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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一、曼彻斯特——24小时派对之城

曼彻斯特历史悠久，见证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历史，它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金融中心，流行文化的

前沿城市，也是曼联球队的根据地。 

曼城地标建筑ｌｏｗｒｙ(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曼彻斯特曾是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如今，它早已远离了那段“蒸汽和汗水”的岁月，反而跨进

了打扮时髦、到处聚会寻欢的青春少年时。如今，曼彻斯特（Manchester）已经渐渐发展出一种

“早餐要饮香槟酒”的闲情逸致，混迹于满城的“派对人”之中，也许会发现，无论足球、音乐

、艺术、工业，或是生活方式，甚至购物，在这个城市，居然都可以成为“派对”，因此曼彻斯

特被誉为“24-hour party town”。当然，曼彻斯特也不是只有疯狂呐喊、嘴角起沫的足球赛和上

等人聚会场所的喧闹作乐，这也有很好的博物馆，精美的食物和一流的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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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队的红色风暴

最佳旅游时间：

无论什么季节或什么天气，在曼彻斯特旅游都非常方便。4月到9月是到访的最佳季节，但要记住

，7月和8月可是旅游旺季。如果是8月下旬去到访曼彻斯特，就可以加入50万的狂欢队伍，在同志

日的游行队伍里手舞足蹈。一至三月的均温度约为摄氏8度，到了七至九月的夏季，平均气温则升

至摄氏20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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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英国大使馆签证处对于中国公民赴英国申请签证主要分为旅游、留学、商务、探亲、居留这5种签

证，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旅游签证的种类和如何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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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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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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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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签证所需材料

首先要记住不管任何种类前往英国的签证都要至少在出发前三周递交，下面是英国使馆邀请申请

人面谈以及返回中国后再次面谈所需要的材料。（英国大使馆有权保留这些材料）

1）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3）申请人之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完整复印件2套；

4）申请人在职公司简介一份；

5）申请人在职公司收入证明；

6）申请人在职公司准假证明一份；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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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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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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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旅行计划的详细行程安排、机票及酒店预订记录。

11）近期彩色护照照片（白背景，3.5cmx4.5cm）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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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申请小窍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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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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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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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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选择去网站预定可以免费取消的酒店，即使被拒，也没有损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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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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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只要做到以上几点一定可以顺利拿到签证的。

英国签证处

英国签证处在中国有四个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各自的负责区域并同时为英国公民提供帮助

。英国的大使馆设立在北京，同时他们在重庆、广州和上海也提供服务。

英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光华路11号

邮编：100600

电话： 010/5192 4000

传真： 010/5192 4239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08:30-12:00 / 13:30-17:00 (北京时间)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商城西峰 301 室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邮编：200040

电话：021 3279 2000

传真：021 6279 7388

电子邮件：britishconsulate.shanghai@fco.gov.uk

负责领区：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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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签证的申请是由UKBA的官员（英国签证局）来处理及决定，但是递签时其实是需要把材料

交给一家叫做VFS Globle的商务公司（仅仅是和官方机构合作，而不参与任何审批）。在我国，V

FS为协助英国边境总署（UK Border Agency）管理签证申请中心，也就是帮助大家递交材料、录入

指纹等生物辨识数据、支付签证费用。有关签证类型、申请程序、各种费用、面试、查询申请进

程以及护照返还等一切和签证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们。

VFS自己的一个在线问询系统：

http://www.ukvisas.gov.uk/en/aboutus/enquiries/contactus

工作日服务，回复速度非常快，态度耐心可亲，且内容极为详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全国统一的400电话：400 821

1182（周一至周五，08：00至17：00），可以选择中文、英文和粤语服务。

   

2、货币兑换

货币：

英国虽为欧盟国家，但直到现在仍然不通用欧元。在英国通用货币为英镑。当地货币单位分为英

镑Pound（￡）及便士Pence(P)。￡1＝100P。纸币的种类为￡5、￡10、￡20、￡50。硬币的种类

为1P、2P、3P、10P、20P、50O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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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取现金：

