是威士忌的魅力之一。如果你的经验日渐老道，那么关键词就增加了焦糖、巧克力，甚

至是姜饼，味道在酒中分有层次的高低，只有深谙此道的老手，才能把众多的味道在舌尖把玩随

心。最重要的，苏格兰威士忌与其他种类威士忌最大的不同，是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泥煤——正

是这种物质为苏格兰威士忌带来与众不同的独特香味。

旅人提示：关于威士忌中心的详细介绍见四（6）。

   

5、聆听高地天籁之音——苏格兰风笛

如果有一种声音可以代表苏格兰，那一定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当悠扬的风笛声飘过秀美的山峦

，一切依然如往日的宁静，星星点点散落的牧人小屋和谐地点缀着翠绿的大地，在这天籁之音中

，似乎可以忘记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丑陋，只有和平、温馨、自由的家园⋯⋯苏格兰风笛，它时而

婉转动人，时而气势磅礴；有耳鬓厮磨的万种柔情，也有硝烟弥漫的悲壮豪迈，苏格兰的历史一

切依稀都在风笛声中。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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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到爱丁堡的迎宾大厅欣赏最正宗的苏格兰音乐，这里经常上演古典音乐会，苏格兰国家管

弦乐团是这里的常客。但其实漫步在皇家英里大道，处处可见身穿花格裙的艺人吹响风笛。在艳

丽的日辉里，艺人一脸的愉悦与生趣。笛声就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摇曳，滋润着每

一个听者的心田。

旅人提示：关于剧院和现场音乐的更多信息见十一（4）。

   

6、在《哈利�波特》的诞生地喝杯咖啡

来到爱丁堡，可千万别错过大象咖啡馆（Elephant House）这家魔法餐厅。它不仅别具风格，还是

著名的“哈利�波特”诞生地。咖啡馆离皇家英里大道不远，是当年苏格兰单亲妈妈罗琳（J.K. R

owling）因暖气费用为难时，借道取暖和创作的地方。落地窗外是美丽的爱丁堡老街，天马行空

的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第一卷便是在这家咖啡屋里一字一句诞生的。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喝

一杯咖啡，任思绪漫天飞舞：究竟是什么启发了罗琳的灵感？是那些古老的城堡，还是永远被苏

格兰人津津乐道的灵异故事？这些都已不重要，只要知道哈利在这个充满灵性的城市，和着昂然

奏响的苏格兰长笛，能够自由地飞翔便足矣。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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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要以为这家咖啡馆单单是靠哈利�波特才出名的，其实大象是这家店的主题，这里到处都

是大象的影子：玻璃柜里是各种不同材质风格的大象玩偶，椅子是大象，玻璃上的大象贴纸，咖

啡杯上印着大象，据说这里一共可以数到600多头大象。店主不只是把大象作为标志，这背后是有

故事的。由于人们利欲熏心，为非法获得象牙，每年有无数头大象被杀死。这个位于咖啡馆前厅

与后厅之间的走廊，就成了保护大象的宣传区。

咖啡馆的门口总是挤满了人，也总是有一车一车的游客不断地来。奇怪的是，店里永远不会人满

为患。花上两个英镑喝上一杯，或者再加一个英镑边喝边上会儿网，给朋友和亲人发一张即时照

，说：“hi，我正在哈利�波特出生的咖啡馆向你问好。”然后就离开。

旅人提示：关于大象咖啡馆的详细信息见九（3）。

   

7、入夜人鬼“同行”，来次灵异之旅

有着“鬼城”之称的爱丁堡是一个目睹过很多血雨腥风的城市，鬼是爱丁堡的特色象征符号，穿

梭在城市之中各种阴气扑鼻而来。也因此爱丁堡的旅游文化自始至终与鬼有着不解之缘，从诡异

森人的闹鬼城堡到举办的“撞鬼之旅”，从传说中的女巫聚集地到热闹奇特的鬼节，如果你喜欢

探险、追寻刺激，来到爱丁堡不可错过与鬼同行的奇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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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的爱丁堡街道(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皇家英里大道是爱丁堡城市是“鬼魂”最集中的地方。据说在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的时候，爱

丁堡政府把病人全部集中在大道旁的玛丽金巷（Mary King’s Close），并把房屋的门窗全部钉死

，这些人被活活饿死。这些惨死的人“冤魂不散”，每日便游荡在玛丽金小巷，并不时会跑到皇

家一英里大道上去，游人走在玛丽金小巷，总会感觉到什么人拉扯着自己的衣袖，或者胳膊和腿

碰到很软的物体，当地人一定会对你说，那是你和一个叫安妮的小女孩鬼魂相遇了，她每天都会

和游人们纠缠⋯⋯玛丽金小巷被俄罗斯真理报评为世界十大恐怖的地方之一。

每当晚上天黑后，就会在大街上看到身着古代黑长袍的人，行色匆匆，他们就是带领游客开始寻

鬼之旅的特种导游。旅程中有专门处死女巫的女巫法场、曾经堆积过尸体的停尸房、地下城的入

口、野外坟地、地下墓穴、会动的食水兽，还有可以打开的铜像密道。此外每人发一个手电筒，

抓鬼结束后还附赠一杯啤酒压惊。

旅人提示：

皇家英里大道上有很多立地的小招牌，上面有写集合时间，集合时间到招牌前面集合，会有人带

你走地道之类的walking tour。

推荐：

Black Hart

Storytellers（2259044，www.blackhart.uk.com

，成人8.5磅，优惠价6.5磅）不适合幼童。葛莱菲教堂院子的“死亡之城”团队游可能是爱丁堡众

多“幽灵”之旅中最好的一个。

Cadies & Witchery

Tours（2256745，www.witcherytours.com

，成人7.5磅，儿童5磅）身着斗篷、脸色苍白的亚当�莱尔引导游客徒步完成老城阴暗角落的“

谋杀与神秘”之旅。这些有趣的旅行以“jumper-ooters”著称，jumper-ooters就是那些经过化妆的

幽灵扮演者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跳出来吓你一跳。

Mercat

Tours（5576464，www.mercattours.com

，成人7.5磅，儿童4磅）提供种类多样的神奇之旅，包括老城和利斯徒步游、“幽灵”之旅及地

下鬼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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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罗斯林教堂寻找《达�芬奇密码》中的圣杯

在《达�芬奇密码》中绰称“密码大教堂”的罗斯林教堂坐落在爱丁堡以南的七英里处。在过去

的500多年中，教堂起初作为石匠们的居所，后来石匠离开，于是它只有偏安于寂寞中。直到《达

�芬奇密码》拍成电影，一向冷清的教堂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教堂内的精美雕刻(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教堂的外观或许叫人有点失望，但踏进教堂，你准会被教堂内多不胜数的精致雕刻吸引得透不过

气来。正如《达�芬奇密码》一书作者丹布朗所述，只要你置身其中，便会明白“密码大教堂”

的绰号所言非虚。教堂面积不大，但几乎所有梁柱上都有不同的雕刻图案，其中最为摄神夺目的

是学徒之柱，曾有人推断圣杯就藏在柱内。不过，托尼�伍德和格莱哥�米尔斯使用地层扫描雷

达探测，并未发现其中藏有任何物品。更有可能的是，柱上雕刻的本身组合成密码，传递着有关

圣杯的一段秘情。

除了教堂，教堂所处的小村落也很有趣，它是1997年全球第一头复制羊多莉诞生的地方。但多莉

没有为当地的旅游业带来太多贡献，直至《达�芬奇密码》一书面世，才使区内游人数目以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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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旅人提示：更多罗斯林教堂的信息见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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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爱丁堡最佳旅游时间为每年5-6月，其次7-8月。

爱丁堡的气候阴霾多雨雪，也被称为“老雾都”。一年四季，只有夏季天气晴好，其他三个季节

均以雨雪天气较多，全年气温在最低0℃，最高30℃。冬季非常潮湿，雨雪交杂，不适合旅游出行

。

一年中最美的时间是5月和6月，万紫千红的各种花草一齐绽放。特别是在6月份，许多新人喜结良

缘。这个时候的爱丁堡虽然时而多雨，但气候最宜人，平均温度在16－20℃之间，是整年最舒服

的季节。无论户内、户外，都能带给旅游者放松舒适的感受。

其次较为理想的日子是7月和8月，因为爱丁堡一年中以这两个月天气最好，白昼长，晴天多，平

均温度在25－30℃之间。虽然热点，但绝少下雨，十分适合旅行。因为8月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7－8月是爱丁堡真正的旅游旺季，机票以及住宿价格都会上升。

除了以上两个时间段，9月和4-5月间也可以来爱丁堡旅游。9月天气虽然已经开始降温，但秋高气

爽，雨水不是太多，只要多加衣物，问题不大。4－5月，雨水较多，户外旅游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刚下过雨后的绿草地，还是比较吸引人，气温在10－15℃之间。

   

2、签证

1）签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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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第一次去英

国旅行的游客申请INF2的半年多次入境，即从签证日期起的6个月内，可以无限次进入英国。之前

有过几次签证经历、无不良记录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申请一年或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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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需要注意的是，在填Purpose of Application（申请目的）时，指的是入境后而不是当前

身份，比如，对于去英国旅行的学生，和其它的游客一样，要选择visit，而不是申请学生签证时

用的study。 

英国签证样本

2）所需材料

以下是使馆列出的材料（所有中文材料都需要翻译成英文）

近期彩色护照照片（白背景，3.5cmx4.5cm）2张；

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

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申请人之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完整复印件2套；

申请人在职公司简介一份；

申请人在职公司收入证明；

申请人在职公司准假证明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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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开具的最低5万元以上的（存入期必须是半年以上的）存款证明原件，须冻结到回国后；

申请人其它相关经济证明复印件各2份：如房产证、购车发票、股票或其它证券等；

真实的个人资料表一份、签证申请表格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笔（黑色水笔）的中文签名（网上下

