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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约克郡：英格兰的历史重现

约克郡，相当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它面积广阔，是高山、谷地、沼泽和海滨的结合体，汇聚了极

富吸引力的迷人风景、美丽的古堡、华丽的庄园、诱人的如画海景和生机勃勃的古镇。你可以在

迷人的滨海胜地享受海风吹拂脸庞的清爽和赤脚行走沙滩的快感；也可以拜访怀旧的庄严城堡、

修道院和建筑胜迹，或是去参观国家艺术展览馆，感受未来的想象。城市与乡村、新潮与传统、

古老的历史与当下的时代，这些约克郡应有尽有。 

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的壮美景象(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湛蓝的天空，映衬着从约克郡北部的沼泽、丘陵，以及一望无际的霍尔德内斯大平原，英国文学

史上的勃朗特三姐妹就是约克郡人。散落在大自然间数不尽的村庄、特色小旅馆、池塘和精致的

教堂，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深深烙印在文学史上的故事，比如《简爱》，比如《呼啸山庄》。这

里的生活节奏是伦敦的一半，不喧嚣，不拥挤，但一样的繁华，一样的活色生香，赏心悦目却又

勾魂摄魄，令人流连忘返。

约克郡的地域概念：

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约克郡是英国最大的一个郡，它曾分为三个地区：北区、东区和西区。1974

年被拆分为6个郡：北约克郡、南约克郡、西约克郡、亨伯赛德郡和克利夫兰郡。现时约克郡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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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土地由约克郡-亨伯管理，虽然已不再具有实际上的行政区划意义，但是直到今日约克郡还是

一个广为人知的传统地理名词。

约克市：

  英王乔治六世曾骄傲地说过，“约克的历史，就是英格兰的历史”。而这里的约克就是约克市

。它有着悠长的历史，融合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统治的多样建筑和文化。这里有英国最

大的哥特式大教堂和古城墙，有石板铺成的中古街道，和街边各式精致的小店。连美国的纽约（

New York）都是由这个约克派生出来的，是仅次于伦敦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这座古城是北约克

郡的首府也是整个约克郡的中心，更是从伦敦前往爱丁堡及苏格兰高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在

本攻略中作以详细介绍。

利兹市：

利兹是西约克郡最大的工业城市，同样地处爱丁堡和伦敦的中间位置，是整个国家的地理中心，

也是伦敦和东南地区之外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利兹与约克市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以“购

物天堂”而为人所知，是游览哈伍德宫、苏格兰国家煤矿业博物馆和霍沃斯（即勃朗特故居博物

馆）的重要交通枢纽。

方位：

约克郡位于英格兰的东北部，伦敦和苏格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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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约克郡最棒的体验

   

1、拜访欧洲最大的中世纪教堂

约克大教堂是古城的地标建筑，不到此一游不算看过约克。这里拥有很多个“最”：这是欧洲现

存最大的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也是世界上设计

和建筑艺术最精湛的教堂之一，连伦敦的圣保罗和西敏寺也望尘莫及。如果到英国只允许看一座

教堂，那就选约克大教堂，它是罗马人入侵大不列颠后君士坦丁大帝发誓用宗教而不是用刀剑征

服英国的地方，教堂前君士坦丁大帝手握的就是一把断剑。

站在教堂外面，你不得不高高地扬起头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看清楚整个建筑的模样。教堂

里大幅流光溢彩的窗户玻璃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典故和神话；供信徒敬拜的烛台、四周墙面随处可

见的宗教雕像、甚至是弧形圆拱的天顶内壁，无一不体现着细腻的宗教特色。最令人惊叹的就是

圣坛后方、教堂东南一整片的彩色玻璃，面积几乎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大小，是全世界最大的中

世纪彩绘玻璃窗。除了东面彩绘玻璃窗外，大门入口上方的西面玻璃窗也是精彩佳作。整座教堂

和谐完美，想看遍整个大教堂，没有几个小时的功夫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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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大教堂不得不看的另一处，就是爬上276级楼梯，到达中央塔楼的顶上，俯瞰约克全城。楼梯盘旋

而上，陡且窄，只容一人通行。上去之后，隔着防护网远眺，视线越过大教堂的小尖塔和怪兽装

饰，可俯瞰约克城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街道，以及远处的乡野。

这里的管风琴和唱诗班都很有名，每天傍晚17:30都有演奏与合唱，听着牧师虔诚地读圣经，之后

就是唱诗班在巨大管风琴伴奏下的颂歌，歌声绕梁，在大厅里产生共鸣，优美动听，相当震撼。

以异教徒的身份欣赏他们的晚祷，感觉自己的灵魂也被净化。

旅人提示：更多约克大教堂的详细信息参见四（1）。

   