有Visa、Mastercard等标志的信用卡以及“银联”标志的借记卡均可在英国ATM机上可提款。目前

，全英99%以上、共6.4万台ATM可接受银联卡提取英镑现金。花旗银行的ATM除可接受银联卡取

现之外还能进行余额查询。

旅人提示：银行卡在境外取款都有相应的手续费。

兑换货币：

美国运通（电话：0121 644 5555,地址：Bank House,8 Cherry St)

汇丰银行（HSBC BANK,Cherry St)

Lloyds Tsb，地址：2 Brindleyplace

NatWest Bank ，地址：Arcadian Centre

英国通济隆兑换处，电话：0121 643 5057，地址：130 New St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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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语言：

主要语言为英语。

电器：

240伏特交流电50赫。

电话：

长途电话国家号码: 44

办公时间：

商店之营业时间没有一定准则，一般时间如下: 星期一六:9:00AM ~5:30PM

星期日:10:00AM~4:00PM

食水：

自来水可饮用

海关：

香烟200支或雪茄50支或小雪茄100支或 250克烟草，50克香水。

时差：

比中国标准时间慢8小时

食水：

自来水可饮用。

电器：

240伏特交流电50赫

电话：

长途电话国家号码： 44

地区字头：伯明翰- 121、吉域- 1293、希斯路- 208、伦敦- 207、曼彻斯特- 161

小费：

通常在餐厅要按账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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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时间：

商店之营业时间没有一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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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一般时间如下： 星期一至六：9:00AM ~5:30PM 星期日：10:00AM~4:00PM

银行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五：9:30AM ~3:30PM；有些银行会在星期六早上 

 

   

4、必备物品

护照、现金、银联卡、信用卡、机票、相机、手机、电源转换器、记事本、笔、常用药品、长袖

衣裤、短袖衣裤（根据当地季节着装）、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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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曼彻斯特的最棒体验

   

1、来吧红魔，加入来势汹汹的红色风暴

球迷一到曼彻斯特便会向老特拉福德球场奔去。这座百年球场是曼联的根据地，它伴随着曼联经

历了降级的痛苦、胜利的喜悦、慕尼黑空难的悲伤、勇夺冠军杯的狂欢。坐在球场里的一片红色

海洋中，望着球场上跃动的红点，谁也抑制不住血液的沸腾。《来吧红魔》的大合唱随时都可能

在曼城街头爆发，一个街区的人都会跟着手舞足蹈。曾拥有贝克汉姆等大牌球星的曼联足球队，

成了曼城最为世界所知的标志。乘上轻轨，在老特拉福德（Old Trafford）下车，即可以前往曼联

足球俱乐部，红魔迷们可以挑一条红围巾。再搭乘巴士，便可到达“梦剧场”——老特拉福德球

场（Old Trafford Stadium）。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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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无论你是年轻得只刚刚体验过三冠王的狂喜，还是足以忆起曼联若干代浮浮沉沉的白发苍苍，当

你步入坐落在曼彻斯特城人群最密集区域的老特拉福德球场，你所置身其中的决不仅仅是一座体

育馆。因为混合着高贵，典雅与现代感气质的老特拉福德，在曼联球迷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曼联永

恒的象征，它象精灵一般浓缩了曼联的历史，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讲诉着一段故事。即使在它空无

一人的时候，你也能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深沉博大与激情交融的特殊气氛。古朴的红砖里凝铸着慕

尼黑英灵的叹息，红色海洋般的看台铭刻着巴斯比宠儿的踌躇满志，碧绿的草坪回荡着坎通纳驰

骋沙场的豪气干云，湛蓝的天幕注视着贝克汉姆的壮志骄阳。所有的期待，失落，欢乐与泪水都

曾在这里倾注，所有的希望与梦想都在这里实现。这是全世界几千万曼联球迷魂牵梦萦的圣地。

地址：sir matt busby way

游览价格：12英镑

   

2、在世界流行音乐的核心城市，领略曼彻斯特的音乐风格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曼彻斯特的摇滚乐就一直统治着英国乐坛。可以说，曼彻斯特见证了

近20年的英国摇滚乐。这座被乔治�奥威尔称为“英格兰的五脏六腑”的城市，曾造就出众多的

摇滚明星。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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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曼彻斯特流行音乐史上，从50年代风靡全球的“比基”(Bee Gees)到90年代青春组合“接招”(Take