载）；

旅行计划的详细行程安排、机票及酒店预订记录。

赴英旅游签证申请表格下载地址：

http://www.ukvisas.gov.uk/resources/en/docs/1903073/VAF1A

，也可以在国内各个城市的签证申请中心免费获取。但更建议在网上在线填写后，再打印下来。

如果选择在线申请，注册用户名后相关信息会被保存，支持多次填写和修改。地址：

https://www.visa4uk.fco.gov.uk/AppProcess/s_ApplicationSecurity.aspx?check=true

3）签证小诀窍

a、准备材料时，要围绕着两个中心思想来做：1、我有的是钱；2、我肯定回国；由于一般没有和

签证官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要通过所提供的材料让他/她明白，我只是去旅游，繁荣英国旅游经

济，并且完全没有滞留的可能。存款一般五万左右就够了，据说其实达到申请表中自己预计旅游

费用的两倍就可以，但需要综合旅行计划或在英国停留时间长短来考虑，当然基本上是越多越好

。

b、不需要订机票，但酒店是一定要提前订的，因为这是说明“我肯定回国”的重要依据。不仅递

签时需要提供酒店订单复印件，进入海关时，也需要填写住处或酒店地址、联系方式之类的。可

以选择去booking.com之类的网站选择那些可以免费取消的酒店，即使被拒，也没有损失。

c、填完申请表，最后一页有所需材料列表，去递材料前把所有材料对照列表按顺序排好。

d、递交的材料是一律不退的，最终只会返还一个贴好签证的护照。因此一些重要材料需要准备

好复印件，和原件一起带过去。签证中心的人员会进行核实当场返还原件，留下复印件提交给英

国签证局。

英国签证申请中心在中国各城市的具体联系方式及其它更多签证信息可参见伦敦攻略：

http://d.lvren.cn/gonglue/lundun/#s_524043

   

3、货币和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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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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1英镑约可以兑换11

元人民币、1.3欧元或1.5美元。国际汇率价格变动剧烈，此汇率仅供参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苏

格兰，由苏格兰银行发行的英磅在中国国内无法在银行兑换成其它货币。 

旅行支票：在英国旅游推荐使用英镑旅行支票。用它在大多数饭店和旅馆都可以代替现金用于支

付（可找零钱），兑换现金也很方便，在银行和街头兑换处都可以兑换。中国多数银行都开办旅

行支票业务。

街头兑换处1：皇家英里大道与科克伯恩路（Cockborn Street）路口，电话2200080。

街头兑换处2：Waverley火车站右手边，与王子街的交叉路口，电话5575700。

旅人提示：在城市街头的兑换处及部分银行中，兑换20英镑或以下面值的旅行支票会收取一定的

手续费。

小费：

英国人有付小费的习惯。通常在餐厅如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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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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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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邮政和通讯

邮政：

邮局营业时间平日为9:0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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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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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用固定电话拨打国内电话的拨号顺序为：0

086区号（去掉第一个0）电话号码。如拨打北京电话为: 0086 10 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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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可以开通手机的国际漫游服务，每分钟的收费为20.99元。建议用中国移动提供的主叫回播业务，

具体方法为**139*86 电话号码 # 挂机等待回播。如拨打北京电话为：**139*86 10 12345678（或手机

号）#，挂机，等待回播。使用此业务收费降为每分钟5.99元。在欧洲给国内手机发送短信收费为

每条1.99元。

可以购买一张当地的SIM卡，约30英镑，卡上会有一个英国的电话号码，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使

用这个号码，前提是你的手机没有被本国的运营商网络限制。或者也可以购买即付即用（pay-as-y

ou-go）电话，大约50英镑，包括一张SIM卡和一个号码，只用在报亭购买top-up卡就可以进行充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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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电话：匪警、火警、急救电话均为999。

查号台：192，用英语告知地址和物业名称（商店要说明行业）即可。

   

5、其它

时差：

英国比中国晚8小时，另外，从3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开始，到10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欧洲实行

夏令时，时差调整会减少1小时。

电源：

英国的电压为240V、50Hz，普遍采用三相扁脚插座。可以在国内买到英国标准的三项转换插头，

也可以在英国当地购买（不过要贵的多），或者到酒店租用或借用转换器。酒店的洗手间中一般

都有供电动剃须刀使用的两相扁脚插座，如果相机、手机充电器使用这种插头，就不需要携带转

换器。

旅游咨询中心：

爱丁堡旅游咨询中心在王子街上，Waverley火车站北侧。在这里可以拿到旅游指南、城市地图等

，还可以咨询住宿信息，甚至协助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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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爱丁堡景点

爱丁堡以王子街为界，街北是18世纪后拔地而起的新城，新城市容匀称多彩，各种现代建筑琳琅

满目。新城东西两端的夏绿蒂广场及圣安得鲁广场更为爱丁堡添上一份诗情画意，为市民提供绝

佳的休闲去处。

街南则是保持着鲜明中世纪风貌的老城。这里到处都有成荫的绿树、浓密的芳草和盛开的鲜花。

有许多用黑灰色沙石修建的带有尖塔的宫殿、教堂和城堡点缀其中。老城街道有些地段的路面为

石子镶嵌，街旁建筑仍保持古代风格。中心街道直通爱丁堡的古城堡。从城堡出来东行，就是古

代专为皇室开辟的皇室路——皇家英里大道，它连接城堡与皇宫，一路上聚集古老的房舍，依地

势高低起伏而建，爱丁堡旧地的精华尽在这里。

   

1、皇家英里大道

皇家英里大道（Royal Mile）是爱丁堡老城的中心大道，这条大街始于爱丁堡城堡，终于荷里路德

宫，两旁小巷交错，构成了旧城的骨架。圆石铺成的地面早被磨得发亮，大道边的建筑古朴雄壮

，充满历史气息。整条大道由四段组成，城堡山（Castle hill）、劳恩市场（Lawn

market）、高街（High Street），最后一段为修士门（Canongate）

大道中间是步行街，虽然不是商业街，但是都是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一路上两边都会有延伸出

去小小的OLD CLOSE

，类似巴黎街区中的PASSAGE，很有点曲径通幽处的感觉，也很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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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2、王子大街

王子大街（Princes Street）是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的一条主要交通干道和购物街。它是新城最

靠南侧的一条街道，长约1英里（1.6公里），西到洛锡安路（Lothian Road），东到雷斯街（Leith 

Street）。这条街对私家车封闭，优先考虑公共交通。街道南侧几乎没有建筑物，可以看见旧城、

爱丁堡城堡和之间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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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王子大街东端连接卡尔顿山，小山不高，是俯瞰市景、远眺爱丁堡城堡的最佳地点。

王子大街南侧是美丽的王子大街花园，花园东北角坡地上有一座蜚声世界的苏格兰花钟。这座钟

建于1903年，分针长2.4米，时针1.5米，钟面直径3.5米。钟面图案由2.4万朵各种鲜花组成，每1分

钟就有一枝杜鹃花跳出来。它是世界上最大、最独特的花钟之一。东侧另一块绿地上引人注目的

尖塔是司各特纪念碑。

花园背后就是巍峨的爱丁堡城堡，从这个角度看，城堡高踞于悬崖之上，气势凛然。

每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王子大街花园内不时有穿上传统苏格兰裙的艺人演奏风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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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大街花园(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3、爱丁堡城堡

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是爱丁堡甚至于苏格兰的精神象征吗，耸立在死火山岩顶上，居

高俯视爱丁堡市区，每年八月在此举办的军乐队分列式（Military

Tattoo），更将爱丁堡城堡庄严雄伟的气氛表露无遗。 到爱丁堡旅游的人都不会错过爱丁堡城堡

，它位于死火山的花岗岩顶上，在市中心各角落都可看到。爱丁堡城堡在6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

1093年玛格丽特女王逝于此地，爱丁堡城堡自此成为重要的皇家住所和国家行政中心，延续至中

古世纪一直是英国重要的皇室城堡之一，直到16世纪初荷里路德宫（Palace of Holyroodhouse）落

成，取代爱丁堡城堡成为皇室的主要住所，不过爱丁堡城堡依然是苏格兰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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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沿着皇家英里大道进入爱丁堡城堡，先在城堡前售票口购票，进入正门后可以领取免费的导览视

听器，可以自行操作收听城堡内每一个重点的解说。爱丁堡城堡沿坡旋绕而上分为下区、中区、

上区等区域，共有数十个参观点。

城堡门口

城堡门口有两个守卫的雕塑，分别是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 和罗伯特(Robert Bruce)

，他们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苏格兰最伟大的英雄。 

                                               30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329647&do=album&picid=50995&goto=down#pic_block


�������

爱丁堡：风笛之乡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National War Museum Scotland）

博物馆所在的建筑原先是一个弹药库，建于1755年，1933年的时候被改造成博物馆对外开放。里

面展示的是近400年内苏格兰的军事历史，既有苏格兰人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内容，也有苏格兰军

人在世界各地如何为大英帝国利益而战的内容。

圣玛格丽特礼拜堂（St. Margaret's Chapel）

据说是爱丁堡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

、打扫布置。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传说礼拜堂就是有其子

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她的。

其他看点：

城堡内的军事监狱，曾囚禁拿破仑的军队，墙上仍留存着法国军队在墙上抓刻的指痕；城堡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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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Mons Meg炮于1449年时在比利时建造，经过200多年多次战役后，于1829年重回爱丁堡，现在

安置在城堡地窖（Castle Vaults）中，城堡内宫殿（Palace）有不少苏格兰宝物，如1540年设计的苏

格兰王冠，与其他的皇杖、剑等文物置于皇冠室中。爱丁堡城堡同时也是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

、苏格兰联合军队博物馆之所在地。

城堡门口的广场名叫“Esplanade”, 是18世纪中人们游行的地方，每年夏季爱丁堡艺术节期间，都

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军队仪式表演，就是著名的“Military

Tattoo”，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在广场的东北角有一个小铁井名叫女巫井(Witches’

Well)，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是处死那些被认为有巫术的妇女的。

门票：成人12磅，儿童6磅

电话：2259846

开放时间：4-10月9:30am-6pm，11-3月9:30am-5pm，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开放时间4-9月9:45am-5

