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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翡翠岛国—爱尔兰

爱尔兰这个和平宁静的西欧岛国，一直以来是去英国旅游不可错过的附加目的地。它与英国隔海

相望，东北与英国的北爱尔兰接壤。 

爱尔兰巨人之路壮美的景色(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爱尔兰被称为翡翠岛国，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那么惬意舒服。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摄人

心魄的自然美景，又不失现代都市的热闹繁华；它既有风风雨雨的曲折历史，又不失传奇色彩的

悠久文化；从传统的大河之舞到激情的流行音乐，整个岛屿处处弥漫着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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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美丽的自然风光(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对于每一个80后来说，可以不知道浪漫的爱情电影，但一定看过《星球大战》；可以不晓得欧美

流行音乐风，但一定听过都柏林摇滚乐队U2，这一切都发生在爱尔兰。爱尔兰岛除了丰富多彩的

自然风光令人心醉，还有著名的健力士黑啤、爱尔兰咖啡⋯⋯在爱尔兰，总能全方位地感受到特

色的英伦风情。

最佳旅游时间：

爱尔兰的气候属温带海洋性气候，气候相当平和，整个国家的气温很平稳。建议游人三月初到爱

尔兰旅游，因为这时有都柏林最为盛大的节日圣帕特里克节。7月和8月是爱尔兰最佳旅游季，这

时天气比较温暖，有很多节日聚集在这两个月份。春季和秋季去爱尔兰旅游也比较好，这时人比

较少，可以体验到另外一种感觉。冬季不适宜旅游，大部分酒吧和餐馆从十月到次年复活节都不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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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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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爱尔兰的行前准备

   

1、初识爱尔兰

爱尔兰位于西欧，于1922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国家。它西临大西洋东

靠爱尔兰海，与英国隔海相望。爱尔兰为北美通向欧洲的通道。爱尔兰人属于凯尔特人，是欧洲

大陆第一代居民的后代，它有5000多年历史，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爱尔兰景色优美，非

常美丽迷人。尽管爱尔兰也有自己的语言—盖尔语(Gaeilge)，但它却是欧洲除英国之外唯一一个

使用英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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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岛地形图

爱尔兰人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大约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其它居民则信奉基督教新教等，

许多其它宗教传统也得以充分体现并受到尊重。爱尔兰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全国98．7%的人是

爱尔兰人，另有3万人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约有5000人，犹太人约有4000人。

旅人提示：

我们一定要记住爱尔兰共和国与电视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冲突频频的北爱尔兰是有所不同的，

爱尔兰的治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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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办理爱尔兰签证

1、签证种类：

 1）旅游签证：

爱尔兰虽为欧盟国家，但至今未加入欧洲的申根协定，当然也享受不到申根协定的好处，这也为

中国游客前往爱尔兰旅游带来诸多不便。如果中国游客想前往爱尔兰旅游，需要单独向爱尔兰大

使馆或各地领事馆提出申请。爱尔兰签证处办公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09:30至12:00时。按照规

定，个人旅游申请者要到使馆面谈。团队旅游申请者要以ADS的形式申请。有关此签证的详细情

况请到使馆咨询或咨询负责受理签证的中方旅行社。

爱尔兰签证样本

2）商务签证：

如果去爱尔兰进行商务活动，应该申请商务签证。商务签证不允许申请人在爱尔兰工作，但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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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商务活动。这种签证的有效期一般最长为90天。

 3）留学签证：

爱尔兰驻上海总领馆负责受理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地区申请人的居留申请，其它地区由

爱尔兰驻北京大使馆负责。要求本人亲自到使馆申请，不能邮寄。递交材料时一式俩份(原件和复

印件)。建议尽可能在预期的学习开始前的12周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申请者需额外提交一份完整

的学习计划书，一份英语等级证明书（一般为全球雅思成绩），学费缴纳证明。

4）探亲签证

妻子、丈夫和未婚的未成年孩子被视为亲属。只有在递交了有关部门要求提供的所有资料后，方

能受理签证申请。签证申请至少要在出发前3周申请。

奥地利大使馆签证处的办公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09:30至12:00时。签证申请人要到使馆面谈，

根据面谈使馆方能对签证申请作出决定。这种签证的有效期一般最长为90天，到期后不得在爱尔

兰国内逗留。

2、申请旅游签证所需材料

首先要记住不管任何种类前往爱尔兰的签证都要至少在出发前三周递交，下面是爱尔兰使馆邀请

申请人面谈以及返回中国后再次面谈所需要的材料。（爱尔兰大使馆有权保留这些材料）

1）一张由申请者本人签名、字迹清楚、实事求是的完整申请表。

2）一张符合要求的护照相片。

3）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私护照，要求护照有效期必须不少于6个月。

4）往返旅游交通工具证明（机票、船票或者火车票）。这里要记住在申请人获得签证结果并取回

其申请材料之前，不应该购买机票

5）在爱尔兰境内的酒店预订证明。

6）一份详尽的旅游计划（最好是英文的）

7）旅游保险证明（保险数额每人不少于50000欧元）。

8）提供曾经去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证明（西欧国家、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签证）

9）在中国拥有财产、工作以及家属的证明（此要求帮助排除申请者滞留爱尔兰不归的可能性

10）收入来源证明以及爱尔兰旅行社的担保证明。

11）中国申请人：提供户口本原件和全部页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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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外国申请人：中国居留证和全部页的复印件。

13）雇主证明：职位、休假许可、地址、电话、公章等。

14）一份体检证明（在签证签发之前，签证申请人不必参加体检）

3、办理地点

 爱尔兰北京大使馆签证处

电话 : + 86 10 65326945 / 65326971 / 72 / 73

传真 : + 86 10 6532695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14 号 ，塔园外交办公楼 2 单元 11-1

邮编：100600

电子邮件 : irishvisabeijing@dfanet.ie

网站 : www.embassyofireland.cn

开放时间：电话咨询接待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4:30—16:30。请拨打以上电话，听到指示音后按4等

到接线员为您服务。北京签证处对外开放时间如下：周一至周五 09:30—12:00 , 14:30 – 16:00。

旅人提示：

北京的签证处与大使馆不在同一位置。北京签证处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签证申请。

爱尔兰驻上海总领馆

电话 : + 86 21 62798729

传真 : + 86 21 62798739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 ，上海中心大厦 700 A 室

邮编： 200040

开放时间：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09:30 - 12:30

。受理电话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 14:00 - 16:00

.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只接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以及江苏省居民的签证申请。

 爱尔兰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54楼

电话：(+852) 2527 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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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52) 2824 9127

网址：www.consulateofireland.hk

电子邮件: info@consulateofireland.hk

旅人提示：爱尔兰驻香港领事馆只接受香港地区的居民的签证申请。

4、短期签证免签计划

虽然爱尔兰的签证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要难签些，但他们也推出了一些鼓励中国人去旅游的政策，

爱尔兰政府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10月底实施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短期签证免签计划”。

该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持英国“一般签证”的中国公民在其英国签证有效期内可免签进入爱尔兰，但最多停留90天。

如其英国签证有效期不足90天，需在签证到期前离境。通过该计划入爱人员须凭其英国签证先入

境英国。

2）英国“一般签证”包括短期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不包括其他签证种类，如过境签、长期学生

签证、夫妻团聚签证或家庭团聚签证。

有关政策具体内容可到爱尔兰驻华使馆网站：（http://www.embassyofireland.cn/Ireland-Chinese

）查询。

   

3、通讯问题

邮局：

爱尔兰共和国各地的邮局（An Post)一般都是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30分，周六上午9点至

下午1点营业。小一点的邮局午餐之后就关门。

50克以内的信件寄往英国需要0.6欧元，到欧洲大陆及世界上其他地方需要0.65欧元。

电话：

如果从国外拨打爱尔兰共和国电话，所有号码前都需加拨00353。如果从国外拨打北爱尔兰电话，

所有电话号码前都需加拨0044。如果想从爱尔兰共和国往北爱尔兰打电话，要先拨048，再拨当地

号码。当地人使用国内公用电话每三分钟约为0.5欧元。可以直接用公用电话往国内打电话，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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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方付费费，或者用当地的电话信用卡付费。

爱尔兰的手机网络有2G的GSM网和3G的WCDMA网，大部分网络（Vodafone, O2, Meteor）都同时

支持2G网络和3G网络。所以只要手机能使用GSM网或者WCDMA网就可以在爱尔兰用。绝大部分

手机都至少支持GSM网，所以没有问题。

国内的3G网络中联通的3G是WCDMA标准，也就是只要手机在国内能使用联通的3G网就可以在

爱尔兰使用3G。当然如果不用手机上网有没有3G区别不大。

   

4、关于爱尔兰货币问题

货币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所以使用欧元（€；代码EUR），兑换欧元现金最好去爱尔兰当地正规银行进

行办理，在办理前可以比照下当天外汇牌价。需要注意在国外身上不要带过多的现金，50欧元的

现金已经属于大数目了，因为当地人出去做任何事都是刷卡，所以咱们也入乡随俗能刷卡就尽量

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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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旅人提示：在北爱尔兰使用英镑。

如何兑换

银行提供的汇率是最合适的，而且银行的兑换处一般会延长营业，如果需要兑换货币还是去银行

进行兑换。邮局通常也都有货币兑换设备，周六早上也营业。除此之外在机场和游客中心也都有

专门兑换货币的地方。

刷卡取现

目前，全英99%以上，共6.4万台ATM机器都可以接受银联卡提取现金。花旗银行的ATM除可以接

受银联卡取现之外还能进行余额查询。

旅人提示：机器上带有右侧英国LINK网络标识的ATM均可接受银联卡。

退税

爱尔兰一般不设最低退税限额,退税率为17.36%。在离开爱尔兰的机场，或者离开欧盟成员国家前

最后一站，凭填妥的退税申请表格和有关退税的商品就可前往海关办理。北爱尔兰的退税率最高

不超过14.98%，最低退税限额请事先向商家询问。

   