That)，从60年代的迷幻乐队“冬青树”(The Hollies)到80年代蓝眼睛灵歌“就是红”(Simply

Red)，都在向人们展示曼城流行音乐文化的不同侧面。

曼彻斯特的音乐和剧场甚至可以挑战伦敦的西区。Bridgewater Hall是哈雷交响乐团的所在地，吸引

了世界众多顶级演奏家，而歌剧院则吸引着各地的歌唱家们。很多音乐作品和表演是直接从伦敦

嫁接到曼彻斯特的Palace和Lowry的。在Royal Exchange剧院，你可以坐在玻璃屋顶的剧场内，品尝

着可口的咖啡和糕点，等待着在这个“圆形剧院”即将上演的精彩节目。另外，这个城市的现代

音乐文化在过去几十年声名远播，这里涌现了世界著名的乐队，如新秩序乐队、史密斯乐队、石

玫瑰乐队以及绿洲乐队。 

大名鼎鼎的绿洲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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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

Band on  the wall

举办各种类型音乐会的顶级场所，从摇滚乐到世界各地的音乐都有

地址：25 swan  st

   

3、去见识下同志村“大声说出来，什么也不怕”的潇洒态度

欧洲最大的同志村，坐落于曼彻斯特主要男女同志区一带坚尼街（Canal

Street）的中央位置。你可以跟着剧集《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剧中人物Vince、Nathan和S

tuart的脚印，一间接一间，光顾这里的酒吧或到水边松弛一下。曼彻斯特拥有“同志乐园”的雅

号，相信欧洲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贴切。你可以去同性恋者自发组成的生活区“同志村”里看

看，在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翻建仓库区内举行鸡尾酒会；在芸芸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生活

态度中，最重要的是友善、踏实，以轻松幽默的态度面对周遭的一切。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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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4、探访莎士比亚的故乡，在莎翁故居找灵感

从曼彻斯特出发，南行九十公里，就到了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夫德镇（Stratford）。斯特拉夫德在

曼城与牛津之间，是典型的英国南部古镇。远望古镇，在丘陵起伏的绿色原野上，奔来一片浓绿

的岛屿，浓绿衬托下，远近相连的陡尖的屋顶泛着陈年葡萄酒的殷红。亮丽中饱藏着深沉的底蕴

。也许是莎士比亚名气太大的缘故吧，这个缔造了千古奇才的小镇，在外来人心目中带着浓厚的

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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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寻着清幽的布仑河水步入镇中，仿佛走进一个古远的童话。古镇方圆不足两公里，穿镇而过的布

仑河两岸，林木染翠，年代久远的古民宅似依其资历的长短，由岸边次第排列开去。维多利亚式

建筑的陡峻与厚重，哥特式建筑的俏丽和奇幻，历史悠久的普通民居的粗犷和古朴，书写着古镇

的历史沧桑，而布仑河上那栋中世纪留下来的拱桥，应是小镇更为古老的见证。脚下，布仑河水

静静地流淌，成群的天鹅和野鸭在河中追逐嬉戏。教堂的钟声响起，荡开河面层层涟漪，向人们

心灵深处传递着悠扬的静谧。

紧靠河边的“圣三一”教堂，建于文艺复兴时期，是镇上最宏伟的建筑，其外表披一层深厚的苔

藓。教堂内安葬着莎士比亚的灵墓。凡来镇上的游人，第一件事就是到教堂看望莎士比亚老人家

。莎翁的灵墓是用汉白玉做成的方形高台，莎翁的遗体就埋在高台之下。由于每天都有很多人光

顾，教堂严格规定不许拍照。

世界文学史上有一些伟大的文学家，由于生前不曾被关注，身后留下的有文字可考的生平资料极

为有限。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就是如此。与莎翁家乡人谈莎士比亚，比从媒介获知的要更为丰富和

有趣。

莎翁的故居，位于布仑河边一箭之地的镇中心。一栋古旧的二层木制小楼，坐北朝南，临街而建

。门楼上挂一铁牌，标明建筑年代为1531年。走进屋内，便进入了当年莎翁的生活。一楼是客厅

和厨房，壁炉中的火依然殷红，面包、牛排和刀叉之类摆在餐桌上，咖啡壶和杯子带有几分粗粝

。所有这些，向造访者传达着古典的温馨。二楼作为卧室和书房。书房塑有莎翁的蜡像，蜡像前

的书案堆放着字迹密集的稿纸，莎翁靠着坐椅凝神思索。一切伟大的艺术创造，无不来自寂寞和

孤独。莎士比亚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伟大作品，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完成的。