:30pm，10-3月9:45am-4:45pm

网址：www.edinburghcastle.gov.uk

   

4、荷里路德宫

皇家英里大道的另一端顶点就是荷里路德宫（Palace of Holyroodhouse）和辽阔的荷里路德公园。

荷里路德宫目前仍是英女王来到苏格兰的皇室住所，它见证了许多苏格兰的历史事迹故事，是詹

姆斯五世于1498年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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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荷里路德宫的前身是荷里路德修道院（Holy Rood Abbey），目前仍从有部份遗迹在宫殿中，1128

年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到爱丁堡西南方广大的森林狩猎，奇迹式地从一只狂暴野鹿的攻击死里

逃生，因此建造了荷里路德修道院来感谢神迹，之后詹姆斯五世兴建宫殿，而现在的荷里路德公

园就是当初那片广大森林的部份。

荷里路德宫历史上曾发生许多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Queen Mary），玛丽女

王号称当时最美丽的女人，15岁嫁给法国王室，19岁丈夫去世又回到苏格兰，在民众拥戴中登上

王位，但是却被控谋杀第二任丈夫，三度结婚后不久，玛丽女王在叛变中失掉王位并逃往英格兰

，被囚禁19年最后仍因图谋英格兰王位而被处死。

参观完荷里路德宫后不妨到荷里路德公园走走，爱丁堡艺术节有时也在这举行露天演出，公园后

一个状如狮子的死火山，山顶被称为亚瑟王宝座（Arthur's Seat）。

门票：成人9.8英镑，儿童5.8英镑

电话：5565100

网址：www.royal.gov.uk

开放时间：4-10月09：30—18：00，11-3月09：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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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吉尔斯大教堂

圣吉尔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是爱丁堡最高等级的教堂，它的塔像一顶皇冠，令人印象深

刻。大教堂原建于1120年，后遭大火烧毁，于1385年重建。教堂内有一座20世纪增建的苏格兰骑

士团的礼拜堂，新歌德式的天花板与饰壁上的雕刻极为精美华丽。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门票：免费，建议捐赠3磅

开放时间：10-4月周一-周六9：00-17：00，周日13：00-17：00，5-9月周一-周五9：00-19：00，周

六9：00-17：00，周日13：00-17：00

   

6、苏格兰议会大厦

苏格兰议会大厦（Scottish Parliament Building）是米拉莱斯惊人的创造力所完成的最强作品，虽然

实现的过程历经波折，但现在没有人能够否认它是苏格兰人民的骄傲，也是民主政治的骄傲。199

7年5月，苏格兰作为英联邦之一成立了国家议会，首都定在爱丁堡。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98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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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举办了选拔新国会大楼建筑师的国际竞赛。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该工程建筑总面积18550平方米，包括四座四到五层高的塔楼、一个新闻中心和一个会议中心，可

以容纳1200人办公。大楼由新建和改建的几个建筑组成，沿Canongate街北边是两个辅助办公楼，

Reids Close 街西边是议员的办公室，基地中央是四个四到五层的会议楼，其首层是议员的餐厅和

花园，东面临接市民广场的是国会大堂，其首层是向公众开放的游客中心。一个复杂建筑的体量

由此削减成七个小建筑，在尺度和体量上呼应了基地附近的老建筑。这一建筑群围合的外部空间

，包括与东面的英女皇行宫之间围合的市民广场，皆朝向南边美丽的亚瑟小火山。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09：00—18：00，周一和周五10：00—17：00开会，4-10月周一至周五10：

00—17：00休息，11-3月周一至周五10：00—16：00休息

   

7、苏格兰威士忌中心

来到苏格兰当然不能错过远近驰名的苏格兰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的主要产区有四，分别为Hi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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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Lowland、Islay和Campbeltown，其中高地的斯佩塞（Speyside）更是苏格兰最着名的威士忌

产地，想要一窥苏格兰威士忌的奥妙，就一定要到位于爱丁堡城堡旁的苏格兰威士忌中心瞧瞧（S

cotch Whisky Heritage Centre）。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苏格兰威士忌中心以主题导引的方式，提供参观者基本的威士忌知识，包括历史由来、制作过程

、实体模型，当然还可以免费品纯正苏格兰威士忌的风味，整个参观过程大约1个小时。在工作人

员带领下，首先从影片中概略认识威士忌的蒸馏方式，以及自古以来威士忌制作过程的演进，然

后进一步说明威士忌的两种主要分类：单一蒸馏（Malt）和多种混合（Blended）。接下来的参观

行程是饶有趣味的电动游乐车，类似时空隧道方式，以模型人物、实景带出苏格兰威士忌最近300

年的历史，最后的品尝时间中就可以交由舌尖来评断印证了。

                                               36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85&do=album&picid=50933&goto=down#pic_block


�������

爱丁堡：风笛之乡
门票：4.95镑

开放时间: 10：00-17：30

   

8、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内收藏分布在两栋建筑内，一栋为现代建筑，另一栋为维多利亚时期风格。

苏格兰博物馆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与苏格兰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紧密融合，特别是与爱丁堡城堡的圆塔遥相呼

应，形成历史与现代的巧妙衔接。表面采用苏格兰金色砂岩，制造出饱经风霜的古老面貌。三角

形的入口大厅高达七层，制造出充满张力的空间感，被形象地比喻为“鸟笼”。采光良好，阳光

几乎能洒满大厅中每个角落。喷泉、鱼塘等装饰小品增加了自然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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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博物馆主要介绍苏格兰的历史、文化，收藏有大量相关的文物。一系列展室按照时间脉络自下而

上布局，引领着参观者探寻从苏格兰起源直到20世纪的全过程，主要主题包括早期人类、苏格兰

王国、工业时代、变革的苏格兰、苏格兰运动等。最后，在6楼的露台上，可以俯瞰今日爱丁堡的

全貌。除参观外，博物馆中也设计了许多互动环节，还提供各种历史服装供游客拍照留念，这让

参观过程更充满乐趣。

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以一条室内通道与苏格兰博物馆连接。博物馆收藏有很多杰出的装饰

艺术作品，以及工业科技、考古与自然科学的史料。博物馆中有36间展室，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

自然标本和其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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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hambers Street

电话：2474422

网址：http://www.nms.ac.uk/scotland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7：00，周二10：00-20：00，周日12：00-17：00

旅人提示：

博物馆有时候会有复制羊桃丽的标本展出，小孩可以穿苏格兰传统的衣服照相，免费参观。

   

9、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建筑整体风格为新古典主义流派，与其旁边的皇家苏格兰研究院（Royal Scottish

Acadamy）同为19世纪建筑大师William Henry Playfair的杰作，且两个建筑彼此毗邻共同“站”在

人造高地上。美术馆于1859年向公众开放，在1912年完成重建。

与其他综合性美术馆不同的是，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致力于苏格兰与欧洲文化属性为主的艺术收藏

，在突显民族艺术特性的同时也不断强调自身的欧洲文化归属。重建后再次开放的美术馆收藏了

从文艺复兴早期一直到19世纪末的30000多幅纸介美术作品，其中既包括画作，也含有其他艺术形

式的印刷拓本，比如建筑草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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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另外，美术馆为公众提供了超过50000本的艺术图书文献阅览图书馆，其资料包含从1300年至1900

年600多年的艺术著作、期刊、幻灯片、照片、缩微图片、以及与艺术收藏、展览、美术馆历史相

关的其他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该美术馆与其相邻的皇家苏格兰研究院在2004年8月开辟了贯通的地下空间，并建

立了阶梯阅览室、教学区域、交互式触屏智能展馆，作为老美术馆的现代化拓展。苏格兰国家美

术馆的收藏瑰宝中不乏欧洲美术大家的力作，其中包括保罗塞尚的《圣维克多山》、亨利瑞伯恩

爵士的《罗伯特�斯科特�蒙克里夫夫人肖像》、波利切利的《贞女护爱熟睡的幼年耶稣》等。

门票：免费

电话：6246200

网址：www.nationalgalleries.org

开放时间：周五-周三10：00-17：00；周四14：00-19：00

   

10、卡尔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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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王子街向东走到尽头，就来到郁郁葱葱的卡尔顿山（Calton Hill）。站在山顶西望，爱丁堡城

堡巍然矗立，守护着宁静的小城，景色非常美丽。而向东眺望，则可以看到蔚蓝的大西洋和福思

湾上的点点白帆。风和日丽的时候，总能看到当地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卡尔顿山，在草坪上野餐、

晒太阳。 

卡尔顿山上的情侣(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卡尔顿山上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国家纪念碑，建于1822年，纪念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但

纪念碑并未完成，仅有一排巨大的立柱支撑着横梁。据说是因为预算透支而中断了工程。另一座

是纳尔逊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海军上将纳尔逊而建。每天下午1点爱丁堡城堡鸣炮时，纳尔逊纪念

碑塔尖的小圆球就会降下。卡尔顿山上还有一座醒目的圆顶建筑，是爱丁堡市立天文台。站在山

上，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大海和点点白帆。这里也是欣赏日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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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暴走爱丁堡周边

   

1、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

不列颠尼亚号（The Royal Yacht Britannia）曾被英女王及其它王室成员使用，作过696次外访及272

次英国水域内的探访，1981年，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大婚时，也曾使用过这艘游艇。

作为英国王室的游艇，它还曾在战争中承担过救援角色，1986年，南也门发生内战，英国政府通

知正在附近的不列颠尼亚号前往亚丁港救援各国难民，因为此时，亚丁港内的其它船只为了逃避

战火都已经驶出了港口，难民被用汽艇接到这艘船上，共救出10687名外国难民和外交人员，其中

包括中国驻也门外交官。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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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游艇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选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艇，它长126米，高42米，共分5层，前

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皇室成员使用，一部分供军官、公务员和200多名海军使用，船上还携带