5、爱尔兰的主要节日

1月1日新年

2月1日圣布莱特日（Saint Bridget’s Day）

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即爱尔兰国庆日）

3月18日Sheelah’s Day，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3月21日起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复活节，在复活

节前的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假期从星期五至星期一)

6、8、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银行假日

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Reek Sunday

11月1日万圣节All Saints’ Day

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

12月25日圣诞节

12月26日圣史蒂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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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爱尔兰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相当古老的传统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

日期：3月17日 

节日里的巨型玩偶(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爱尔兰的圣人帕特里克。在节日前后的一周的时间里有街头音乐剧场、狂欢

、舞蹈、喜剧、游行的那个等。都柏林将在这段时间里称为世界狂欢的中心。

布鲁姆日（Bloomsday）

日期：6月16日

旅人提示：

人们会在每年的6月16日复活昔日的都柏林重温布鲁姆当日历程。推荐拿一顶平顶硬草帽，穿上彩

色鲜艳的条纹运动上衣和折叠式躺椅参加这个节日。

 高威艺术节

日期：7月

节日内容：戏剧、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电影、书展、街头装置、儿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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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翡翠岛国
旅人提示：

从都柏林前往高威的交通十分便利。香侬国际机场是高威艺术节的官方机场，离高威市中心4英里

。

基尔肯尼艺术节（Kilkenny Arts Festival）

日期：8月11日至8月20日

地标：基尔肯尼，是一座美丽的老式城市，坐落在爱尔兰东南部的诺尔河（River

Nore）沿岸。基尔肯尼在世界上以手工和设计著称，每年都会举办许多重大的节日。

节日内容：歌剧和舞蹈、古典音乐、爵士、视觉艺术、电影、文学和年轻人的一些表演节目。

韦克斯福德歌剧节（WEXFORD FESTIVAL OPERA）

日期：10月25日到11月5日

地标：韦克斯福德郡的首都韦克斯福德市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城市内的街道十分狭窄并且历

史悠久，今天它已成为一个活跃的经济中心，但只要歌剧节一开始，这座城市就可以完全被节日

的气氛所包围。

金塞尔美食节

说到节庆与美食，没有一个爱尔兰人不推荐金塞尔美食节(Kinsale Gourmet Festival)。金塞尔位于科

克郡，是爱尔兰著名的渔港小镇，享有“爱尔兰美食之都”的美誉，美食节则是爱尔兰最古老的

食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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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爱尔兰可以HOLD住你的N件事

   

1、探访北爱尔兰巨人堤 看鬼斧神工的天然阶梯

它是去爱尔兰岛旅行最迷人之处，它是大自然塑造出的世界奇景，

它是地球上15大最奇特地貌之一。这就是北爱尔兰的巨人堤。

巨人堤位于英国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平原边缘的岬角，沿着海岸悬崖的山脚下，大约有3.7万多根

六边形或五边形、四边形的石柱组成的贾恩茨考斯韦角从大海中伸出来，从峭壁伸至海面，数千

年如一日的屹立在大海之滨。被称为“巨人之路”。 

(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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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翡翠岛国
说起这个巨人堤，有一段爱尔兰的民间传说不得不提，当年爱尔兰的巨人菲恩卖酷儿为了应付苏

格兰巨人贝南德纳挑战，而建筑此堤道。有一天苏格兰巨人贝南德纳真的打过来了，苏格兰巨人

块头之大，出乎菲恩卖酷儿想像，吓得他躲了起来。他老婆帮他化解了这危机，叫他假扮成自己

的婴孩，嘴咬奶瓶，穿上尿布，躺在大摇篮里。贝南德纳看到爱尔兰巨人的小婴儿都这么大，他

爸爸更不得了，所以自动撤退。但为防追兵，贝南德纳也踢断了堤道，所剩的残余就是今天的巨

人之路。

当然传说是否真实已不可考，不过不管哪里的游人来到这里都会被眼前奇特的地貌景观所震撼。

当游人置身于巨人堤之上，看着眼前出现的因火山爆发形成的怪异六边形玄武岩柱，仿佛自己来

到另一颗星球。现在凡到北爱尔兰旅游的人，这个大自然的杰作是必游的景点。

   

2、莫赫悬崖：翻开大西洋冲出的千古巨书

整个爱尔兰以人文景观为主，但也不乏像“巨人之路”和“莫赫悬崖”这种巧夺天工的自然美景

。

游人可以驱车向西海岸行去，在西部小镇戈尔韦正对着的大西洋，有着全爱尔兰最棒的海景。小

镇的南部就是爱尔兰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莫赫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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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赫悬崖(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莫赫悬崖地形怪异，以奇险著称，它是由于地壳变动和大西洋骇浪惊涛无数年的冲击而形成的鬼

斧神工般的造型。大自然这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斧劈刀削般塑造出密密的横断层，彷佛是一部

部千古巨书。

悬崖附近，高耸着一座圆柱形的荒废不堪的布瑞恩塔，像一个颓然而立的骑士，也是观看悬崖的

制高点。每当夕阳西下时，就见烟波浩淼的大西洋上涌动着一片片灿烂夺目的金辉。

   

3、亲身体会爱尔兰最灵验幸运物“巧言石”

爱尔兰的布拉尼小镇里的布拉尼城堡，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城堡之一，这里最为世人所熟知的

就是城堡内的巧言石，传说只要吻过这块“巧言石”便会能言善辩，滔滔不绝。每年数十万游客

慕名前往布拉尼堡吻石。 

游客在试图吻到巧言石(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不过游人想要吻到这块石头，还真得花点工夫。因为巧言石位于城堡内塔楼向外探出的墙沿之下

，下面便是深谷。游客为吻到这块石头，需要付出勇气，双手抓住栏杆，身体向外半躺，尽力后

弓，将头凑近石壁亲吻，尽管有人保护，游客们还是不时发出尖叫声。

巧言石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传说一些世界上著名的能言善辩的名人正是因为吻了这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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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翡翠岛国
才获得成功的。比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苏格兰喜剧明星比利�康诺利等等。

当然这个小镇不只靠巧言石来吸引人，这里的景色也同样美丽。从布拉尼城堡眺望，近处是茂密

的小森林，远处依旧是望不尽的绿色，小镇点缀其间，景色相当的美丽。布拉尼城堡附近的小森

林使人仿佛身处童话故事一样，有棵树据说特别受欢迎，在卡通片和童话里可以常常看到，可现

实生活中就只此一家了。

   

4、在爱尔兰最美乡村阿黛尔发呆

阿黛尔这个位于梅格河东岸的普通小镇，被很多人称为“爱尔兰最美乡村”，这里是一个适合发

呆的地方，小镇沿路的一排排茅草屋更是一大看点。茅草屋顶下是刷的雪白的屋墙，各种鲜艳颜

色的门窗点缀其上，屋顶上铺着黛色的茅草，涂上红色或是绿色蓝色的门窗，以及鲜花，这些都

构成了极大的视觉冲击，非常有层次感。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阿黛尔除了拥有众多茅草屋、还有高贵神秘的城堡和年代久远的商店、常春藤点缀的修道院、以

                                               20 / 7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97&do=album&picid=46383&goto=down#pic_block


�������

爱尔兰：翡翠岛国
及世界顶级高尔夫球场。当这些最吸引人的元素集中在阿黛尔体现时，你便如同走进了一个童话

世界。

秋天的阿黛尔是最美的，路边的树木染上金黄色，与绿色的草地及松柏交替。在阿黛尔度假是最

好的选择，呆上一两天，最适合周末休闲游。秋高气爽的日子，寻一个周末，自驾游阿黛尔，沿

途风光令游人神清气爽，充分放松。

   

5、情迷爱尔兰咖啡 品味香浓蜜月

爱尔兰香浓的咖啡，美丽的景色，古老的文化吸引着全世界无数的人来到这里。有人说爱尔兰咖

啡，像恋爱一般的感觉，如果爱上了爱尔兰的咖啡，蜜月一定要来这里，绝不会失望。

一杯真正的爱尔兰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只有亲身到过爱尔兰品尝这里的咖啡，方能感受到它

最正宗醇厚的真正味道； 如爱情，没有真正尝过、经历过、体验过，又怎能感受百般滋味在心中

的感觉和那份“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情感恋栈？ 

(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想象下当一对恋人坐在爱尔兰一家乡村咖啡小屋，伴着懒洋洋的enya音乐和微暗灯光下喝着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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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翡翠岛国
兰咖啡，嗅到杯子里飘出来的阵阵香浓醇烈，看着靠在肩旁的恋人，深邃柔情的眼睛。相信每一

个人都愿意永远把时间停下。

旅人提示：

这里向大家呈上爱尔兰咖啡的简单做法：材料：爱尔兰威士忌1/2~1盎司，方糖，热咖啡一杯，鲜

奶油适量。做法：专用杯中先放入1/2~1盎司爱尔兰威士忌，加入方糖(或2小匙砂糖)，放在专用

架上，用酒精灯加热至糖溶化，再倒入热咖啡约8分满，最后加入一层奶油。

   

6、缤纷夏季去可尔代尔购物村购买打折世界名牌

位于可尔代尔郡的可尔代尔购物村（Kildare Village）是爱尔兰境内唯一的时尚精品购物村，也是

很多游客访问可尔代尔郡的最佳理由。游客们能在此挑选到爱尔兰本土设计师品牌和国际高端奢

侈品牌如Louise Kennedy, Juicy Couture, Aquascutum, Furla, Anya Hindmarch, Tommy Hilfiger