   

5、到充满奇思妙想的北区穿梭一番

最体现曼城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和独立精神，不可不去。它在曼城市中心的北部外缘，短短几条街

上，布满了不计其数的先锋演出场所、俱乐部、酒吧、独立唱片店，还有工艺艺术中心、中国艺

术中心，以及大批操办小型文化生意的办公室和工作室。兜兜转转，很可能会撞进一个亲密有趣

的“艺术家村”，碰到有版画工作室的主人出远门，请隔壁的雕塑家帮忙代管钥匙卖作品的状况

；或者在一家叫“唱碟交换”的著名的二手唱片店，买到用白纸壳包装的觅了很久的音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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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在一家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小店流连忘返。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6、搭乘免费巴士，环城游览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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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曼彻斯特布局紧密，非常适合徒步游览，不过想要初步的了解这个地方，不如跳上巴士，选一个

靠窗的位子，对城市进行一次“预览”。走出皮卡迪利车站，就有通往市区的免费巴士中的1号和

3号线。搭上免费公交车，环城中一周，就不会遗漏掉以维多利亚女王丈夫为名的艾伯特广场、拥

有“圆形图书馆”的圣彼得广场、前自由交易所（现为一个酒店）、前中央火车站（现为G-Mex

展览活动中心），还包括市政厅、曼彻斯特教堂等，不少都是经典的维多利亚新哥特建筑风格。

另一个有趣的巴士之旅，是“曼彻斯特摇滚之旅”（Manchester Rock Tour），可以在圣彼得广场

的旅游中心预订到。这样一个车程，就可以从70年代的“快乐部”乐队、80年代的“史密斯”、

“新秩序”、“石头玫瑰”、“快乐星期一”，一路走过90年代“接招”、“绿洲”乐队的成长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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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7、到庄重雅致的凯瑟菲尔德区巡游，回溯曼城历史

建于公元79年的罗马城堡可以说是曼彻斯特的前身，这座城堡就坐落在凯瑟菲尔德，后来工业革

命的摇篮。凯瑟菲尔德至今仍保留着破旧的高架铁路、锈迹斑斑的铁桥和巨型仓库，观之让人震

撼不已。 到了80年代，这里被改建成现在的城市遗址公园。重建后的罗马堡垒值得一游。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地址： 英格兰 曼彻斯特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City of Manchester

   

8、在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了解工业革命，找到曼城飞速发展的答案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目前依旧保持着其100多年土黄色大厂房式的旧貌。虽然外观上极其朴

素，但博物馆却在内部展品和服务上做足了文章，通过各种主题和多种手段，让人们充分了解世

界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程和成果，从而接触历史。例如，博物馆的动力展厅约建于18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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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在这座19世纪被用作货棚的大厅内，人们不仅可以看到19世纪20年代在Otley的造纸厂用过的古老

水车，也可以看到横梁式发动机如何工作，还可以看到1864年、1907年、1910年、1929年等不同时

代经过改良的蒸汽机类型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通过这种沿循历史发展足迹的遍历，参观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如何由对畜力

、风力和水力的依赖，逐步从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过渡的历程。再例如，“地下曼彻斯特

”主题展的展厅设于原车站的地窖中，该展厅展示了从罗马时代到当今曼彻斯特市的水源供应系

统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其中的一条维多利亚时代下水道是直接用19世纪30年代

的砖砌成的。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这类以历史积淀为基础并融入历史原貌的展示手法不胜枚举，这些有

力地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旅游者，每年观者络绎不绝，博物馆也因此成了曼城旅游的经典一景。

地址：Liverpool Road, Manchester M3 4FP   

电话：44 161 832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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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四、曼彻斯特景点概览

   

1、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位于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心，主要功能是介绍曼彻斯特市历史、纺织、

能源、通信、航空、交通等产业，并随着科技的发展随时增加新的展品以介绍前沿科技。曼彻斯

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最有特点的是其场馆建设。它是一组19世纪风格的建筑，即从1830年开始使