有许多舢板、小艇、汽车和车库等。

地址：Ocean Terminal, Leith

电话：5555566

网址：www.royalyachtbritannia.co.uk

门票：成人9.75英镑，儿童5.75英镑

开放时间：7至8月09：30-18：00，4至6月及9至10月10：00-18：00，11至3月10：00-17：00

交通：乘1路、11路、22路、34路、35路或36路Lothian公共汽车到海运大厦。

   

2、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坐落在新城北面，总面积28公顷，风景如画，里面有漂

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温室，大片大片颜色鲜艳、品种多样的杜鹃花以及世界闻名的rock花园。坐

在Terrace Café咖啡馆可以很好地欣赏整个市中心的美景。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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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入园参观免费，但进入温室要收费3.5磅

地址：20 Inverleith Row

电话：5527171

网址：http://www.rbge.org.uk/

开放时间：4-9月10：00—19：00，3和10月10：00—18：00

交通：乘8路、17路、23路或27路Lothian公车至东门，或乘Majestic Tour公共汽车。

   

3、爱丁堡动物园

爱丁堡动物园（Edinburgh Zoo）创建于1913年，位于爱丁堡市区西郊约6公里，是苏格兰第二大旅

游热点（仅次于爱丁堡城堡）。最有名的是企鹅。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养殖企鹅的动物园，也是目

前拥有企鹅最多的动物园。有三种企鹅：最高大的是King Pengium（国王企鹅）：1914年最早引入

了3只王企鹅，1919年孵出了第一个在圈禁条件下出生的企鹅。其中最有名的企鹅是Sir Nils Olav

II。 

园内的企鹅巡游(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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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11.5英镑，儿童8英镑

地址：134 Corstorphine Rd

电话：3349171

网址：http://www.edinburghzoo.org.uk/

开放时间：4-9月09：00-18：00，10-3月09：00-17：00，11-2月09：00-16：30

交通：12路、26路或31路Lothian公共汽车，第一公共汽车公司的16路、18路、80路或86路公共汽车

，或乘从王子大街出发的西行100路德Airlink公共汽车。

   

4、克雷格米勒城堡

克雷格米勒城堡（Craigmillar Castle）是15世纪，普雷斯顿家族PRESTON FAMILY所建。经过200年

不断的改建扩展，城堡到了十七世纪，约翰�吉尔摩爵士把古堡重建成他的府邸。苏格兰女皇玛

丽曾在1566年到此堡避难。同一年，伯斯伟尔伯爵与贵族们也在此堡秘谋协议，最终把玛丽女王

的第二任丈夫谋害了。在这里可以看到配有完整卫生设施的牢房，在这些牢房可以看到“现代”

英国监狱的影子，而“现代”英国监狱直到1996年才最终实现。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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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4.2英镑，儿童2.1英镑

地址：Craigmilar Castle Road

电话：6614445

开放时间：4-9月09：30-17：30，10月09：30-16：30，11-3月周六至周三09：30-16：30

交通：乘坐从王子大街出发的东行33路公共汽车至Old

Dalkeith路，然后沿着克雷格米勒城堡路往上步行500米。

   

5、罗斯林礼拜堂

罗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教堂内遍布精美的浮雕装饰，其中有不少含

义神秘的符号，早在被写入小说前就有“密码教堂”的称号，所以一直吸引着符号学者和宗教学

者的目光。自从成为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揭开谜底的场景，这里更成了爱丁堡最热门的景点之

一。

教堂又被称作“密码大教堂”，坐落在爱丁堡市以南七英里处的罗斯林镇，是圣殿骑士于1446年

建造的，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旧址是一座崇拜密特拉神的神庙，最初是用来给石匠们居住

的。这座哥特式教堂虽然长仅21米，宽不到11米，教堂内的墙壁和天顶上，布满了共济会、圣殿

骑士、犹太教和基督教式的雕绘符号，加上几处伊斯兰母题创作。里面精美的石雕柱，引发了许

多基督教、北欧和凯尔特神话，甚至还包括传说中罗伯特�布鲁斯的“死亡面具”。此外里面还

有巨龙、恶魔和100个“绿色小矮人”等。虽然数量丰富的雕塑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却各有其理，

并与旁边的符形紧密相关。除了异教、基督教、犹太教、共济会甚至撒旦魔教的符形系统外，罗

斯林教堂还有大量关于圣卡莱尔家族自身历史的珍品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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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在苏格兰当地的传说中，这座教堂天顶上的213块石雕，可以组成一首完整的乐曲。而天顶石雕中

小天使手里的风笛和小号，就是乐曲和弦的提示符。传说如果能够完整演奏这一抽象乐谱，就能

启发人们揭开教堂的秘密，寻找到传说中的耶稣圣物——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用来喝水的圣杯。正

是这些奇形怪状的雕刻，为宗教历史学家提供了直观的研究依据，也为艺术史学爱好者留下了极

为宝贵的财富。

特色看点：学徒之柱

学徒之柱是教堂中最为摄神夺目之处，也曾有人推断圣杯就藏在柱内。不过，托尼�伍德和格莱

哥�米尔斯使用地层扫描雷达探测，并未发现其中藏有任何物品。更有可能的是，柱上雕刻的本

身组合成密码，传递着有关圣杯的一段秘情。依照图码，这段秘密就会由圣杯家族圣卡莱尔支脉

的未来后辈们保传下去。解析密码内容的过程中，却是众说纷纭。光亮与暗影流离诡变，在不同

的观察者眼中，幻化出从形态颤抖而怀有身孕的圣母、到起伏不定的DNA双重螺旋线等诸多影像

。学徒之柱据说是仿形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生命之树”依格德拉希尔——这神秘之树是沟

通天堂与地狱的桥梁。它看来有点像“罗尔沙克心理测试”，19世纪3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

�罗尔沙克发明的心理投射检测法，因使用墨水斑点，又被称作“墨迹测试”。但大多数观察者

一致认为其中定有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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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7.5英镑，儿童免费

地址：Chapel Loan，Roslin

电话：01314402159

网址：www.rosslynchapel.com

开放时间：4-9月周一至周六09：30—18：00，周日12：00—16：45

交通：Lothian15路公共汽车（不是15A）从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广场出发开往罗斯林（车程30分钟，

每30分钟1班）。

   

6、霍普顿宫

霍普顿宫（Hopetoun House）是苏格兰最好的国家住宅。位于爱丁堡西面12英里处，临近南昆斯

费里（Queensferry），是欧洲建筑精髓和遗产，也是林利思戈侯爵的前住房。房子坐落在佛斯河

（Forth）岸占地100亩的美丽公园里，可见到在东边约1.5英里处著名的福斯桥（Forth Rail

Bridge，世界上第一座主要钢铁桥）。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霍普顿宫分为两部分：较旧的那部分是按照威廉布鲁斯爵士的设计，建于1699年到1702年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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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个壮丽的楼梯间；较新的那部分是由威廉亚当和他的儿子们罗伯特和约翰在1720年至1750

年间设计的。霍普顿宫装卸非常奢华，以其艺术藏品著称，其中包括庚斯博罗、雷姆塞和雷本的

作品。

门票：成人8英镑，儿童4.2英镑，仅庭院成人3.7英镑，儿童2.2英镑

地址：Queensferry西部2英里处

电话：01313312451

开放时间：4-9月10：30—17：00

交通：从爱丁堡到昆斯费里（Queensferry）的达蒙尼火车站（Dalmeny station）的火车有很多（15

分钟，每小时2-4班）。此外，到昆斯费里的公共汽车也非常多，包括爱丁堡第一公共汽车公司的

43路公共汽车，是从圣安德鲁广场出发的西行路线（车程30分钟，每小时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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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丁堡行程推荐

   

1、二日游

首先在大象咖啡馆（Elephant House）选择一个可以看到爱丁堡城堡的靠窗位置喝杯咖啡，然后沿

着皇家英里大道慢慢往上走前往爱丁堡城堡游览。游览完爱丁堡城堡后，就开始一边沿着皇家英

里大道慢慢往下走，一边想中午到底要去哪里吃饭。享用过午餐后，继续来到皇家英里大道山脚

下参观新苏格兰议会大厦，然后去爬亚瑟王宝座岩石山峰，来促进自己的食欲。或者去Harvey Nic

hols百货公司观赏设计师品牌鞋。傍晚时分，找个参观，一边欣赏落日余晖中的爱丁堡城堡，一

边享用美味晚餐。

第二天，整个上午都泡在苏格兰皇家博物馆了解一些历史知识。下午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英国皇家

游艇。晚上用完晚餐后，在导游的陪同下去Cadies&Witchery

Tours开始鬼屋之旅，让自己体验一下恐怖的感觉。

   

2、四日游

紧接着两日游的第三天上午在皇家植物园度过，然后吃午饭。下午爬卡尔顿山，接下来是颇具诱

惑力的Pear Tree House的啤酒花园，晚上便在Monster Mash享用令人舒适的晚餐。

第四天，参观罗斯林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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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爱丁堡交通

   

1、飞机

1）前往爱丁堡

目前中国没有直达爱丁堡的航班，最方便的是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转机。

伦敦前往爱丁堡交通：

伦敦距离爱丁堡约650公里，可以搭乘火车或大巴，也可以直接从伦敦飞去爱丁堡。

飞机：

在伦敦的几个机场都有飞爱丁堡的航班，飞行时间大约是一个半小时。不过如果加上两地往返机

场的时间，候机的时间等，实际旅程所耗时间也不短。

火车：

伦敦白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班快车从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King's Cross）出

发前往爱丁堡Waverley火车站，约4个半小时抵达爱丁堡，票价约60镑。也可以坐卧铺夜火车，叫

做The Calendonian

Sleeper。晚上11点30从伦敦北部的尤斯顿火车站出发，第二天早上7点半左右抵达爱丁堡。

大巴：

National Express巴士每天两班长途大巴从伦敦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到爱丁堡圣安德鲁汽车站（St

Andrew Square Bus and Coach Station），全程耗时大约9个小时又45分钟左右。上午10点半和晚上10

点半各一班，单程大巴票价20英镑，不过赶上促销期的话，在网上提前订购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票

。

自驾：

爱丁堡位于伦敦的北方，有M1, M6, M42 和 A74公路连接，M6的一段是收费公路。一般从伦敦自

己开车去爱丁堡的话，需要大概7小时又30分钟。建议走走停停，选择约克或湖区做中途停留，以

免长途开车过度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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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丁堡机场到市区

爱丁堡国际机场（Edinburgh's International Airport）位于市中心西部8英里处，航线主要为欧美各

大城市，英国本土航班更是密集，是苏格兰最繁忙的机场。

巴士：

机场到市区可乘叫做Airlink （http://www.flybybus.com）的100路巴士，由Lothian Transport运营。车

程30分钟，单程3.3磅，往返5磅。基本上每10-15分钟一趟，直到半夜00:20，路过西区和Haymarket

。从市区Waverley Bridge（就在火车站外面）的West

End和Haymarket开往机场。其他地方公共汽车由First Edinburgh（www.firstedinburgh.co.uk）经营。

Edinburgh Shuttle Minibus：单程每人9英镑，车会直接送你到酒店门口（或者爱丁堡市中心地区的

其他任何地址）。网址：www.edinburghshuttle.com，电话：08455005000.