和Hackett等的过季商品。折扣低至4折，且常年无休。

夏季是游览可尔代尔购物村的最佳季节，每年夏天都会在这里举行“缤纷夏日节，整个节日将贯

穿整个7月，在这4个礼拜里可尔代尔购物村（Kildare

Village）里将载歌载舞，现场音乐、街头剧场使人应接不暇。

全欧洲一共有九家这样的顶级购物村，所以可尔代尔购物村是去爱尔兰旅游必不可少的目的地。

   

7、寻梦爱尔兰 住进优雅的古城堡

在爱尔兰如果问任何一个当地人哪里能找到最完美的乡野度假体验？答案肯定是爱尔兰的城堡。

爱尔兰这片青翠大地上的庄严古堡从格林童话时代开始，便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神秘魅力：收藏丰

厚的私人博物馆、华贵的古董家具、环绕四野的美丽景色⋯⋯ 

                                               22 / 70



�������

爱尔兰：翡翠岛国

(图片由网友 @一条道走到黑 提供)

也许很多人的印象里古堡都是很大很雄伟的，其实不然，爱尔兰的城堡并不是这样，至少不是那

么的高不可攀。这里的城堡各种尺寸齐全，小的刚够建筑一两个人的小窝，大的可以搬进一套国

王班子。周围环境也悉听遵命，从海滨湖畔到山林谷间，都有各种价格的古堡供出租。但是其中

最吸引人的，仍然是那些豪华到夺目的超级古堡，比如马犹郡的阿什福特堡或者克莱尔郡的德罗

莫兰德堡等。

爱尔兰古城堡作为爱尔兰旅游的代名词，很多年前就被当地政府有序开发并保护起来了，他们早

已将这些风景绝佳的名贵古堡改造成了超一流的度假去处。比如德罗莫兰德堡俱乐部的高尔夫举

世闻名，大片大片参天的古树掩映着城堡高耸的塔尖，身着爱尔兰传统服装的骑士骑着骏马徜徉

在修建工整的庄园里，游客到此，说话行走都不免带上了几分矜持。

旅人提示：在爱尔兰只需花上100多欧元就可以租下城堡里最便宜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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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跟着电影去找寻那美丽的景色

爱尔兰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电影拍摄地，这里甚至被称为电影王国的影视首选地。全球很多大片的

拍摄都选择在爱尔兰的乡间、海滩和城市进行，比如《星球大战》、《新基督山伯爵》、《拯救

大兵瑞恩》、《亚瑟王》和《勇敢的心》。不少在此拍摄的导演都对爱尔兰称赞不已，认为其多

样的风景能够满足各种类型电影的取景需要。 

星球大战取景地圣三一学院图书馆(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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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辨认熟悉的场景很好玩，反过来，从景点中去寻找电影中的场景，似乎更有趣。而如果你

有心这么做，爱尔兰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在爱尔兰拍过的电影实在太多，所以这里每一个景

点似乎都会和电影有一些关系，游人如果真想重温这些电影中的场景，最好在开始游览前把它们

都温习一遍。

旅人提示：这里列举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拍摄地：《勇敢的心》，拍摄地：威克洛郡 和米斯郡特里

姆城堡；《蓬门今始为君开》拍摄地：梅奥郡康镇的阿什福德城堡；《拯救大兵瑞恩》拍摄地:韦

克斯福德郡的卡拉克鲁海滩；《星球大战》拍摄地圣三一学院的图书馆。

   

9、“大河之舞”舞出爱尔兰民族的魂

来到爱尔兰，漫步在美丽的里菲河边，感受这条流经都柏林大河的澎湃激情，你也许就能明白为

什么这个民族即使历经沧桑，也照样醉心于音乐与舞蹈，也许你就不会奇怪“大河之舞”为什么

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风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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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河之舞”的创始还颇有传奇色彩，其原创人麦克�弗莱利，当初应邀创作的这段《大河

之舞》只有短短的7分钟，客观上只是为了填补比赛中的空白时段，却出人意外地借助大众传播媒

介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了一个一夜走红的当代传奇。可以说，“大河之舞”舞出的是爱尔兰民族

的魂，也包容了爱尔兰这个美丽国度的气质。

如果游人真想体会纯正爱尔兰舞蹈而去欣赏“大河之舞”的话，一定要选择原版演出，因为只有

在诞生了肖伯纳和贝克特等大剧作家的爱尔兰的剧院，才能感受“大河之舞”神奇的气势和激情

的活力。 

旅人提示：

都柏林以剧院闻名全世界，而在都柏林最有名的剧院Gaiety剧院感受“大河之舞”的原汁原味才

是上佳选择。

   

10、在那碧绿的平原和高地之间，体味真实的爱尔兰乡村

爱尔兰有一个著名的别称叫”翡翠岛“，那是因为不论是海岸还是乡村这里都充满着清新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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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淋淋的岛国，想起来就觉得滋润又舒适。但是如果游人只是在都柏林这种大城市参观游览，

感受到的只有深邃的文化和奔放的歌舞，确很难感受到爱尔兰翠绿色彩的生活。 

爱尔兰田园风光(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其实在爱尔兰，只要离开了稍微大一些的城市，基本上都属于乡村。体味真实的爱尔兰乡村，在

那些碧绿的平原和高地之间，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泊，野花遍野开放，通常只是从梦幻中才显现

的美景。

爱尔兰有句话说的是“到了爱尔兰不去庄园和农庄，等于没有游览过爱尔兰。”位于都柏林市区

郊外的欧查得农庄(Theorchard Centre Farm)拥有美丽田园和自然风光，更让人心动的是，在这里可

以零距离接触到爱尔兰人奥妙无穷的家居生活，欧查得农庄出产的乳白色而且浓稠到几乎已成固

体的牛奶，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有机会见识。

   

11、沉浸在爱尔兰酒吧里享受当地酒文化

爱尔兰有两大饮料世界文明，一个就是爱尔兰咖啡，另外一个就是爱尔兰当地产的各种名酒。也

许因为爱尔兰出酒，爱尔兰人尤为喜欢酒。从詹姆士威士忌到健力士黑啤酒，当爱尔兰人提起这

些名酒时，脸上总是露着自豪。为此，不少爱尔兰男人，喜欢过着有酒陪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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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崇尚“快乐、音乐和美酒”，酒吧里总是沸腾而又多彩，人们在这种酒吧可以享受到非

凡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来自于享用爱尔兰威士忌和黑啤酒的同时，还能欣赏独特的爱尔兰乡村音

乐。这些会令人有一种无法拒绝的销魂摄魄的魅力。 

据说，爱尔兰全国的大小酒吧不计其数，而面积不过45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5万人的都柏林竟

有2000多个酒吧。怪不得人们都说，要想感受爱尔兰文化，不去酒吧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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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爱尔兰几个重要的景点

   

1、都柏林

  首都都柏林无疑是游客的上选地，代表了爱尔兰共和国的活力与激情，也是欧洲第三大城市度

假胜地。千年的历史底蕴加上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使其很好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1）圣三一学院

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拥有了爱尔兰史上最多的珍贵手稿和藏书，具有极高的学术

研究性。 自1801年起，圣三一学院图书馆便能免费持有任何一本在英国或者爱尔兰境内的书刊。

至今,它已经拥有了藏书3000,000册，并分别陈列于8个建筑中,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建筑建造于17

12至1732年间，由Thomas Burgh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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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老图书馆有三个区域对游人开放，底楼原来是一排柱廊，由一座树立的墙分割成两个区域，有阳

光的区域只对学院的学生开放。1982年，加入了拱形的设计使其成为了陈列书刊的书架。 到了100

年之后的1992年，那里又作了新的内部装修，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商店和一个新的展示区域。

门票：9欧元

开放时间：5月中旬至9月周一至周六10:45-15:40，周日10:15-15:00

2）爱尔兰作家博物馆

爱尔兰的作家博物馆座落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北部，是一个华丽的18世纪建筑。里面的收藏代表了

都柏林文学巨匠在过去300年骄人的成就。作家博物馆通过各类书籍，信件，肖像及个人物品把爱

尔兰古往今来三百多年的文化名人栩栩如生的展示在参观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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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博物馆内部(图片由网友 @一条道走到黑 提供)

博物馆的收藏非常引人入胜，同样品种繁多。就像人们可以预期的那样，那里当然有很多书代表

了爱尔兰文学进程中的里程碑式著作，从《格列佛游记》，《吸血鬼》，《不可儿戏》到《尤利

西斯》。这里的藏书大多是第一版本或早期的版本，重现当时这些书问世时一鸣惊人的时代。

博物馆里到处是爱尔兰作家的画像，包括当时画家的原本佳作。在众多书信中包括Sheridan给债权

人的卑劣信件，萧伯纳签名的拒绝提供亲笔签名的信，还有叶芝写给福克纳的信。

门票：成人7欧元，儿童4.4欧元。

开放时间：1月至12月：周一至周六10.00am - 5.00pm，周日和公共假日：11.0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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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m，六月，七月和八月：周一至周五 10.00am - 6.00pm。

地址：都柏林18 Parnell Square North, Dublin 1, Ireland。

３）凤凰公园

凤凰公园坐落在都柏林市中心西北部利费伊河北岸，爱尔兰最有名的公园，始建于1662年，占地1

760英亩，是西欧最大的城市公园。原为奥蒙德公爵于1663年所建的鹿园，历经几个世纪的变迁，

仍保持着17世纪鹿园的特性。由于当初所建鹿园名为凯尔特语Finniskk(意为水清草绿)，读音同英

语中的“凤凰”相似，英国人就将其称为“凤凰公园”，此名称以后逐渐被人们接受。

(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公园外侧边缘地带是覆盖着茂密林木的峡谷，靠近市中心一边有方圆15英亩的绿草平川，自然放

养着几百只小鹿。公园中马路纵横，爱总统府和美国大使官邸也坐落其中。1979年，教皇保罗二

世到此讲经布道，当时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即约100万人)前往瞻仰听讲。同年，爱政府在公园