用的利物浦路火车站。1978年，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前身——西北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由

于馆藏不断增多而需要增加场馆面积。曼彻斯特市政委员会考虑再三，没有简单地给博物馆另建

新馆，而是以象征性地出价从英国铁路公司购买了利物浦路火车站并将其作为曼彻斯特科学与工

业博物馆的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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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地址：Liverpool Road, Manchester M3 4FP   

电话：44 161 832 2244

   

2、老特拉福德球场

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Old Trafford Stadium）是现时全英格兰座位数目第二多的足球场，

仅次于拥有90,000个座位的温布利球场。混合着高贵，典雅与现代感气质的老特拉福德，在曼联

球迷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曼联永恒的象征，它象精灵一般浓缩了曼联的历史，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讲

诉着一段故事。古朴的红砖里凝铸着慕尼黑英灵的叹息，红色海洋般的看台铭刻着巴斯比宠儿的

踌躇满志，碧绿的草坪回荡着坎通纳驰骋沙场的豪气干云，湛蓝的天幕注视着贝克汉姆的壮志骄

阳。所有的期待，失落，欢乐与泪水都曾在这里倾注，所有的希望与梦想都在这里实现。这是全

世界几千万曼联球迷魂牵梦萦的圣地。这是被称为梦剧场的老特拉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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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地址：sir matt busby way

游览价格：12英镑

   

3、洛利艺术中心

曼彻斯特最美丽的城市风光竟然坐落在索尔福德码头。索尔福德码头曾是曼彻斯特的运河码头。

这里大胆的体现了当代建筑对尖锐钢铁和玻璃残片的热衷。洛利艺术中心内有剧院、画廊和商店

，是现代人对工业建筑的致意。洛利艺术中心里的剧院、画廊、展厅、商店、餐馆和酒吧丰富了

城市的文化生活，也反映了曼彻斯特对于创作和艺术的不懈追求。洛利艺术中心距市中心10分钟

车程，可先乘电车然后再步行前往。这座建筑是献给索尔福德的大儿子─以工业和劳动题材的著

名画家L.S.Lowry。这里收藏的洛利作品堪称世界之冠，也是中心的主要藏品；洛利在曼彻斯特主

要作品以往收藏在索尔福德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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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4、阿戴尔中心

阿戴尔中心是50/60年代城市规划失误的经典案例；在推倒了大量的小巷、商店和建筑后，修建了

这个毫无活力的超大型购物中心。中心外表瓷砖过于光亮，成为设计的一大败笔，建筑有如经野

兽派艺术改造的厕所。1996年的爆炸事件破坏了曼城一大片地区，遭到破坏的不仅是阿戴尔中心

，还有谷物交易所、皇家交易所、隆里奇大厦(Longridge House)和原来的马沙大厦(Marks &

Spe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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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5、艾伯特广场

艾伯特广场是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命名的。广场位于丁斯盖特和莫斯利大街之间，

是城市的心脏地带。广场上最有特色的标志是一座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歌德式建筑。广场西面的

丁斯盖特街的约翰�赖兰德图书馆拥有维多利亚歌德式建筑再往西面走，就是坐落于艾威尔河旁

边的Pumphouse人民历史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社会历史和工人运动。广场南面是圣彼得广场，

旁边的自由工会会所就是1819年彼得罗屠杀发生的地方，现已改建为酒店。再往南是前中央车站

，现在成了G-Mex展览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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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6、凯瑟菲尔德城市遗址公园

凯瑟菲尔德城市遗址公园建于公元79年的罗马城堡可以说是曼彻斯特的先父。这座城堡就坐落在

凯瑟菲尔德，后来工业革命的摇篮。凯瑟菲尔德至今仍保留着破旧的高架铁路、锈迹斑斑的铁桥

和巨型仓库，观之让人震撼不已。到了80年代，这里被改建成现在的城市遗公园。科学和工业博

物馆是凯瑟菲尔德的一大特点，那里有完好的蒸汽机和纺纱机，还保留了1830年代的火车站。重

建后的罗马堡垒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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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地址： 英格兰 曼彻斯特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City of Manchester

   