出租：

到市中心的机场出租车费用约为15英镑，大约需要20分钟。公共汽车和出租车都是从乘客抵达大

厅外出发。从正门出去后左转。

   

2、火车

韦弗利火车站（Waverley station）

爱丁堡市的主要火车站，也是其铁路网的核心车站。同时也是伦敦和阿伯丁之间东岸主线路（Eas

t Coast Main Line）的重要车站，是苏格兰多次列车的终点站。从爱丁堡驶进或驶出的火车也会在

Haymarket火车站停靠，对住在城市西边的人来说，这个火车站更方便。可以在韦弗利火车站内的

爱丁堡火车旅游中心（周一至周六4:45am-12:30am，周日7am-12:30am）购买、预定车票和了解旅

游资讯。要想了解票价和列车时刻信息，可致电国家铁路资讯服务中心（08457484950；

www.nationalrail.co.uk）。

国家东岸特快列车（National Express East Coast）

是爱丁堡前往伦敦的主要线路。火车站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紧邻王子街花园（Princes Street Garden

s）。每小时至少1班，车程4个半小时，票价126磅，中途会在纽卡斯尔（42磅，1个半小时）和约

克（72磅，2个半小时）停靠。电话：08457225333，网址：www.nationalexpresseastcoast.com。

First Sco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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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爱丁堡与格拉斯哥之间的固定往返列车服务，每15-30分钟1班，票价11.5磅。每天都会有很多

发往苏格兰各个城市的列车，包括阿伯丁（38磅，2个半小时）、邓迪（19磅，1个半小时）和因

弗内斯（38磅，3小时又25分钟）。

   

3、自驾

A720爱丁堡城市公路（A720 Edinburgh City Bypass）环绕在城市南部边缘。该公路于1981年至1990

年之间修建而成，是东苏格兰中心地区的主要干道之一，并与重要的M8（西至格拉斯哥主要线路

）、A1（从苏格兰进入英格兰的首选线路）、M9（至斯特灵）相接。爱丁堡与福斯公路大桥之间

的A90公路常出现非常严重的堵车情况。

   

4、长途大巴

爱丁堡公共汽车站（Edinburgh Bus Station）

位于圣安德鲁斯广场的东北角，广场和Elder大街都有进入公共汽车站的人行入口。可以致电Trave

line（08712002233；www. traveline.org.uk）了解汽车时刻表信息。爱丁堡公共汽车站每天都有很多

汽车往来于爱丁堡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众多城市，伦敦到爱丁堡的汽车票价特别有竞争力，可随

时上公司网站查询最便宜的票价。

National Express

目的地为伦敦，此外还有去纽卡斯尔（17磅，2个小时又45分钟，每天3-5班）和约克（34磅，5个

小时又45分钟，每天1班）的汽车。电话：08717818181，网址：www.nationalexpress.com。

Scottish Citylink

汽车将爱丁堡与苏格兰的所有主要城市和城镇连接起来，其中包括阿伯丁（24磅，3个小时25分钟

，每小时1班），邓迪（13磅，1个小时45分钟，每30分钟1班），Fort William（24磅，4个小时，

每小时3班），格拉斯哥（6磅，1个小时25分钟，每小时4班），因弗内斯（10磅，4个小时，每小

时1班），Portree（32磅，8个小时，每天2班）和斯特灵（Stirling，6磅，1个小时，每小时1班）。

电话：08705505050，网址：www.citylink.co.uk。

Stage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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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从Motorvator到格拉斯哥的公共汽车，车票6磅，车程1个小时又25分钟，周一至周日每20分钟

1班，周日每小时1班。电话：01698870768，网址：www.stagecoach.com

Megabus

另一个经济运营商是Megabus，从爱丁堡至阿伯丁、邓迪、格拉斯哥、因弗内斯和佩斯的汽车票

价非常便宜（2磅起）。电话：09001600900，网址：www.megabus.com。

   

5、公交

巴士交通是爱丁堡公共交通的首选，巴士交通网覆盖范围很大，不仅包含市区，而且还覆盖至城

市周边地区。在爱丁堡市有两大巴士管理机构：洛锡安区巴士管理机构（Lothian

Buses）和第一爱丁堡管理机构（First Edinburgh）。爱丁堡主要巴士站位于圣安德鲁斯广场（St

Andrews Square）。

双层巴士也是爱丁堡交通中的一大特色，双层巴士大部分路线都集中在新城区的王子街上。另外

，参加由爱丁堡罗吉安地方交通局主持的“爱丁堡古典之旅”游客可在一天内任意乘坐观光巴士

。单程票价为1.1磅，买Day Saver ticket（2.5磅）能做一整天的车。午夜后会有特别夜路公共汽车

（2.5磅）。《爱丁堡旅游地图》上有整个城市的公交线路，可从游客中心免费获取，或者联系Tr

avelline（08712002233，www.travellinescotland.com）。

   

6、出租车

在爱丁堡乘坐出租车非常方便，随处可拦到计程车，大都是黑色的奥斯汀，费用约6磅。当地出租

车公司有：

Central Taxis（2292468，www.taxis-edinburgh.co.uk）

City Cabs（2281211，www.citycabs.co.uk）

ComCab（2728000）

   

7、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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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和摩托车

大部分大型全国运营商都会在城镇或机场设立办事处，但除此之外还有Arnold

Clark，这是一家价格公道的当地机构。电话：08456074500，地址：13 Lochrin

PI。租金每天22磅起，每周90磅。

自行车

爱丁堡设有自行车道和专用自行车赛道，因此骑自行车游爱丁堡是一种很好的选择，EAST

LOTHIAN 乡间蜿蜒曲折的小路骑自行车游览是最好的选择。大部分自行车店均有销售爱丁堡自

行车路线图，为避免迷路要事先认真制定游览路线。

Biketrax出租各种自行车和设备，包括儿童安全座椅，甚至还有独轮车。每辆山地自行车租金为16

磅/24小时，每增加一天要多付12磅，70磅一周。需要100磅现金或信用卡定金以及证明自己身份的

证件。电话：2286633，地址：11 Lochrin

PI，周一至周五9:30am-6pm，周六9:30am-5:30pm，周日正午-5pm，网址：www.biketrax.co.uk。

旅人提示：

1）持国内的驾驶执照，可以在不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英国使用12个月。超过12个月之后需要

考取英国的驾照。

2）在爱丁堡驾车非常复杂，因为王子大街、乔治大街和夏洛特广场有行车限制，那里有很多单行

道、停车位也非常有限。St James中心、Greenside PI、New大街、Castle

Tce和Morrison大街有大型的长时间停车车位。摩托车可免费停放在市中心的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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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爱丁堡住宿

爱丁堡有很多旅馆，既有高档饭店，也有很多B&B旅馆。但一到8月份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

到处都是客满为患，如果是在旺季时去爱丁堡，一定要事先预定好房间，或者一大早就得去找空

房。

B&B（BEDAND BREAKFAST，即有空房间的人家设立的私人旅社，提供干净的床和传统早餐）散

布各处，以联邦泳池及明特街等处较多。从市内到这里需乘巴士，并要花时间自己去寻找满意的

旅店。也可以在住宅街区中的B&B里安身。在由普林西斯街东端向北延伸的利思路上，有一些B&

B，国王剧院前的吉尔摩地路两侧，以及附近的住宅中，也有一些干净的旅店。

乔治街上则有不少档次偏高的饭店，气氛良好，服务也很周到，不妨奢侈一次。

如果想舒舒服服地在爱丁堡饭店里住一住的话，那么普林西斯大街东，西两端的贝尔摩若饭店和

卡莱多尼安饭店是最适合的。

   

1、顶级酒店

达马霍伊万豪酒店和乡村俱乐部Marriott Dalmahoy Hotel And Country Club

地址：Kirknewton,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3331845

价格：55-100英镑

旅人点评：酒店周围有着近1000亩的森林和草地，环境优美而清静，适合度假。位置很方便，出

门一条直路到市中心，接待处外面看就是个古代城堡，很有些贵族的感觉。喜欢高尔夫的人一定

会爱死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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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Holiday Inn Edinburgh North

地址：107 Queensferry Road, Edinburgh

电话：44 0870 4009025

价格：75-180英镑

旅人点评：酒店距爱丁堡机场5英里，市中心仅3.2公里，方便去市内任何地区观光娱乐。部分客

房还可以看到市景或Pentland丘陵的景致。

Witchery by the castle

地址：Castlehill，Royal Mile

电话：2255613

网址：www.thewitchery.com

价格：套房295英镑

旅人点评：酒店位于爱丁堡城堡附近一座16世纪的老城住宅内，总共有7个豪华大套间，装潢奢华

，市内装饰有古玩、橡木镶板、壁毯、壁炉和可移动鱼缸，并提供鲜花、巧克力和香槟。该酒店

非常受欢迎，因此一定要提前好几个月预定。

   