中心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以纪念这次重大的宗教活动。

公园内主要看点：

都柏林动物园：著名的都柏林动物园在凤凰公园内就环湖而建，有天鹅、鹈鹕悠然于水上，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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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还因驯兽狮子等大型猫科动物而独树一帜，名扬四海。

小鹿：公园外侧边缘地带是覆盖着茂密林木的峡谷，靠近市中心一边有方圆15英亩的绿草平川，

自然放养着几百只小鹿。

总统府：总统府是一间白色的洋楼，位于凤凰公园的一角，二楼窗边有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从1

990年到现在都不曾熄灭，为了唤回“流落异乡的爱尔兰游子”，希望能照亮游子归乡的路。

威灵顿纪念碑：英国名将及政治家威灵顿公爵曾经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他是爱尔兰人。威灵顿

纪念碑高205英尺（约62公尺），是欧洲最高的紀念碑，碑上还有1815年滑铁卢大战的浮雕。

门票：免费

主要入口：Parkgate Street Dublin 7，靠近 Castleknock

４）圣殿酒吧区

圣殿酒吧区占地仅28英亩的狭长地带，竟然林立了大大小小超过50处的英文展示中心，如此高密

度的文化艺术荟萃之地，既不在巴黎也非伦敦，而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圣殿酒吧区。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首次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间酒吧，其实它指的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块区域，一

处洋溢着爱尔兰风情的逛街路段。圣殿酒吧紧邻立菲河南岸，介于著名的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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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圣殿酒吧区一周七天免费演奏爱尔兰音乐，加上随处可见的画廊、剧院，造访圣殿区等于上了一

堂免费的艺术课程。入夜后的圣殿酒吧区，曲调由低吟转为高亢。只要走进与圣殿酒吧区同名的

圣殿酒吧(Temple Bar)就能明白。这间有165年历史的圣殿酒吧，几乎就是圣殿酒吧区的代名词，

这里不仅是间能倚老卖老的百年酒吧，所网罗来的各品牌威士忌，号称是全爱尔兰最齐全的。 

圣殿酒吧区不仅是都柏林的文化中心，也是都柏林市中心充满活力、熙攘的国际大都会式的区域

。这片不大的地方有着许多可供选择的餐厅，咖啡馆，酒吧，酒店和商场以满足不同品位和价位

的需要，很多文化中心和画廊离圣殿酒吧区都非常近。

如何到达：圣殿酒吧区在立菲河的南部，主要的标志性建筑是Wood

Quay的基督大教堂。可以从圣三学院步行到达。

５）都柏林城堡

1169年，安格洛-诺曼人登陆爱尔兰的威克斯福特郡，并在之后的几年内一直控制着都柏林。三十

年后(1204年8月30日)，英格兰的约翰王授权建造一个城堡用以存放他的税收和珍宝并作为在爱尔

兰的一个英国基地。都柏林城堡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造的。

不幸的是，1684年的一场大火把这个中世纪的城堡烧得几乎面目全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柏林

城堡只能追溯到18世纪，它的只要功能是作为州级的接待及总督的官邸。然而这座城堡并没有实

现它应有的作用,因为除了每年为期六周的城堡节之外，总督都是住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最热闹的

时候也就不过是爱尔兰圣帕曲克日的盛大舞会了。 之后他也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

色，它曾被用作过医院，也被用作八年的爱尔兰法院总部，最后在1922年由爱尔兰临时政府接手

。都柏林城堡真可谓是历经沧桑。

都柏林城堡的每一个房间都设计独特,并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对都柏林城堡的参观定能给游人留

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让游人对爱尔兰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门票：成人4.50欧元，儿童2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am-4.45pm，周日和公共假日2pm-4.45pm。

地址：DublinCastle,DameStreet,Dublin2。

如何到达：步行：从圣三一学院步行五分钟到达。公共汽车：在EdenQuay乘坐77,77A,56A或49路

公交车，也可以在O'ConnellStreet乘坐123路公交车，在PalaceStreetGate下车。

６）健力士黑啤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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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力士黑啤展览馆,占地64英亩，是健力士综合体系中一个新的中心，在那里游人会对传统的爱尔

兰有一个新的认识。更能亲眼目睹健力士黑啤的每一个酿造过程，鉴证是什么让健力士有如此独

特的口感,，并能有幸亲身品尝一杯健力士黑啤。跟随健力士黑啤展览馆的整个参观流程,

一定能对隐藏在健力士黑啤背后的精神与热情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体会.

健力士黑啤展览馆落成于1904年,属于芝加哥建筑风格,整体建筑由钢筋铸成。精美的灯光设计让整

个展览馆流光溢彩,让游人始终处于幻彩的空间。

门票：成人14欧元，儿童5欧元

开放时间：上午9:30～下午5点（7、8月延长至晚上9点）

如何到达：步行：从圣三一学院的DameStreet出发一直向前走，路过基督大教堂。公共汽车：可

以乘坐51B，78A，123路公交车到达展览馆。轻轨：乘坐轻轨在James'Street站下车，然后向右走。

７）乔伊斯塔

这座塔位于都柏林近郊的Sandycove海边，本来是爱尔兰人为抵挡拿破仑的入侵沿着海岸线建起的

防卫塔，建造不久便遭到重创，成为一座被遗弃了的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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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的1904年，这座孤塔迎来了乔伊斯。他给这座无名的小塔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尤利

西斯》里绽放光芒。纪念馆的收藏包括了乔伊斯许多个人的信件，照片，以及他个人一手的稿件

和珍贵收藏，当然还有许多与他的小说《尤利西斯》相关的物品。

门票：成人6.50欧元，儿童4欧元，家庭18欧元。团体票成人5.50欧元，儿童3.15欧元。如果需要购

买团体票，团体人数不能少于20人。

开放时间：从三月到十月：周一至周六10am-1pm,

2pm-5pm，周日和法定假日2pm-6pm。别的月份景点开放时间会临时调整，另行通知。

如何到达：乔伊斯塔距离都柏林市中心8里，靠近海边。如果乘坐火车可在Sandycove站下车。

８）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全称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国家大教堂暨学院教堂，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两

座爱尔兰国教会教堂之一。起造于1191年，采用英国哥德式设计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虽然是

都柏林境内最大的教堂，但因为都柏林的爱尔兰国教会大主教设座于另一座基督大教堂，因此一

般来说圣帕特里克并不被视为是都柏林的主座教堂。相对的，圣帕特里克通常被视为是爱尔兰的

国家教堂，统辖爱尔兰国教会底下的12个教区之分会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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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成天唧唧歪歪 提供)

最早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建于西元450年，其后经过几度改建至今天的规模。公元1181年，英王享

利二世指派JohnComyn为都柏林大主教后，陆续开始兴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一直持续到14世纪

末，今日的教堂则是19世纪时改建的。西侧的钟塔，是在1370年整建时加上的，至今收藏着全爱

尔兰最大的钟。

门票：成人5欧元，家庭12欧元，团体票4欧元，每个团队至少10人。

开放时间：每日9am-6pm，周六除外，11月至2月9am-3pm。圣诞前夜，圣诞节，St.StephensDay和

新年教堂不对外开放。

地址：都柏林SaintPatrick'sClose,Dublin8。

９)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亮点包括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收藏品，中世纪的黄金制品，斯堪的纳维亚

巨人骷髅和保存出奇玩好“Boy

Body”。其他展品着重介绍了维京时期，复活节起义和爱尔兰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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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7 7444

门票：捐赠入内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17:00，周日14:00-17:00

地址：Kildare St

10）考福遗产中心

考福遗产中心于1980年间,由当地的投资者共同筹资建造,旨在见证爱尔兰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几次大

规模的移民流。仅在1848年到1950年期间,爱尔兰就有超过6百万的人踏上他们的移民之路,而其中

便有250万是来自考福的移民,也正因此考福也成为了当时移民的一个主要港口。考福曾目睹过路

西坦尼亚号的沉没,也是为世人所知的泰坦尼克号最后停靠过的港口。

遗产中心建造于废弃的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原址,意在见证当时规模浩大的移民流。1993年3月1日, 耗

资250万美元考福遗产中心建造完成,并于同年6月14日由总理宣布对公众开放。它每年接待的游客

数超过10万。

   

2、爱尔兰童话般的城堡

爱尔兰的城堡众多，想列举全部不太可能。由于历史原因，爱尔兰几乎有人居住的小镇就有城堡

。这些城堡大体风格相似，只是规模和历史不同。 其中有六个城堡最为有名，它们雄伟壮观，又

各有各的一段历史，可以说这六个城堡代表了爱尔兰的历史。

1） 阿什福德城堡(Ashford Castle)

阿什福德城堡是爱尔兰知名的古城堡，它与阿代尔庄园、路特尔斯顿城堡、布拉尼城堡、比尔城

堡庄园和本拉提城堡，合称为爱尔兰六大神秘古堡。1288年，英国人德�伯格家族创建了阿什福

德城堡。阿什福德城堡是个如童话般的地方，在那里无论人和物都被予以皇家待遇。

与城堡相关的每一件物品无不散发着神秘气息，令人为之动容，为之倾心。从步入城堡的那一刻

起，幽雅、宁静的气氛就让人着迷。体验过阿什福德城堡壮丽奢华的名人很多，城堡被喻为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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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镜，这也是“007”皮尔斯�布鲁斯南与未婚妻基莉�史密斯选择在阿什福德城堡宁静的背景下

郑重发誓的原因。

2）路特尔斯顿城堡(LuttrellstownCastle)

路特尔斯顿城堡(LuttrellstownCastle)，距离都柏林国际机场20分钟的路特尔斯顿城堡，以其奢华气

势和幽雅氛围而著称。城堡里有14间典雅的房间，如果算上加床可为28人提供住宿。这些房间都

有引人遐想的名字，像“皇家套房”和“国王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个性。人们可以安静地