7、中国城

被夏洛特街、波特兰街、牛津街和莫斯利街包围的这个区域就是曼彻斯特的唐人街，是英国最大

的唐人街，亦是英国北部地区最集中的华人社区。里面有很多卖中国饰品的小商店。另外，在中

国城里，随处可见的中国餐馆，当然这些餐馆的花费也是很高的。在中国城里，有很多中国人开

的小超市，这下不用发愁找不到中国调味品和食品了，里面都是真正从中国运过去的食品，像淀

粉，酱油，菜刀，蒸锅很多的中国特有商品这里都能找到，很多生活在曼彻斯特四周城镇的留学

生也会经常来到这里采购。中国春节的舞狮表演是曼彻斯特每年一度的盛大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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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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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曼彻斯特周边走走

斯特拉夫德镇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从曼彻斯特出发，南行九十公里，就到了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夫德镇（Stratford）。斯特拉夫德在

曼城与牛津之间，是典型的英国南部古镇。寻着清幽的布仑河水步入镇中，仿佛走进一个古远的

童话。古镇方圆不足两公里，穿镇而过的布仑河两岸，林木染翠，年代久远的古民宅似依其资历

的长短，由岸边次第排列开去。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陡峻与厚重，哥特式建筑的俏丽和奇幻，历史

悠久的普通民居的粗犷和古朴，书写着古镇的历史沧桑，而布仑河上那栋中世纪留下来的拱桥，

应是小镇更为古老的见证。脚下，布仑河水静静地流淌，成群的天鹅和野鸭在河中追逐嬉戏。教

堂的钟声响起，荡开河面层层涟漪，向人们心灵深处传递着悠扬的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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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饕餮在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一个融合多种民族特色的地区，各国风味的料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所以，在曼彻斯

特，“本地口味”不仅指当地的传统口味，也包括了具有现代特色和创造性的各种食物。

   

1、美食推荐

烤牛排

这是英国菜中的代表作，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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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会问你喜欢生一些的还是熟一些的。做好的牛肉吃时可以沾西式芥茉酱，作为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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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克郡布丁也很有名。

炸鱼及炸马铃薯条

这是英国的“麦当劳”，是一种既便宜又方便的食品。炸鱼多为鲽鱼或鳕鱼，与炸薯条一起沾着

盐或醋（不少英国人两者都用）食用，很受普通百姓欢迎。

牛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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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牛肉或牛肾，有些特殊的味道，吃惯了会觉得非常好吃，这也是小酒馆中的一种典型的午餐，

一定要尝尝看哟！

鲜酿啤酒

曼彻斯特有着非常悠久的酿酒传统，这里有几家传统的家庭酿酒作坊。传统的小酒坊是非常好的

廉价用餐场所，在那里也许你能够品尝到来自本地的Thwaites或者Hydes鲜酿啤酒。

   

2、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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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唐人街

是英国最大的唐人街之一，不习惯西餐的话可以在这里找到地道的中餐馆和出售中国食品的超市

。

鲁什尔姆（Rusholme）的Wilmslow路

又名Curry Mile，可以尝到地道的本地风味。

Eighth day

气氛亲切轻松，这里的餐点琳琅满目，有价格公道，味道香醇的差点，也有各种药膳

电话：0161-2734878

地址：111 oxford rd.

                                               36 / 5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7&do=album&picid=51833


�������

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Trof

美妙的音乐，优秀的员工以及各种口味的三明治，烤肉和其他菜肴。这个餐厅深受学生的喜爱

电话：0161-8321870

地址：5-8 thoma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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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曼彻斯特找个地儿安然入眠

曼彻斯特一直是个很酷的城市，在这里有很多住宿的地方可以选择，从舒适的廉价旅店，到时尚

酒店，或者豪华度假村都可以找到。

罗瑞酒店（Lowry）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五星级豪华现代酒店，建于2001年。位于市中心，Irwell河岸边，交通便利，方便可达火车站、机

场、主要的购物中心、餐厅和商业中心。

电话：01618274000

地址：chapel wharf

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The Mi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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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四星级传统酒店，建于1903年。位于市中心，临近g-mex会展中心，步行约2分钟可达最近的地铁

站和公共巴士车站。离火车站不到1公里。

电话：800 830 1275

地址：16 Peter Street Manchester M60 2DS

米德兰酒店（The Mi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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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米德兰酒店是一家四星级传统酒店，是一座古老的传统建筑，建于1903年，共有客房304间。该酒