2、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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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yllis Guest House

地址：21 Upper Gilmore PI

电话：2293293

网址：www.amaryllisguesthouse.com

价格：单人间30-40英镑，双人间50-80英镑

旅人点评：一座漂亮的小型乔治王时期的住宅，坐落在一个安静的偏僻小巷。旅馆总共有5个房间

，包括一个可住下两个大人和四个小孩的宽敞家庭活动室（每人25-35英镑）。这里离王子大街只

有15分钟的步行距离。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Cluaran House

地址：47 Leamington Tce

电话：2210047

网址：www.cluaran-house-edinburgh.co.uk

价格：单人间50英镑起，双人间和双人双床间80英镑起

旅人点评：旅馆以其热情好客的主人著称。虽然房子依然保留着那个时期的建筑特色和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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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胆的装修使这个地方成为色彩的国度。这里的早餐也非常不错，特别是素食的选择。

Dene Guest House

地址：7 Eyre Pl

电话：556 2700

邮箱：deneguesthouse@yahoo.com

价格：单人间20-35英镑，双人间40-65英镑

旅人点评：坐落在新城区一栋高屋顶的乔治王时代的市政厅里，距市中心大约1英里。

Ardenlee Guest House

地址：9 Eyre Pl

电话：556 2838

邮箱：info@ardenlee.co.uk

价格：单人间30-59英镑，双人间50-90英镑

旅人点评：有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联邦别墅中的旅馆，为家庭经营，气氛随和。房价含早餐，有

素菜可选。

   

3、经济

小旅馆比比皆是，但是逢年过节和夏季高峰期必须提前订房。

Budget Backpackers

地址：39 Cowgate，The Grassmarket

电话：2266351

网址：www.budgetbackpackers.com

价格：宿舍床位11-14英镑，双人双床位44英镑

旅人点评：旅馆提供很多额外收费的服务，包括自行车停放处、台球桌、洗衣服务、早餐（加2英

镑）和休息室。四个床位的宿舍价格要稍高一些，但是住这种比四床位房间更大一些的宿舍比较

划算。除了在周末时每晚价格会上调2英镑之外，这里真是个住宿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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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Brodies Backpackers

地址：12 High St，Royal Mile

电话：556 6770

网址：www.brodieshostels.co.uk

价格：宿舍床位9.5-16.5英镑

旅人点评：爱丁堡市中心最好的青年旅舍。有舒适的床垫和从Trainspotting式到传统的格子图案式

的主题客房。暖烘烘的壁炉让人感到农舍般的温馨，还有包括免费宽带网在内的各种设施。

Brodies 2

地址：93 High St，Royal Mile

电话：556 2223

网址：www.brodieshostels.co.uk

价格：宿舍床位10.5-19.5英镑

旅人点评：从当地宜家家居（IKEA）采购的商品把这处崭新的房产装饰得整洁、甚至有点高级，

使之成为城里首家四星级青年旅舍。很多房间可以观赏皇家大道（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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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的景色，而且淋浴喷头冲劲十足！

St Christopher's Inn

地址：9-13 Market St

电话：226 1446

网址：www.st-christophers.co.uk

价格：宿舍床位13-19英镑

旅人点评：这家宜于派对的旅馆所有的宿舍客房都有配套的卫生间，还包一顿欧式早餐。有两个

酒吧，供应物美价廉的菜肴和日常饮料，不住在这里的背包客也常来这里休息。网上预订可以打

折。

值得推荐的旅馆还有：

High Street Hostel（Tel：557 3984；www.scotlands-tophostels.com；8 Blackfriars

St；宿舍床位12-13英镑）总有成群结队的顾客光临，气氛友好热闹，总有一股背包族的袜子味。

Royal Mile Backpackers（Tel：557 6120；www.scotlands-top-hostels.com；105 High St，Royal

Mile；宿舍床位12-13英镑）店小、位置好、服务热情，就是外观看起来不怎么样。

Belford Hostel（Tel：225 6209；www.hoppo.com；6-8 Douglas Gardens；宿舍床位10-15.5英镑）教堂

改造的青年旅舍，有很棒的酒吧。离两所主要的美术馆很近，距市中心10分钟步程。房价含早餐

。

Bruntsfield Youth Hostel（Tel：0870 004 1114；bruntsfield@syha.org.uk；7 Bruntsfield

Cres；宿舍床位12-16英镑）光洁亮堂，没有夜晚禁止外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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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爱丁堡美食

爱丁堡国际化风味众多，许多饭店提供以新鲜的地方产品，顶级牛肉和野味为原料的传统的爱丁

堡菜肴，还有一些意大利和印第安风味餐厅提供一流的食物。此外家常特殊配方的法国餐，具有

纯正的法国特色。在爱丁堡节期间，如果不下雨，咖啡店和啤酒屋遍布街头，城市中心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走累的时候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大多数酒馆都供应食物，尤其在午餐和晚

餐时间，提供烤三明治，鱼，炸土豆片以及意大利面食。价钱以英镑计算，酒水另收费。城市里

有许多酒吧，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喝酒在爱丁堡成了一种享受。

   

1、特色饮食

哈吉斯Haggis

是苏格兰的传统食物，用燕麦、羊杂和各种调料搅拌而成的馅料塞满羊肚，烹调为一道美味大餐

。烟熏鲑鱼、牛肉和鲜嫩的羔羊肉也值得尝试。High Street上有一家The World's

End的传统餐馆，价格不算贵，想Haggis的可以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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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的黑色食物即是Haggis

苏格兰威士忌

至于饮料，威士忌无论如何不应该错过。盖尔语中把威士忌称为uisge-beatha，意思是“生命之水

”，可见它在苏格兰人生命中的重要性。苏格兰有100多座威士忌酒厂，最古老的已经有300多年

历史了。

   

2、餐馆推荐

The Witchery Restaurant

这家位于皇家一英里大道上的餐厅是在爱丁堡非常有名的“幽灵餐厅”，餐厅以美味的食品和诡

异的气氛每年都能招徕不少的游客光顾。幽灵餐厅每天晚上推出不同主题的神秘幽灵之旅，分别

是Ghost & Gore Tour与Murder & Mystery Tour两种，都是从幽灵餐厅外出发。

地址：352 Castle Hill

电话：44 0131 2255613

Abstract Restauran

餐厅提供小型晚宴，客人可以一边品尝美味的菜肴，一边欣赏餐厅的主厨烹调。这种模式在爱丁

堡属于首例。

地址：33-35 Castle Terrace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2291222

Amber at The Scottish Whisky Society

餐厅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种类多样的纯正威士忌以及风味独特的晚餐。

地址：357 Castlehill The Royal Mile Edinburgh City of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4778477

Bellini Restaurant

餐厅以经营传统的意大利菜为主，可以试吃，以选择顾客最喜爱的菜肴。

地址：b Abercromby Place Edinburgh City of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4762602

Britannia 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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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主营亚洲风味菜肴，比如印度、尼泊尔、泰国等地的特色菜。

地址：150 Commercial Street Ocean Drive Leith City of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5552255

Dubh Prais Restaurant

主要经营苏格兰式传统菜肴为主，取材于当地，体味苏格兰的传统饮食文化。

地址：123b High Street Royal Mile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5575732

Ducks at Le Marche Noir

新鲜而美味的苏格兰风味菜肴是这里的特色。

地址：2/4 Eyre Place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5581608

Khushi's

地址：16 Drummond St

电话：556 8996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中午-3pm和5-9pm，周五和周六中午-3pm和5-9:30pm

消费：主菜3-5英镑

口碑不错，是一家普通的印度旁遮普风味餐馆，供应廉价的格式咖喱菜。可自带啤酒来这儿吃顿

饭。

Favorit

地址：30-32 Levan St

电话：221 180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8am-3am

消费：主菜4-6英镑

在乎成本的人是本店简单菜肴的回头客。餐桌上常见的是鹰嘴豆沙（Hummus）、皮塔饼（pitta

bread）和啤酒，爱吃快餐的人经常在回家的路上来这里饱餐一顿。

   

3、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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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phant House

这家咖啡馆不仅因为里面美味的咖啡而闻名，《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是这里一边喝

着咖啡，一边创作着这本风靡世界的魔幻小说的。在这里可欣赏到爱丁堡城堡的美景。

地址： 21 George IV Bridge, Edinburgh, EH1 1EN

电话：44 0131 2205355

网站： www.elephanthouse.biz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Always Sunday

地址：170 High St，Royal Mile

电话：622 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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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am-6pm，周日9am-6pm

消费：主菜4-6英镑

在皇家大道上，是一家阳光明媚的咖啡店，你坐着坐着就会留下吃午餐了。咖啡价格公道，面食

免费，有素菜可选，学生们常来这里用餐、聊天，内部装修像温泉胜地一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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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爱丁堡购物

爱丁堡富有苏格兰风情的，将传统和文化相融合的产品是相当出名的，不过现在的爱丁堡当然并

不只有这些。如今的爱丁堡在保留传统商品的同时还加入了很多时尚元素，使得爱丁堡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购物天堂，既可以满足痴迷于苏格兰文化的购物者，同样也可以满足追求时尚的购物者

。与世界大型连锁百货商店相比，爱丁堡是温和而陌生的。从royal mile和维多利亚大道的商贩那

里，你会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FENTONBARNS和FREEPORT这样的购物区，你也会有意

想不到的发现。

   

1、特色产品

既然是苏格兰的首府，苏格兰的两大标志：威士忌和制作苏格兰裙的方格呢当然是最佳的旅游纪

念品。

苏格兰方格羊毛呢

红色或蓝色格子的经典图案随着苏格兰风笛声传遍世界，身穿格子裙是苏格兰男子的典型形象。

据说欧洲服装业协会曾想把苏格兰裙定义为女性服饰，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苏格兰羊毛呢柔软

厚实，质量上乘，既可以买一条原汁原味的苏格兰裙，也有帽子、围巾、外套等可以选择，甚至

也可以买一大块布料自己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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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威士忌