在树林和草坪散步，探寻城堡许多独特景点。无论选择“皇家套

房”还是“国王房间”，你都会发现置身在享受和舒适之中，真正体验一次所谓的奢华。

1999年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就选择路特尔斯顿城堡作为其隆重婚礼的举办地。

3）阿代尔庄园(AdareManor)

阿代尔庄园其实是坐落在Maigue河岸英国诺曼要塞的古老遗址，堪称爱尔兰最漂亮的城堡之一。

在《康德�纳斯特旅行家》杂志举行的“2002年度读者评选奖”活动中，阿代尔庄园酒店和高尔

夫度假胜地力压群雄，一举夺得“欧洲头号度假胜地”的美誉。豪华的阿代尔庄园吸引的游客也

堪称重量级，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此主持北爱和平谈判，以及世界高尔夫冠军“老虎

”伍兹都慕名而来，给阿代尔增光添彩。

4）布拉尼城堡(BlaneyCastle)

爱尔兰的布拉尼小镇上有座建于15世纪的布拉尼城堡，它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城堡之一，吸引

着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游览。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城堡内的巧言石,传说只要吻过这块

“巧言石”便会能言擅辩，滔滔不绝。不过真要吻下去，还得花点功夫，因为身下就是深谷，尽

管有人保护，游客们还是不时发出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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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从布拉尼城堡眺望，近处是茂密的森林，远处依旧是望不尽的绿色，小镇点缀其间，景色宜人。

另一个充满童话浪漫色彩的地方就是许愿台阶，据说你如果闭着一只眼睛踏上许愿台阶，一边走

一边许愿，这样就可以愿望成真。

5） 比尔城堡庄园

这是一座自1620年起由帕逊家族世代居住的具有皇室风范的私人城堡。庄园的建筑和花园充分显

示了这个家族的历代伯爵和聪明、贤惠的伯爵夫人的想象力。17世纪种植的方形树篱笆是吉尼斯

记录的世界最高的树篱，还有18世纪挖掘成形的美丽湖水，19世纪建筑的吊桥和“冬季花园”以

及20世纪落成的Formal花园、Terrace花园和River花园无一不堪称园林建筑的精品典范。比尔庄园

的花园是全爱尔兰最大的花园，种植着帕逊家族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众多树木、植物，其中50种

树木被列为“不列颠群岛冠军树木”。

比尔城堡中由第三代罗斯伯爵建造的望远镜，在建成后长达70年的时间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望

远镜。如今它依旧像150年前一样可以转动并进行观测。威廉�帕逊伯爵和伯爵夫人玛丽的儿子查

尔斯的发明也是举世闻名的：蒸汽涡轮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曾经装备在毛利塔尼亚号和伊丽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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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号轮船上。这里还收藏着许多科学家的珍贵原始手稿、照片、制图以及信件。目前爱尔兰历

史自然科学中心坐落在罗斯伯爵夫人玛丽于19世纪50年代设计的养马场改建后的建筑里，下一步

将会把这栋房屋与赛马场连接起来以展出更多的爱尔兰科学家。

6）本拉提城堡

本拉提城堡堪称是爱尔兰精湛建筑艺术的浓缩，它的主人收集了不少最上乘的中世纪家具和装饰

。在这座城堡里参观，决不能省略的是吃一顿史称“世界著名的本拉提中世纪晚宴”，相传这是

从先前的女主人开始流行到今天的著名晚宴。宴会时，人们先欣赏一场小型的古典音乐会，然后

再开始干正事吃饭，不用刀叉，而是用手来抓取美味享受。每天傍晚这场如同中世纪时家宴的宴

会都是爆满。人们争着预订每人50欧元的饭局，以成为古堡里餐桌旁的绅士淑女。

本拉提城堡的最初建构者是13世纪的一名叫托马斯的诺尔曼人，因为战争，古堡主人几经更换，

它是爱尔兰保存最完整、修复最彻底的城堡。史称“世界著名的本拉提中世纪晚宴”就在城堡的

二楼举行。几十年来每天傍晚都会有一场如同中世纪时家宴的宴会，先是一段古典音乐，然后入

席，宴会上提供的是特别的传统美食和酒饮。这样的晚宴每晚都全部订出。

   

3、世界自然奇迹“巨人之路”

巨人之路位于位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

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堤道， 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研究其构造，

了解到它是在第三纪由活火山不断喷发而形成的。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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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条道走到黑 提供)

“巨人之路”是柱状玄武岩石这一地貌的完美的表现。这些石柱构成一条有石阶的石道，宽处又

像密密的石林。巨人之路和巨人之路海岸，不仅是峻峭的自然景观，也为地球科学的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与“巨人之路”类似的柱状玄武岩石地貌景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分布，如苏格兰内赫布里

底群岛的斯塔法岛、冰岛南部、中国江苏六合县的柱子山、中国福建漳州的牛头山景区等，但都

不如巨人之路表现得那么完整和壮观。

   

4、欧洲最高悬崖莫赫悬崖（CliffsofMoher）

莫赫悬崖是欧洲最高的悬崖，在爱尔兰岛中西部的边缘。这个203米高的悬崖，是爱尔兰最著名的

自然景观之一。悬崖面向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以奇险闻名。它横跨大西洋214米，沿着西海岸覆盖

达8千米。同时，莫赫悬崖也是爱尔兰最重要的海鸟栖息地，每年有超过30000只海鸟在那里繁殖

后代，同时悬崖上还生长着许多珍稀植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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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成天唧唧歪歪 提供)

每当夏季来临时，这里挤满了来此一日游的人们，他们住在这附近的小村，然后沿着布伦高原宁

静的小路徒步或是乘车而来。沿着悬崖峭壁走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尤其是遇上下雨或者刮风天

气时，

莫赫悬崖游客中心

电话：065 708 1171

开放时间：5月至9月9:30-17:30

奥布赖恩塔

游客可登上塔顶，价格为1欧元。

   

5、穆克娆斯别墅

该别墅坐落于克拉尼国家公园内是爱尔兰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维多利亚女王曾经于1861年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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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座宏伟的建筑,当时它属于Herbert家族的。之后,它又辗转于Lord Ardilaun(健力士家族)和Bourn

Vincents. 这座别墅至今仍然保留着其原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

在每年的四月至七月间,穆克娆斯花园被红色和粉色的花朵点缀得分外妖娆。穆克娆斯花园风格迥

异,有石园,溪园等等。还有一个花园,建成于1972年,专门种植从南半球引进的植物。

穆克娆斯传统农场毗邻于穆克娆斯别墅,它向大家展示了爱尔兰传统的耕作方法,传统的生活方式以

及1930年代典型的社区风貌。

   

6、南方小城科克市

科克市是爱尔兰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拥有16万人口。和威尼斯一样，科克市建在水上，科克中心

位于科克港的上游，里尔河中的一座岛上。里尔河的两条航道围绕着城市，很多桥梁横跨过航道

，给这座城市带来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尽管科克有大城市的特点，但仍然让人们体会到这座城市

固有的欢乐愉悦和热情好客。科克令人印象深刻，访客不禁会被她曲折的街道，起伏的小桥，平

静的河景和清新的空气而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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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爱尔兰的美食

   

1、爱尔兰的美食推荐

爱尔兰的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

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因此他们能烹制出卫生、鲜嫩、可口而又原汁原味的食物，也

就不足为奇了。

爱尔兰的早餐非常有名，这里传统早餐极为丰盛，有爱尔兰香肠、培根、黑布丁、白布丁、爱尔

兰豆、白辣椒、爱尔兰黄油和都柏林芝士等多种选择。如此的秀色可餐，早起一会，花上多一些

的时间去享受也是值得的。

爱尔兰丰盛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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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传统饮食与英国相似。家庭饮食以马铃薯、蔬菜、牛肉类为主，面包是主食之一。马铃

薯的烹饪方法非常丰富，蔬菜的烹饪方式以水煮为主。近年来由于异国居住者的增多，爱尔兰在

饮食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饮食的基础上引进了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饮食方式。

都柏林因为靠近海边，所以当地有很多新鲜的海鲜食品，海鲜类料理也很多。比如肥满的牡蛎、

新鲜的龙虾和美味的三文鱼，其中三文鱼因其高营养价值而成为烹饪首选。另外爱尔兰是一个喜

欢喝酒的民族，所以来到爱尔兰一定要畅饮一下它的美酒。

推荐菜：

面包 ：爱尔兰面包种类众多，有小麦面包、蜂蜜面包、葡萄干面包及苏打面包等等，其中以苏打

面包最为有名。

肉类与海鲜：爱尔兰肥沃的田地培育出质量优良的羊肉及牛肉。爱尔兰四面环海，因此海鲜就是

不可不尝的美食了，比如肥满的牡蛎、新鲜的龙虾和美味的三文鱼，其中三文鱼因其高营养价值

而成为烹饪首选。推荐菜——土豆饼配熏三文鱼，每一块土豆饼上都放上熏三文鱼，再在上面涂

上奶酪，味道鲜美，回味持久。

奶酪：爱尔兰丰沃的牧地造就了质量优良的奶酪，让爱尔兰奶酪成为当地著名的特产。

爱尔兰炖羊锅：爱尔兰炖羊锅肉质鲜嫩，搭配大量的胡萝卜、薏仁、蔬菜与洋芋，让汤头清香，

没有羊骚味

健力士黑啤(Guinness)