店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临近g-mex会议展览中心，距piccadilly火车站不到1英里，曼彻斯特国际

机场距此10英里。酒店内有三家餐厅，一家上好的法国餐厅，trafford厅提供自助餐和切片烤肉，

还有时尚的nico central餐厅。酒店还有两个酒吧。

电话：01270 253333,

网址：http://www.qhotels.co.uk/hotels/the-midland-manchester.aspx

地址：英格兰曼彻斯特16 Peter St

花园酒店（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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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花园酒店是一家三星级现代化酒店，该酒店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建于1950年，共有客房101

间。酒店位于Piccadilly Gardens的对面，步行可至Piccadilly 车站，离曼彻斯特购物区也十分近。客

房舒适，干净，是一家处于优越地理位置的酒店，对于想住在曼彻斯特中心地段的客人来说是个

很好的选择。

电话：0161 2365155

地址：55 Piccadilly, Manchester, M1 2AP

网址：http://www.gardenshotelmanchester.com/

吉瑞斯酒店（Jurys Inn）

吉瑞斯酒店是一家三星级现代化酒店，建于1999年，共有客房265间。该酒店毗邻城内的G-MEX展

览中心，步行可达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著名的格兰纳达电视城。客房中等偏大，可容纳3位成人

或两位成人和两名儿童。Arches餐厅提供包餐或点菜服务，价格低廉。小酒吧是用简便午餐或与

朋友对酌的好去处。曼联队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距酒店4英里。

网址：http://www.jurysinns.com/

地址：56 Great Bridgewate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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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青年旅馆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曼彻斯特青年旅馆位置绝佳，坐享古运河和古城墙的美景，被誉为英国最好的旅馆之一。每人每

晚20英镑左右。

地址：patato wharf

电话：0845371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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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曼彻斯特血拼指南

曼彻斯特是购物者的天堂，从购物中心到百货商店，从步行街到精品小店，都能买到各种商品。

大多数商场都是每周营业7天，有些店铺甚至到晚上10点才打烊。在曼彻斯特购物，一不留神，一

天就过去了。

   

1、购物推荐

曼联球衣 

来到曼彻斯特，绝对要买的就是曼联的正品球衣了，你最爱的球员是穿几号球衣的，就赶紧入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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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take that 专辑

在找个世界流行音乐的核心城市，不买个曼城流行音乐的cd，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曼彻斯特流行

音乐史上，从50年代风靡全球的“比基”(Bee Gees)到90年代青春组合“接招”(Take

That)，从60年代的迷幻乐队“冬青树”(The Hollies)到80年代蓝眼睛灵歌“就是红”(Simply

Red)，选几个带回家。

   

2、购物地点推荐

                                               44 / 52



�������

曼彻斯特：红色风暴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ARNDALE CENTRE

这个购物中心里面有全英最著名的各大品牌，名品可谓应有尽有，从服装，首饰，到运动时尚，

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而且，在这里购物也是一种很棒的享受，整个购物中心干净幽雅，而且还

有从地面之通到楼顶的直通梯，上面还有环境清爽怡人的咖啡吧，快餐店。这里是购物的天堂，

也是休息的天堂，在这里可以足足逛上一天。

1镑店

这些店里面的商品几乎都在1镑左右，所以很实惠。在中央城区的阿黛利购物中心（Arndale Centre

），可以进行一场丰盛的购物派对。游客可以在这里找到欧洲的各色名牌，以及家居、礼品、花

鸟虫鱼等。

Wilmslow路

又名“Curry Mile”，是一个销售亚洲珠宝的市场，在这里既可以在街边市场选购本地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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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买到名牌服饰，或看看精美的手工上色的器皿、老船员风格的家居

用品、小杯子以及餐具等。

Oldham Street

以音乐商品著称，Piccadilly Records 及 Vinyl Exchange 尤其吸引大量乐迷光顾。

特拉福德中心（Trafford Centre）

欧洲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之一，有数百家商铺和餐馆, 还有一个电影院、保龄球和娱乐场拱廊。