苏格兰人把威士忌称为“生命之水”，威士忌在苏格兰人的生活中一日不可或缺。在爱丁堡城堡

入口边的苏格兰威士忌文化遗产中心，不但可以了解威士忌发展史、品尝美酒，也可以买到真正

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

牛油曲奇Scottish Shortbread

苏格兰著名的点心，其实在中国有得买的，大型超市的“Walker曲奇饼”，就是从苏格兰进口的

。为何称为Shortbread呢？因为它兼有面包、蛋糕和饼干三种点心的特色，而且含有分量很重的牛

油，再加上面粉和糖，可以当下午茶的一种可口糕点。这种曲奇，起初是由一个苏格兰农妇，自

己在家做给小孩子吃的，慢慢发展到拿出去售卖，后来越来越受欢迎，成为苏格兰点心的品牌。

                                               68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85&do=album&picid=50919&goto=down#pic_block


�������

爱丁堡：风笛之乡
在中国一小盒的曲奇饼，要接近三、四十块钱，而且口味选择不多，在这里只要5磅，大约相当于

人民币60块钱，就可以买到四大盒，而且选择又多，如果你不嫌重，可以大买特买了。

   

2、购物场所推荐

王子大街Princes Street

这里是爱丁堡新城区内最主要的购物大街，大街两旁一间挨着一间的豪华商店和精彩的橱窗秀以

及高级餐厅使这条大街被誉为“全球景色最佳的马路”。王子大街也是从火车站抵达爱丁堡的旅

客首先到达的地方，提供多种服务的旅客中心就在王子街上。从旅客中心旁的王子购物中心（Pri

ncess Mall）开始，整条街上都是购物商店、百货公司和书店：Waterstones、Disney

Store、Mark&Spencer、Jaeger、Next、Laura Ashley、Gap等上百种品牌应有尽有。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百货公司：

Jenners Department Store

地址：48 Princes Street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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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4 0131 2252442

这家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百货商店，以合理的价格和高品质的商品而著称。

John Lewis Edinburgh

地址：69 St James Centre Edinburgh

电话：44 0131 556912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 9：00－18：00；周四－周五9：30－20：00；周六9：00

－18：30；周日11：00－17：00

这家百货商店从家居用品到服装一应俱全，是爱丁堡购物环境最好的商场之一。

圣安德鲁广场

圣安德鲁广场（st andrew's square）是爱丁堡另一个诱人的购物场所。这里的商品多为时尚品牌商

品，其中包括例如像阿曼尼（armani）、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等这样的名牌。

格拉斯市场和皇家英里大道

如果对爱丁堡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商品感兴趣，那么格拉斯市场（grass

market）和皇家英里大道（royal mile）是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格拉斯市场其实是个二手市场，

不过你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淘到不错的古董。皇家麦尔则是购买苏格兰传统商品的天堂，这里的

商品均是苏格兰制造，而且像编织服饰、开士米绒线毛衣、古董、苏格兰CD、苏格兰风笛、苏格

兰方格裙等这样具有典型苏格兰风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3、购物退税

在同一地点购物满30英镑即可享受约17.5%的退税，个人最高退税金额为1000英镑。虽然英国的退

税支票无有效期，但也应尽快领取。海关盖章有效期是退税支票签发的30天内，因此在购买贵重

物品如钟表、名牌服饰时一定要咨询好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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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爱丁堡娱乐

想了解爱丁堡最近有什么娱乐活动，可以买一份List（2.2英镑；www.list.co.uk

）这一综合信息来源，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目录杂志，内容涵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两个城市。大

部分报刊亭均有销售。

   

1、电影院

爱丁堡城内公众性的电影院有四个，其中洛锡安路（Lothian road）上的电影之家最值得关注。

电影之家Filmhouse

地址：88 Lothian Rd

电话：228 2688；

网址：www.filmhousecinema.com

门票：6.3英镑

是家很棒的电影院，上映各种电影：经典影片、不出名的影片和彻头彻尾的荒诞影片，应有尽有

。不以盈利为目的, 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欣赏到别处看不到的好影片，是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发祥地

。不过，每部影片的放映期间都较短，甚至有的只放映一天，并且只放映一场。幸好影院大厅免

费发布详细的预告，可以取一份回来，再制定计划。平均每天放映3场。前两场不能预约，所以，

如果正巧是一部极受欢迎的影片，售票处前会排起长队。由于影院内分两处同时放映不同电影，

请注意记住自己要看的影片的片名。电影之家中还有漂亮的餐厅和酒吧，可以简单吃点东西。

背向普林西斯大街继续向下走，路边还有一座ABC影院，主要放映一些新的或老的美国影片。

Cameo

地址：38 Home St

电话：2284141

门票：6.5英镑

反映艺术电影和主流电影的优秀老式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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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吧

Sandy Bells

地址：25 Forrest Rd

电话：225 275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30am-1am，周日12:30-11:30pm

该市最好的酒馆，演奏传统的苏格兰乐曲，几乎每晚都有免费演出（外加星期天下午）。周末很

快就满座了。

Greyfriars Bobby's Bar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网站：www.greyfriarsbobby.co.uk

地址：34 Candlemaker Row, Edinburgh, EH1 2QE

这家酒吧的名字中，Greyfriars是爱丁堡最著名的墓地，而Bobby是一条狗的名字，关于这只狗，有

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Bobby的主人是一位警察，Bobby每天帮助守卫市场内的动物围栏，然后一

起去那里的餐馆午餐。直到1858年，这位警察去世后被埋葬在Greyfriars墓地，忠诚的Bobby从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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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论白天黑夜守卫在主人的墓前，一直持续了14年，直到1872年死去，和主人葬在一起。

King's Wark

地址：36 Shore, Leith EH6 6QU（22路往ocean terminal方向的车可以到达,

离市中心正常行驶14分钟左右）

这是一家苏格兰酒吧,

也可以吃。历史很悠，房子建于1434，里面的摆设都显的很古老，推荐小份的seafood

chowder（海鲜汤3.5英镑）, butter也很好,

和面包在一起的味道不错。也可以吃其他传统食品如haggis。附近还有很多的酒吧和餐厅, 如pizza

express, Giuliano（意大利菜），同时周围景色也不错。

   

3、夜总会

爱丁堡的夜总会种类多种多样，什么风格的都有。服务费从5-15英镑不等，大部分夜总会都一直

营业到凌晨3点。

Bongo Club

地址：Moray House，Paterson’s Land，37 Holyrood Rd

电话：5587604

网址：www.bongoclub.co.uk

它古怪而奇妙，长期上演嘻哈音乐、乡村音乐和碎拍节奏俱乐部之夜（门票6-8英镑，每个月的第

一或第二周六晚上11点开始），非常有名。此外，booming bass舞曲和瑞格舞曲之夜，Messenger

Sound System（门票8英镑，每个月第三个周六晚上11点开始）也值得去看一看。白天，这里是一

家咖啡厅兼展览馆。

Cabaret Voltaire

地址：36 Blair St

电话：2206176

网址：www.thecabaretvoltaire.com

这家爱丁堡最标新立异的酒吧设在一个很有艺术氛围的石头拱顶建筑中。它摒弃了大舞池以及对

DJ自高自大的崇拜，支持综合了DJ、现场演出、戏剧、戏剧、视觉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创意大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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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非常值得一去。

Studio 24

地址：24 Calton Rd

电话：5583758

网址：www.studio24edinburgh.co.uk

这里是爱丁堡地下音乐场所的黑暗中心，涵盖的节目类型非常全面，从家庭音乐到新金属音乐，

有乡村音乐、斯卡音乐、瑞格音乐、电子音乐等，它因此成为整个城市一流的摇滚乐、金属乐和

高音之夜（设有未成年人保护区，14-18岁少年的无酒俱乐部）。

   

4、现场音乐演出

Royal Oak

地址：1 Infirmary St

电话：5572976

网址：www.royal-oak-folk.com

门票：3英镑

爱丁堡民间音乐的佼佼者，是很受民间音乐人欢迎的聚会场所。每个周日晚上8点半以后，这里一

定会有现场音乐演出——Wee Folk Club会在此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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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Liquid Room

地址：9C Victoria St

电话：225 2564

网址：www.liquidroom.com

消费：门票3-5英镑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pm-3am，周日11pm-3am

是个受欢迎的中等规模的聚会场所，每周五是市内的娱乐之夜，有很多原创节目。具体节目安排

可上网查询。

女王大厅Queen’s hall

地址：Clerk St

电话：6682019

网址：www.thequeenshall.net

门票：10-25英镑

售票处开放时间：10am-5:30pm

苏格兰市内管弦乐队的大本营，这里还举办爵士音乐会、翻唱乐队表演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重大

活动。

国王剧院

地址：2 Leven St.