它是用烘烤过的大麦芽为原料，有着浓烈的焦味和柔细的泡沫。或许许多人对于健力士黑啤不太

熟悉，但对于吉尼斯世界记录，却几乎无人不知。其实，吉尼斯一词就是健力士黑啤一词的另一

种音译，两者的英文都是（Guinness），吉尼斯世界记录作为健力士黑啤公司的一个成功创意，

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健力士黑啤品牌的知名度。

爱尔兰威士忌

一种只在爱尔兰地区生产，以大麦芽与谷物为原料经过蒸馏所制造的威士忌。 在制作材料上爱尔

兰威士忌与它隔邻的苏格兰威士忌差异并不大，一样是用发芽的大麦为原料，使用壶式蒸馏器三

次蒸馏，并且依法在橡木桶中陈年三年以上的麦芽威士忌，再加上由未发芽大麦、小麦与裸麦，

经连续蒸馏所制造出的谷物威士忌，进一步调合而成。除了产量较大的“调和式爱尔兰威士忌”

外，也有少量独立装瓶出售的“爱尔兰单一麦芽威士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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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觅爱尔兰最佳餐馆

既然介绍了这么多爱尔兰的美食，大家心中肯定又充满了另外一种疑惑，到底去哪里寻觅这些美

食和美酒呢？

Restaurant Patrick Guilbaud

这家餐厅是是帕特里克�盖勒博德（Patrick Guilbaud）于1981年创建的。目前它是爱尔兰的最顶级

的餐厅之一，拥有两颗米其林星，同时它还获得了国际和国内几乎全部的奖项。餐厅坐落在梅瑞

恩北街21号的一个18世纪乔治亚风格房屋内，旁边就是著名的梅瑞恩酒店 (Merrion Hotel)—那可

是打败过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的出身地，帕特里克餐厅内部还有精美的爱尔兰艺术收藏，而最经

典的美味当属龙虾水饺和Challans烤鸭。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47 / 7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7&do=album&picid=46341


�������

爱尔兰：翡翠岛国
索恩顿餐厅

这家餐厅同样也拥有两颗米其林星，坐落在市中心的菲兹威廉姆酒店（Fitzwilliam Hotel）内。任

何去过那里的人都会给推荐那里的烤乳猪，这的确是一道让厨师骄傲的菜式。总的来说，餐厅的

口味较为清淡，而各式菜肴简直就是一道道艺术品，爱好美食的人一定不能错过。

Chapter One Restaurant

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味的餐厅，坐落于帕内尔广场北面作家博物馆的地下室内。它的前身是爱尔

兰威士忌制造商约翰�詹姆森（John Jameson）的寓所。整个设计是乔治王朝时期的风格，室内保

存完好。餐馆主要提供经典的法式菜，顶级肥鹅肝和豆焖兔肉。多年来第一章餐厅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口碑。

阿里郎餐厅

这家餐馆汇集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各色美食，在Parnell St街上众多餐馆中首屈一指。主要菜品

有Padun(海鲜夹饼）、鳕鱼和豆腐火锅，还可以用饭店内提供的烤锅自己烤肉吃，加上爽口的泡

菜，味道就更美了。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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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74 6766

价格：主菜6-15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中午-14:30, 周一至周四14:30-23:30

地址：102 Parnell St

Metro Cafe

坐在明亮的餐厅中，欣赏着流行音乐和卡通画，仿佛置身于巴黎。新鲜的食物和每天更新的价单

值得你天天光顾，此外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是世界一流的。

电话：679 4515

价格：主菜4-8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周二、周五和周六8:00-20:00,周三8:00-21:00,周四8:00-22:00，周日10:15-19:00

地址：43 South William St

Indian Palace

这是科克市的一家印度餐厅，如果喜欢美味，印度美食、优质的服务和一流的就餐环境，这里是

再适合不过的了。这是一家极好的餐馆，烛光晚餐尤其浪漫。

电话：427 3690

价格：8.5-18.5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2:30-14:30,17:00-22:00

地址：31 Prince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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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尔兰住宿推荐

爱尔兰有不同种类的旅馆让您选择。从豪华的城堡，新型的酒店至家庭房屋划分出几间房间租给

旅客。寄宿宿舍式(Guesthouses)及床铺加早餐式的住宿(bed and breakfast) 提供一种亲近的服务。在

郊外的传统农场及田地使您享受爱尔兰的乡土生活。也拥有各式各样的便宜住宿，可选择青年旅

馆、露营拖车、搭帐篷的公园及自费住所。

推荐酒店：

D4HotelsBallsbridgeInn

地址：PembrokeRoadBallsbridge，Dublin

推荐理由：此都柏林客栈靠近兰斯多恩路和国家画廊在梅林广场爱尔兰。爱尔兰国家考古与历史

学博物馆和圣斯蒂芬绿野公园也在酒店附近。 

(图片由网友 @西瓜爱南瓜 提供)

TheGreshamHotel

地址：23UpperOConnellStreet，Dub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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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此宾馆位于市中心北部附近，在都柏林的中心地带，靠近门剧院、詹姆斯乔伊斯文化

中心和纪念花园。邮局署和无极尖峰也在酒店附近。

Isaacs Hostel

电话：855 6215

价格：18-25欧元

地址：2-5 Frenchman's Lane

网址：www.isaacs.oe

推荐理由：这家热闹、简陋的小旅馆位于一座200年前的葡萄酒酒窖中，很有特点。夏季烧烤和休

息大厅内的现场音乐表现更为其增色不少。最近旅馆刚刚翻新，增加了一个休闲大厅和互联网设

施。

Abbey Court Hostel

电话：878 0700

价格：21-29欧元

地址：29 Bachelor's Walk

网址：www.abbey-co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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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条道走到黑 提供)

推荐理由：虽然这家旅馆本身缺乏美感，但确独具特色。许多客人都是长期居住在这里，所以这

里给人一种社区的感觉。再加上两个巨大的公共休息厅和一流的服务使其成为都柏林最好的青年

旅社之一。

Brewery Temple Bar House

电话：671 6277

价格：宿/双17.5/78欧元

地址：26-27 South Great George's St

网址：www.graftonguesthouse.com

推荐理由：这个旅馆的装饰极富个性，非常适合与某个特别的人共度良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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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爱尔兰人的夜生活

爱尔兰有一样能够直接摄人心魄的国宝，那就是爱尔兰的音乐。这里有U2、恩雅、卡百利，还有

《大河之舞》，而且你可以非常容易地步入爱尔兰的音乐世界，只要走进圣殿区的任何一家酒吧

，点杯GUINNESS，悠扬的音乐就会温柔地撞击心灵，泡吧绝不是重金属与宣泄，而是一次“艺

术的对话”。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夜生活最为令人沉醉，沉醉的不只是因为GUINNESS、Bailey’s，抑或Jamson

威士忌，圣殿酒吧浓郁的夜生活氛围和美妙的传统音乐。

在都柏林泡酒吧和北京、上海的不太一样，圣殿酒吧区不是以光怪陆离著称，这里一周7天免费演

奏爱尔兰传统音乐，竖琴一拨，踢踏舞一亮相，那欢快、悠扬的节奏，适合安静地欣赏——那是

一种让人彻底忘忧的音乐。圣殿酒吧区聚集了各种各样的酒吧、餐厅和艺术中心，加上随处可见

的画廊、剧院，造访圣殿区等于一次华丽的艺术之旅。与圣殿酒吧区同名的圣殿酒吧(Temple Bar)

建立于17世纪初，这里早年一度是U2乐队的“巢穴”，他们还未成名时，就在这里表演。后来，

很多知名的音乐人来到这里，使这里成为人潮汹涌的一块音乐圣殿。

重点推荐 

Temple Bar(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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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和这个街区同名的Temple Bar圣殿酒吧几乎就是圣殿酒吧区的代名词。这里有最动人的

U2的故事，墙上挂着小油画、铜镜框，手绘小瓷砖，以及古旧的吧台吧凳，个个都是听过U2的亲

自演奏的，贴近它们，兴许能够聆听到当年的回音。还有一点，圣殿酒吧的各品牌威士忌，号称

是全爱尔兰最齐全的，品酒、听歌、侃大山，跳踢踏，越夜越HIGH。

Brazen Head

中世纪风格的Brazen Head，在一个很深前院的后部，门口一张告示写道：“此酒吧内只允许传统

爱尔兰音乐。”到都柏林，要知道爱尔兰传统音乐有多美，就到这家酒吧沉醉一夜吧。

George

这里是都柏林最早的同性恋俱乐部之一，几乎每晚都有各种娱乐活动，其中包括宾果游戏和卡拉

OK。

电话：478 2983

地址：89 South Great George St

爱尔兰电影学院

这里有两个影厅，分别用来放映古典电影和艺术品。

电话：6795477

地址：6 Eustace St

网址：www.irishfilm.ie

Abbey剧院

这家著名的Abbey剧院，其实就是爱尔兰国家剧院，在这里可以观看到全爱尔兰最好的“大河之

舞”的表演。

电话：878 7222

地址：Lower Abbey St

网址：www.abbey theatre.ie

国家音乐厅

这里是爱尔兰最好的音乐厅，举办过各种音乐会，其中，7月到8月的每个星期二，从下午1点到下

午2点举办一系列午餐音乐会。

电话：417 0000

地址：Earlsfort Tce

网址：wwww.n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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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当地特产和购物

出去旅游，购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因为爱尔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当地的特产也少

不了。游人可以买的东西包括爱尔兰威士忌、百利甜酒、华登峰水晶玻璃(Waterford

Crystal)、爱尔兰格子呢、爱尔兰风笛、克拉达戒指(Claddagh Ring)、塔拉胸针(Tara

Brooch)、手工羊毛衣等。

爱尔兰威士忌

爱尔兰最杰出的两种酒精饮料，即黑啤酒（Dry

Stout）和威士忌（Whiskey）都是采用大麦酿造的，都使用一定比例的不发芽大麦（Unmalted

Barley），也正是这种成分使爱尔兰威士忌产生了亚麻般的芳香，让人联想起皮制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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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爱尔兰的魅力可以从它的威士忌中真切体验出来，而苏格兰威士忌则显得比较生硬