国王街（King Street）

包括Vivienne Westwood、Hugo Boss、DKNY、Armani在内的国际设计师品牌的基地。

北角（Northern Quarter）

最能体现曼城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和独立精神，里面有“艺术家村”和名为“唱碟交换”的著名的

二手唱片店，还有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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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曼彻斯特的行走指南

1.飞机

曼彻斯特机场是英国的主要机场之一，每天有上百次的航班通往欧洲大陆和本土其它城市。

中国到曼彻斯特没有直达航班，可以选择在伦敦或欧洲的法兰克福等地转机。如果购买的是联程

机票，可在国内登机时一次性办好两个航段的登机牌，既省去排队办第二张登机牌的麻烦，又可

以将行李直接托运到曼彻斯特。

2.火车

曼彻斯特有两个火车站，皮卡迪利火车站主要是来自伦敦和伯明翰方向的列车，北边的维多利亚

火车站多是来自利物浦、约克方向的火车。伦敦到曼彻斯特的火车在Euston车站发车，平均每20-3

0分钟就有一班，车程从2小时15分钟到3小时25分钟不等。不同车型、时间、等级的票价各不相同

，一般情况下，普通座席64-91英镑，头等车厢135-180英镑。

3.当地交通

曼彻斯特有很密集的交通网络，乘坐非常方便。

有轨电车连接着曼彻斯特的市中心和郊区的一些地区，这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方式游览市区及周边

地区。电车分为多个线路，具体的线路可以打电话或访问它的主页http://www.metrolink.co.uk。

免费大巴在市中心运行，共分三条线路（紫色、绿色及橙色），连接了火车站、购物中心、主要

景点、剧院和酒店等地，基本覆盖了曼彻斯特市区内所有值得游览的景点，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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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行程

曼彻斯特精华两日游

第一天：

参观曼彻斯特斯特拉夫德镇，探访莎士比亚故居，也许是名气太大的缘故吧，这个缔造了千古奇

才的小镇，在外来人心目中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空余的时间建议可去曼彻斯特的几家购物中心

逛逛，像是Affleck's Palace或 Arndale Centre。

第二天：

可以去老特拉福德球场，感受红魔的魅力。下午去充满波西米亚气息的北区逛逛，晚上在别致的

酒吧听听音乐。

曼彻斯特悠闲两日游

D1：在探索过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之后，前往索尔福码头，然后找个饭店-yang

sing就不错，接着找个酒吧，或者去夜总会消磨掉晚上的时光。

D2：先去市中心购物和闲逛，然后去往集中在北角的时髦精品店和纪念品店满足你的购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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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行关键词

曼联：曼彻斯特联队（曼联，Manchester United） 

曼联全球知名，常是英超联赛的冠军，素有“红魔”和“常胜军”的美誉。

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英语：Manchester United Football Club，简称Man Utd，中文简称曼联）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成功的俱乐部。共获得19次英格兰

顶级联赛冠军，11次英格兰足总杯冠军，4次英格兰联赛杯冠军（除了英格兰联赛杯冠军外，其他

均是英格兰联赛中的最高纪录）。在欧洲赛场上，共获得3次欧洲冠军杯冠军。位于英国英格兰西

北区大曼彻斯特郡曼彻斯特市，现处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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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出境须知

1. 为便于出入境时各地海关查阅，请将护照、机票、入境函等各种证件随身携带，切勿放于拖

运行李箱内。

2. 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规格不得超过20厘米ⅹ40厘米ⅹ55厘米；托运行李美国每人限2件，重量

每件不得超过23公斤。行李应由本人搬运，不要用他人姓名托运行李；国外机场、饭店使用搬运

员由本人支付小费，一般为2美金/次。

3. 请特别注意：自2007年5月1日起，乘坐国际航班的旅客在首都机场接受安全检查时，只可以在

手提行李中携带少量液态物品，旅客如需随身携带以下物品，须将物品放置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

的容器内，再将容器放在可重复密封的透明袋中（机场可免费提供透明袋）。

4. 100毫升物品可携带：胶状物品（发胶、洗澡液等）、压缩泡沫及喷雾（防晒泡沫、剃须泡沫

）、乳液及液体（防晒霜、须后水等）、食品（清水、汽水等）、膏状物（牙膏、凡士林等）、

液态化妆品（粉底液、睫毛膏等）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他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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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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