电话：（0131）2204349

皇家协会剧院

地址：30B Grinolay St

电话：（0131）229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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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爱丁堡节日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每年8月一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就变得特别热闹，各地涌来的游客在爱丁堡街头，每个人都知道，

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Tel：473

2000；www.eif.co.uk

）又到了。一般所说的爱丁堡节，其实是有许多个不同主题节目组成的，包括艺术、电影、书展

、音乐、戏剧、爵士和蓝调音乐等等，节日为期3周，需提前订票。其中主要的有6个主题，具体

如下：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爱丁堡书节 EDINBURGH BOOK FESTIVAL

去年有22万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大人小孩来参加我们的图书节。这是最大型的国际图书节，适合

任何人参加，我们的儿童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青少年也有特别的针对他们的书展。爱丁堡书节1

983年成立，目的在于聚集全世界的思想家和作家到一起，面对读者大众和所有人。

爱丁堡艺穗节

爱丁堡艺穗节（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Tel：226

                                               76 / 85

http://www.eif.co.uk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329647&do=album&picid=50983&goto=down#pic_block


�������

爱丁堡：风笛之乡
0026；www.edfringe.com

）也在8月举办。1947年，爱丁堡国际节第一次举办，有8家表演艺术公司不请自来，在舞台之外

的地方表演，于是爱丁堡艺穗节就诞生了。时至今日，最大的变化是它的规模。节日表演侧重于

戏剧、喜剧和音乐；演出票很多可以当日购买。

爱丁堡电影节 EDINBURGH FILM FESTIVAL

爱丁堡电影节的观众是多元化的，从专业的影评人士到一般的观众，甚至一年只看一两部电影的

人也能在爱丁堡电影节获得乐趣。爱丁堡电影节在1930年代产生，目的在于让观众欣赏到非主流

的电影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原始宗旨也有所转变。现在，外语片和独立制片在电影界当中占有

一席之地，英国自产的电影和主题电影也是重点之一。

爱丁堡爵士蓝调节 EDINBURGH JAZZ AND BLUES FESTIVAL

爱丁堡爵士蓝调节在1979年第一次举办，因为当时英国没有类似的音乐节，举办的目的当然是吸

引更多的人认识爵士蓝调，喜欢爵士蓝调。刚开始由酒厂赞助，音乐家在酒吧和音乐厅免费演奏

爵士音乐给大众，现在逐渐向当代爵士移动，但是传统的精神仍然存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爵士音

乐家来这里演出，其中包括许多从未曾在英国表演过的艺人，还有本土最佳的艺人也来共襄盛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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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爱丁堡旅游关键词

1）体味苏格兰传统：

苏格兰裙

知名国际的苏格兰裙在世界时尚潮流中经久不衰，几乎刮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也许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不分种族、不分国度、不分年龄都style吧。

苏格兰裙的雏形用盖尔语说就是feileadh mor，英文的意思是big kilt。它是一种未经过裁剪的服装

，大概有5米长，裹在人身上，在腰部扎一根腰带，以此来达到遮蔽身体的目的。腰部以下的部分

与现在的苏格兰短裙差不多，但是腰以上的部分则是在肩部用别针做出褶皱的效果。

今天的苏格兰人把苏格兰短裙当作是正装或者是参加庆典时才穿的礼服。通常是婚礼或者其它的

正式场合，他们才会穿上苏格兰短裙，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将其作为便装来穿的。苏格兰短裙

还被童子军用来作为阅兵式时的服装，在高地运动会、各种风笛乐队的比赛、乡村舞会以及同乐

会中也能看到人们身着苏格兰短裙。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苏格兰风笛

苏格兰风笛并不是单指乐器本身而言，它还连接着一长串代表苏格兰高地传统文化的历史。传说

苏格兰部落之间盛行吹奏风笛的风气启于Maccrimmons的时代。詹姆斯二世在位时，各部落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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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风笛来联系之间的感情，结合各部族的力量以维持其高地的传统势力以抵抗异族的侵略。风笛

早已升华为苏格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直到今天，苏格兰的高地风笛曲在社会中仍扮演着

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苏格兰人的婚礼上最常见的乐器依然是风笛。风笛，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苏

格兰人的狂欢节目上。天性活泼，能歌善舞的苏格兰男男女女常会在某个闲暇的下午时分，吹起

风笛，跳起欢快的舞。

男人的生命之水：威士忌

苏格兰威士忌Lowland的清淡温顺；Highland的花香果香与辛辣和谐交织；长年海风吹袭、全岛被

泥煤覆盖的Islay所产威士忌散发着强烈的海潮味，带有浓郁的辛辣脾气；而地势平缓、气候温和

的Speyside威士忌之所以闻名，离不开天气阴冷潮湿，泉水丰沛甘美，大麦优质高产，泥煤多而独

特。酷爱威士忌的内行人对苏格兰威士忌的一致评价是：甜味重，香味浓，还有别样的泥煤味，

让男人一尝难忘。金黄的液体中，骨子里是自由和不受拘束的精灵。早期的苏格兰威士忌只是一

种经过蒸馏的无色液体，味道单一、口感欠佳。19世纪以后，政府对酿酒课以重税，酿制者为了

逃避征税，进入深山老林之中进行私酿；然后将人家喝完葡萄酒后扔掉的橡木桶捡回来装威士忌

，把装满酒的木桶藏到山洞中保存。因为私酿酒只能在夜晚进行，于是后来这些酒又有了一个颇

富诗意的美名——月光威士忌。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如何品尝苏格兰威士忌呢？首先仔细观察颜色，颜色愈清澄表示酒龄愈轻，如果颜色成蜜糖色表

示这威士忌已经有20年左右历史，接下来要闻闻味道，如果怕不易分辨，可以加一点水进去，第

一次先浅闻一下，第二次再深深的吸一口气，相信会有不同的嗅感。

品尝的重头戏就是以酒就口，先喝一口，在口中停留一会儿，细细品味，是否与闻起来的味道一

致？与空气接触时间长短对味道的改变为何？绝对不要拿起杯子一乾而净，那可就糟蹋了鼎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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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苏格兰威士忌了。

2）爱丁堡名人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生于爱丁堡市。司各特首创英国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气势

磅礴，宏伟壮丽，出色地反映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历史重大转折时刻的矛盾冲突。主要著作

有：以苏格兰历史为背景的《中洛辛郡的心脏》、《修墓老人》、《红酋罗伯》，以英格兰历史

为背景的《艾凡赫》和以法国历史为背景的《惊婚记》。

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生于爱丁堡建筑工程师家庭。作品有游记《内河航程》和《驴背旅程》，惊险浪漫故事集《新天

方夜谭》，小说《金银岛》，《绑架》及其续篇《卡特琳娜》和《巴伦特雷的少爷》。他是19世

纪末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善于写新奇浪漫的事物，笔下常出现具有高贵品质的贫民、流浪汉

、孤儿的形象。但他着意追求艺术效果，忽视和避开反映社会重大矛盾。

《哈里�波特》与J�K�罗琳（J K Rowling）

虽然J�K�罗琳并不是出生在苏格兰，但她却已经在该地生活多年，而且她全套著作《哈利�波

特》都是在苏格兰完成的。J�K�罗琳是在刚开始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移居苏格兰的，当她第一

眼看见爱丁堡城堡时，一个关于魔法的故事就渐渐浮现在她的脑海中。J�K�罗琳将她自己在爱

丁堡亲眼所见及经历的真实生活搬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中，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哈里

�波特》，所以如果是波特迷们游历爱丁堡，会感觉格外亲切与熟悉。

玛丽女王Mary I of Scotland

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造就了爱丁堡的一段传奇，这位女王的悲情一生成为数部小说的写作原型，

而关于她的故事，至今也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位女王据说是苏格兰当时最美丽的女人,但是

她的一生却充满了不幸：15岁嫁给法国王室，19岁丈夫去世又回到苏格兰，在民众拥戴中于登上

王位，但是却被控谋杀第二任丈夫，三度结婚后不久，玛丽女王在叛变中失掉王位并逃往英格兰

，被囚禁19年最后仍因图谋英格兰王位而被处死。

3）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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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英国》介绍了英国许多优秀景点。你可以在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感受到古罗马的气息；也可以在巨石阵（Stonehenge）感受远古的神秘；你可以参观电影《

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的古战场；或者沉迷于沃里克古堡（Warwick

Castle）中王室成员的阴谋之中；亦可以攀上斯诺登山，回顾亚瑟王（King

Arthur）的传奇故事。然后，你可以回到城市，感受英国那些世界大都市的风光。

《爱丁堡》出版社: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年: 2004-7-1。本书以其特色的风格、新颖的视角而又真

实有趣的个人体验，表达现在进行时的欧洲城市生活，完全国际化的图片和设计风格，传达出全

新的图书视觉语言，让你恍若亲临爱丁堡这座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现代化都市。

《爱丁堡随想》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原），出版年: 2003-8。是一套文学家和科学家的音乐

札记。不计其数的文学家都曾对音乐的描情叙景抒发了自己的感动和启示，甚至都认为音乐是自

己作品的一部分。西方几乎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论述过音乐艺术世界的本质和美。国内一位著名

的科普学家曾经断言，世界上没有几个重要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不热爱音乐的。

《爱丁堡画记》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10。美如童话的爱丁堡，翩翩独行的中国君

子，正用极富创造力的画笔与文笔巧摹风物，妙谈文化。哑行者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穿梭在山

间湖畔、大街小巷与历史遗迹之中，时而为苏格兰人的独特口音与习癖忍俊不禁，时而又如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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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般将苏格兰王室的密史娓娓道来。他让熟悉事物陌生化，以重建四周景物，并辅以优美的插

图，最终达成一种“深邃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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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旅人提示

1、爱丁堡实用网站

爱丁堡观光官方网站：http://www.edinburgh.org/

爱丁堡交通：http://www.networkrail.co.uk/Stations/stat...ey/Default.aspx

爱丁堡机场相关讯息：http://www.edinburghairport.com/

2、中国驻爱丁堡领事馆

地址：edinburgh.china-consulate.org/chn/

电话：55 Corstorphine Road，Edinburgh，EH12 5QG

网址：0131-3373220

传真：0131-3371790

3、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地址：69 George St

电话：718 250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am-5pm，周三9:30am-5pm，周六9am-5pm

4、easyEverything网吧

地址：58 Rose St

电话：220 3580

上网每小时1.6英镑

营业时间：8am-10:30pm

5、爱丁堡和苏格兰信息中心Edinburgh & Scotland Information Centre

地址：3 Princes St

电话：08452255121

网址：www.edinburgh.org

营业时间9月至次年6月9am-5pm，7月和8月9am-8pm

6、爱丁堡皇家医院Edinburgh Royal Infirmary

地址：51 Little France Cres，Old Dalkeith Rd

电话：536 1000

7、天气

爱丁堡8月天气已经很凉，所以要带秋季的衣物。英国天气变幻无常，所以一件防水带帽的外套非

常实用，户外店的冲锋衣是不错的选择。

8、关于苏格兰磅

英镑可以在爱丁堡自由等值流通，而苏格兰镑基本上只在苏格兰地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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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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