和复杂。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是威士忌的生产大国，但你可能感到惊奇的是，在苏格兰有大约一百

家蒸馏酒厂，而在爱尔兰却只有三家酿造大约30种威士忌。

纯壶式蒸馏威士忌可以独立装瓶出售，也可以与麦芽威士忌调和，通常调和式的爱尔兰威士忌并

不会特别标明其基底是使用谷物威士忌还是纯壶式蒸馏威士忌。

百利甜酒

纯净爱尔兰奶油与上等佳酿威士忌的完美组合，新鲜的爱尔兰奶油、纯正的爱尔兰威士忌、各种

天然香料、巧克力和爱尔兰精酿烈酒，百利便源自于这些高品质元素的自然结合，融合了爱尔兰

的所有经典，百利酒通过独特的酿造工艺技术，既保持了奶油的天然新鲜和丝绸般的顺滑口感，

又达成了与巧克力和酒精的完美融合。 

华登峰水晶

华登峰水晶闻名世界，纯度高达33%。其水晶灯饰在世界上亦享有盛名，包括伦敦西敏寺大教堂

、纽约时代广场迎接新千年具跨时代意义的巨大水晶球都由华登峰水晶厂出品。

华登峰工匠的专业技术及一流工艺，每件手工雕刻的成品更见高雅，直至二百年后的今天，华登

峰工匠的巧手技术仍然持续。现时，该水晶系列的重点作品，是把十八及十九世纪的著名设计再

度生产。当中尤以十八世纪后期备受推崇的红酒酒瓶，设计形状独特的船形器皿及华登峰水晶作

品中的传统“学徒盘”为主。

克拉达戒指(Claddagh Ring)

克拉达戒指是爱尔兰的传统婚戒，是爱尔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象征着爱情、友谊和忠贞。它的

整体式样是两只手捧着一颗心，心上戴着王冠，意思是With my hands I give you my heart, and crown

it with my love（我向你双手奉上我的心，并冠以我的爱），还有一个意思是Let love and friendship

reign forever（让爱情和友谊永远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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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爱情喜剧《闰年》(Leap

Year)中，男主角德克兰向女主角安娜求婚时，用的就是克拉达戒指。

塔拉胸针（TaraBrooch）

凯尔特人是欧洲最早学会制造和使用铁器和金制装饰品的民族，其中塔拉胸针是最古老的也是最

著名的爱尔兰艺术品。最早的塔拉胸针已经被珍藏在都柏林的国家博物馆里，被称为是欧洲早期

最精致的艺术品，塔拉胸针代表了凯尔特艺术品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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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爱尔兰的交通

   

1、到达和离开

飞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公司、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开

通有北京至都柏林的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至都柏

林的航班，详情可查询上述航空公司网站。

Failte Ireland online tourust

office提供了从各国前往爱尔兰的信息。国际航班离境税通常包含在机票价格内。

从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有不间歇定时航班飞往都柏林和象农，此外还有从英国和欧洲大陆飞往

科克的不间歇定时航班。

爱尔兰共和国境内的国际机场有：

科克（代码ORK；电话：021 431 3131，网址：www.corkaiport.com）

都柏林（代码DUB；电话：01 814 1111，网址：www.dublinairport.com)

凯里（代码KIR；电话：066 976 4644，网址：www.lerryair-port.com）

香农（代码SNN；电话：061 712 000，网址：www.shannonairport.com)

北爱尔兰境内的国际机场有：

贝尔法斯特（代码BHD；电话：028 9093 9093，www.belfastcityairport.com）

轮船

从英国和法国到爱尔兰有很多渡轮服务，根据不同季节，每天的不同时间段，一周内不同日子和

停留时间的长短，价格有所差别。每个成人的单程票价20英镑，夏季会涨到60多英镑。可关注一

下特价船票，回程票打折和其他一些优惠信息。最好提前计划好，有些渡轮通常需要提前几个月

预定。

 从英国来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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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轮渡公司

从霍利黑德到都柏林（2小时或3.25小时）有渡轮快船，彭布罗克和罗斯莱尔（3.75小时）之间也

有渡轮。

电话：0818 300 400，01 638 3333

网址：www.irishferries.com

马恩岛汽船公司

有渡轮和快船从道格拉斯到贝尔法斯特（2.75小时，复活节至9月）和都柏林（2.75小时，复活节

至9月,从利物浦到都柏林（3.75小时，2月至10月），以及从特伦到贝尔法斯特（2.5小时）。

电话：1800 05 055

网址：www.steampacket.com

 从法国来的轮船

布列塔尼轮渡公司

这家公司有从罗斯科夫到科克（11小时，4月至9月）的渡轮每周一班。

电话：021 427 7801，02 9829 2800

网址:www.brittanyferries.com

爱尔兰渡轮公司

有船从罗斯科夫/瑟堡到罗斯莱尔（分别需要17.5小时、20.5小时；4月至12月)

电话：01 4394 4694

   

2、国内四处走走

在爱尔兰，公共交通工具要么价格高（特别是火车），要么车次少，或者价格又高车次又少。所

以建议游人选择租辆小车或者自行车。

自行车

爱尔兰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自行车旅行的地方，尽管路况时好时坏而且天气状况也不尽人意。一般

租赁自行车的费用为每天10-20欧元或一周租赁费用为50-100欧元。Releigh租车行遍布爱尔兰各地

，具体信息可咨询Eurotrek。和很多当地的自行车商店一样，租车可以只租单程，但要加收费用。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自行车可以携带上公共汽车，每辆自行车一次需要10欧元。如果坐火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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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的单程运输费用的起价为2.5欧元。

公共汽车

Bus Eireann经营爱尔兰全国范围内以及到北爱尔兰的公共汽车。票价比火车票价便宜，往返票价

只比单程票价略高，而且还经常有优惠。北爱尔兰大多数城际公交车由Ulsterbus公司经营。

电话：028 9066 6630

网址：www.translink.co.uk

小汽车和摩托车

21岁以下不得不租用小车；绝大多数租车行只将汽车租给年满23岁而且持有有效驾照一年以上的

顾客。持有你本国的驾照可租赁小汽车3个月以上。

火车

Iarnrod Eireann

经营的列车以都柏林为中心向各地延伸。票价是公共汽车的两倍，但是将大大节省旅行时间。一

周内平时的往返票价有时比单程票价稍高一点，但是到了周五或周日，票价将大幅上涨。

电话：1850 360 222,01 8366222

网址：www.irishrail.ie

北爱尔兰铁路公司

这个公司有四条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的线路，其中一条可以和爱尔兰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

电话：028 9066 6630,01 679 1977

网址：wwww.translin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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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推荐行程

爱尔兰深度一地游

第一天 北京-阿姆斯特丹-都柏林

早上在首都机场搭乘国际航班出发，经阿姆斯特丹转飞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到达都柏林后，接机

送往酒店，用晚餐，休息。

第二天 都柏林

上午游览都柏林市的凤凰公园（Phoenix Park）。这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原为皇家鹿苑。公园

外侧的边缘地带，是覆盖着茂密林木的峡谷，途中参观都柏林城堡和圣帕特里克教堂。都柏林城

堡(Dublin Caslte) 其实更像一个王宫而非城堡，现在是款待国家元首的地方。城堡内部由导游陪同

餐馆国家套房、皇家礼拜堂和地下室，地下室现在还连着古城墙。

然后前往健力士啤酒厂（Guinness Storehouse）会告诉您世界销量第一的黑啤酒的制造过程，以及

众所周知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的由来，

游览之余您将在酒厂最高层的蓝天酒吧亲自品尝一杯正宗的健力士。

返回都柏林市区，在格拉福顿大街(Grafton Street) 或者亨利大街购物。

第三天 都柏林--宝尔势格庄园-格兰达洛

前往位于威克洛郡的宝尔势格庄园, 庄园建造于18世纪20年代，有100个工人历经12年建造完成，

占地约为占地约14000英亩。宝尔势格庄园以其开阔怡人的风景， 精心设计的雕塑、梯田和水池而

闻名于世。在水池的周围，工艺精湛的铁器随处可见，意大利的雕塑和意大利式的坡道错落有致.

宝尔势格庄园是爱尔兰最为优美的建筑之一，

近处的花园与湖水和远处的山脉浑然一体，形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令人终身难忘。

然后前往格兰达洛(Glendalough), 格兰达洛是一个有着两个湖的峡谷，被认为是一处神圣的并被被

朝圣的地方。圣凯文在公元570年修建了修道院现在仍被保留着，其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标志物-

高高的圆塔型建筑过去是用来储存粮食和作为钟塔所用的。

然后返回都柏林，晚餐后可自行前往都柏林热闹非凡的酒吧街，感受载歌载舞的爱尔兰酒吧氛围

。

第四天 都柏林-Kildare购物村-戈尔威

早晨出发，驱车前往爱尔兰的第二大郡、位于西海岸的戈尔威。这里风景如画，湖、河、桥、与

中世纪风格的建筑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现在的戈尔威市是欧洲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也被

认为是爱尔兰的“文化之都“。这里每年都会举行各种艺术节、赛马节，还有独特的牡蛎节。林

立的商店、剧院、餐厅和酒吧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活动场所.

Kildare购物村离市中心仅1小时的路程，坐落在富有贵族气息Kildare马场的中心，超过40余家世界

奢侈品牌的专卖店以其常年低至四折的价格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

途中游玩基尔瓦汉牧场，坐大篷马车兜风,大蓬马车是爱尔兰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和交通工具之一,

你可以悠闲的坐着马车在风景如画的中古小镇穿梭,享受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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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戈尔威后休息。

第五天 戈尔威-克莱尔-凯里

早晨出发，驱车前往克莱尔郡。途中著名的巴仑(Burren)景区，这片景区从戈尔威的南部延伸到克

莱尔的西北部。这里的地貌类似于月球的表面，遍布着都尔门、墓穴和石堆，非常独特。如果你

有幸的话，还将看到北极、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的花朵都生长在这同一个地方。

在克莱尔游览莫赫悬崖（Cliffs of Moher）。莫赫悬崖高214米，下面就是奔腾的大西洋。高耸的悬

崖、汹涌的浪花和数以千计的海鸟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在晴朗的日子里，从这里可以眺望到

阿伦群岛(Aran Islands) 和康纳马拉山(Connermara)。

途中安排前往被康德�纳斯特旅行家》杂志评为“欧洲头号度假胜地”的美誉的阿代尔庄园（Ad

ore Manor）, 庄园坐落在Maigue河岸英国诺曼要塞的古老遗址，是爱尔兰最漂亮的城堡之一.然后

驱车前往凯里郡。

第六天 凯里-科克-金塞尔

凯里郡因为它那环状的风景区而闻名。首先要游览的是这片景区中的摩尔峡谷(Molls

Gap)，左边是美丽的湖泊，右边是克洛峡谷。接着去著名的“淑女角(Ladies View)” — 1861年伊

利莎白女王携诸多女眷来此观光，从这个位置望出去景色极佳，女眷们都站在这里欣赏风景，因

而得名。

接着前往景区中的基拉尼国家公园（Killarney National Park）。参观 Mockross House,

这是爱尔兰久负盛名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位于基拉尼公园内,

以其绝佳的观景位置和曾经接待过英女王而得名. 参观完后我们将在公园的湖泊上泛舟荡漾。

游览完凯里风景区后，前往科克用午餐, 科克是欧洲最年轻的文化之都,上海的友好城市. 然后前往

金塞尔，金塞尔位于科克郡，是爱尔兰著名的渔港小镇，干净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色彩缤纷的

房子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景致十分动人。那里也是众多餐厅聚集之地，从牡蛎、龙虾到牛

排，爱尔兰典型的美食，通常能在金塞尔的各个餐厅中一享美味。

驱车前往建于十七世纪的Charles Fort,

据说是欧洲现存最完整的星形堡垒,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金塞尔全貌.

第七天 金塞尔-科克机场

清晨前往科克机场乘坐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转机返程.

第八天 返程

爱尔兰、英国悠闲10日游

第一天 阿布扎比

搭乘航空公司班机经阿布扎比转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

第二天 阿布扎比/伦敦

当日上午抵达伦敦，市内观光：国会大厦，大本钟；西敏寺外观。唐宁街首相府，白金汉宫。游

览伦敦塔桥，参观世界文物宝库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又称不列颠博物馆，馆藏丰富，位居世

界三大博物馆之列。夜宿伦敦。

第三天 伦敦－牛津－斯坦福德－曼彻斯特

早餐后前往最古老的大学城——牛津，市容观光：城里哥德式的尖塔林立，在静谧的气氛中，让

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感觉：电影中霍格华兹魔法学院有很多场景都来自于这里呢！基督教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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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驱车前往史特拉福--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出生地，参观莎士比亚的诞生

地—莎翁故居（外观），缅怀伟大与平凡之间的差异。小城中的一景一物均令您回忆起多出莎翁

的经典喜剧、歌剧。让我们在此感念这位寒门出身，奋发向上的伟大文学家的精神。

第四天 曼彻斯特－湖区－纽卡斯尔

早餐后出发游览英国湖区国家自然公园温德米尔湖，顺着无痕的山峦原野，错落的山林小屋，绵

羊牛群与湖泊，生命中最美的画面尽在目前，此行我们将在山湖水色世外桃源的温德米尔伫留，

与天鹅游湖，如雁群自由！夜宿纽卡斯尔。

第五天 纽卡斯尔－爱丁堡－格拉斯哥

上午过边境抵达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爱丁堡，是以城堡为中心而发展成的城市，人约50万，城名"

Edinburgh"意指在斜坡上的城塞，苏格兰市区大致分成两部分，以王子街公园为界，往南是建于16

世纪的旧城区old town，往北则是经过都市计划于18世纪改建的新城区new town。以城堡为首的许

多观光点，都是苏格兰仍是独立王国时期的历史古迹。参观爱丁堡城堡*，卡尔顿山，苏格兰国家

独立纪念碑，王子大道等。夜宿格拉斯哥。

第六天 格拉斯哥－凯恩莱恩—LARNE（轮渡）－巨人堤－贝尔法斯特

早上驱车赶往凯恩莱恩，乘坐渡轮横穿北海峡到达英国北爱尔兰的LARNE，抵达后驱车前往位于

北爱尔兰北部海岸绵延伸展长达8公里的被人称为巨人石道的巨人堤＊，气势恢弘的巨人堤（Gian

t’s Causeway）是一个形成于一万五千年前的玄武岩柱，堪称一个非凡的奇迹，现已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址名录。巨人堤其实是由于火山运动后的产物，但在传说中它则由传奇英雄巨

人芬恩�麦克库尔创造。夜宿贝尔法斯特。

第七天 贝尔法斯特－都柏林

贝尔法斯特市区游览, 今天的贝尔法斯特是一座现代的繁华城市,市政厅气势恢弘，那里曾经举办

过泰坦尼克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的纪念盛事；繁华的维多利亚大街上有着从古老的传

统酒吧到适合各种口味的背景音乐的高品位酒吧。女王大学是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著名的政治

壁画和和平墙让你对历史上的北爱问题有全面了解。游览结束后前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游览凤

凰公园，参观爱尔兰游客人数最多的健力士黑啤展览馆＊，随后参观圣三一学院的凯尔斯书及欧

洲最长的图书馆*。晚上出席爱尔兰特色晚宴，可以品尝到爱尔兰风味菜肴并欣赏爱尔兰传统的踢

踏舞和音乐表演*。夜宿都柏林。

第八天 都柏林－威克洛－都柏林

酒店早餐后从都柏林出发，沿着海岸一路朝南向威克洛出发。途经丹�里瑞郡以及20世纪最伟大

的小说之一“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曾住过的乔伊斯塔。抵达威克洛后参观有“爱

尔兰花园”之称的宝尔势格庄园*。参观结束后到都柏林市区游览：梅林广场，菲兹威廉姆广场的

都柏林之门，这些景点会让您对都柏林这座千年古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晚餐后可自行前往酒吧

区去感受一下爱尔兰酒吧的热闹气氛。夜宿都柏林。

第九天 都柏林/阿布扎比

早餐后搭乘航空公司班机经阿布扎比转机返回。

第十天 返程

当日上午返回，结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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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1）爱尔兰人很重视礼节，言谈举止讲究礼貌和修养。在爱尔兰日常礼仪中，“请”“谢谢”等敬

语出现的频率很高。

2）爱尔兰人十分的尊重妇女，“Ladies

first”显然已经成了爱尔兰男士的传统，事事都要女士优先。

3）在爱尔兰日常礼仪中，与人约会一定要准时，商业上的会面要提前约好时间。

4）被邀请去爱尔兰人家里，最好的礼物就是给女主人送一束鲜花或巧克力，邀请用餐的话，酒和

乳酪是非常合适的礼物。

5）爱尔兰人不愿意别人问起自己的私人问题，休息或用餐时不喜欢讨论公事。

6）银行开放时间一般为周一到周五，早上9：30/10：00到16：30。英属北爱尔兰一些银行周六照

常开放。

7）爱尔兰共和国急救服务（警察，火警，救护：电话112或999

8）都柏林通行证( Dublin Pass)：所谓都柏林通行证就是游客能在都柏林免费游览30余个最受欢迎

旅游景点的护照。这张通行证不仅为游客提供VIP待遇，在各大景点都不用排队便可以提前进入

，所以对游客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旅行随身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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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爱尔兰旅行关键词

书籍：

《爱尔兰日记》

《爱尔兰日记》封面

《爱尔兰日记》是伯尔最负盛名的作品，至今全球销量已达二百万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伯尔

多次游历爱尔兰，本书是此间心灵闪光时刻的精妙记录。描写了动人的爱尔兰风情，神秘的凯尔

特文化，以及爱尔兰大地上的众和相，感人至深，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富同情心的散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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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宝库中一颗明亮的珍珠。

《爱尔兰咖啡》

很多中国人通过痞子蔡的这本书认识了爱尔兰咖啡，威士忌调制咖啡的特殊做法以及浪漫的爱尔

兰咖啡诞生的故事，引起读者对爱尔兰的浓厚兴趣。相传，酒保为了心仪的女孩，将威士忌融合

了热咖啡，发明了爱尔兰咖啡。咖啡的芬芳搭配烈酒的浓醇，在冷冽的夜里让人从掌心一路温暖

到心底。

故事讲述了一个四分之一爱尔兰血统的台北女孩，就因为听到爱尔兰咖啡的故事，坚持要自己煮

出正统的爱尔兰咖啡，而且只在晚上十二点后供应。于是，爱情，就在某个雨夜中，迎着咖啡温

柔的香气，得到诞生的灵感。一间小小的咖啡馆，一盏小小的灯，一个异乡的男子，邂逅了一位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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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蓝色爱尔兰�风笛之神（Brotherhood of Stars ）

努涅兹是世界顶级风笛大师，苏格兰和爱尔兰音乐的权威，整个专辑使用来自加利西亚博物馆有

数百年历史的古风笛，为世人带来了这张努涅兹最负盛名的独一无二的享受。这里收录了古加利

西亚流传已久的民间旋律，由酋长乐队成员等众多世界级的大使跨刀制作，无间的合作使这里的

每一首曲目的感觉都无法再现，而努涅兹的风笛演绎更是精彩绝伦，不愧被誉为酋长乐队之“第

七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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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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