2、登千年古罗马城墙，和历史对话

乔治六世曾说过：约克的历史就是英格兰的历史。而人走近这个城市，最先看到的一定是那道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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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止，英格兰境内最长（2.75英里长）也被保护得最完好的城墙。这个城墙也成了今天人们来

到约克的最大的理由。约克的城墙建于古罗马时代，扩充于中世纪，蜿蜒盘行，几乎把市中心绕

了一圈。城墙规模和我们的万里长城自然无法相比，也不及南京、西安的城墙，但正因为它的小

巧，反倒觉得，历史更轻易地与生活融为一体。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站在千年的罗马城墙上，墙外是芳草萋萋的护城壕，还可远眺美丽的Ouse河，景色绝佳，到处都

有绚烂入眼。遥想当年的战火硝烟，让人不觉想起一句诗：“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

”。历史上约克城墙也曾目睹喋血厮杀，经历血雨腥风，无数次易主，不变的只有这孤然屹立的

城墙，向人们述说着历史沧海桑田的变迁。

旅人提示：

1）约克城墙有四个城门。在约克，登城门被称为“Bar”，登城墙的入口包括北边的Bootham

Bar和西南边的Micklegate Bar，还有东北边的Monk Bar和东南方的Walmgate Bar。

2）绕城墙一圈大约需要2个小时，可只走其中一小段，如约克大教堂附近的Bootham Bar到Monk

Bar，在沿途可以欣赏到约克大教堂的宏伟景观。具体见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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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城墙的“Bar”(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3、在全英最美的街道邂逅狄更斯笔下的英国味儿

在约克城有一条古老的街，被网上票选为全英国最美的街道。这条街形成于狄更斯笔下那个有大

裙摆、花阳伞，有黑烟囱、铁监狱的英国中世纪时代，曾经这里充斥着屠夫的叫卖声，牲畜都被

驱至于此，恶臭脏乱。但世事无常，原来的臭街，现在伴着阳光映着小雨，开始上演美丽小情调

了——风格迥异的小店铺排列两旁，粉嫩典雅的小玩意被安静地摆放在店铺内。这种情调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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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走一圈，一定要走进每个小店都转转，才能体会，走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情调之外还有

那股深沉安稳的历史感和骄傲感。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这条街道就是The Shambles，又名肉铺街，可追溯至西元1086年。当时Shambles上几乎都是肉铺，

为了怕日照让肉腐烂，屠夫们把肉放在一楼的窗台上，而狭窄的Shambles街上有些房子距离相当

靠近，在顶楼的人甚至可以隔街握手，也是趣谈之一。该街道已成为很多拼图、巧克力盒以及铁

路海报的背景，其中的原因就等着你亲自到这里来发现了。

Shambles街到底右转有一条名称怪异的街「whip-ma-whop-ma-gate」，是约克名字最长但长度最短

的街，当时的恶棍和唠叨不休的太太都必须在这条街上受处分。

旅人提示：Shambles 四周有一个露天市场，可以在此购买各种水果和食物。具体见十二（1）。

                                               11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3&do=album&picid=49927&goto=down#pic_block


�������

约克郡攻略
   

4、坐上“时光车”，穿越至北欧海盗控制时期的约克

约维克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center）是约克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最有趣的部份便是搭乘时光车

游览西元948年的约克生活。时光车慢慢进入一个人造的地下室，一个北欧海盗控制时期的约克全

景便活现在眼前：茅草屋前，木工卖力地刨着木材；街道两边，男人女人火热地搭讪；大海边，

船上各种物品交易火爆；市场上，嘈杂的鸡鸣鸭叫，讨价还价；油灯下，女人们缝缝补补；甚至

茅厕里的那点事儿，也刻画得活灵活现，声色味俱全，令人恍若隔世，过目难忘。不得不从心底

发出赞叹，耗资500万英镑做出来的维京中心，真是值了！

旅人提示：关于约维克维京中心的详细信息参见四（3）。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5、在全英最好的茶屋悠然叹个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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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午后暖暖的阳光，和两三好友穿着讲究，走进一家下午茶店，喝杯茶，吃几口精巧的点心

，是英国人最大的享受。而在约克提到下午茶，第一选择绝对是贝蒂茶屋（Betty's Tea Room），

它是英国最有名的下午茶之一，无论阴雨天气，总有排队的人。可即使每天都有排队，这家店的

主人是既不扩大规模，也不乱开分店，就守着这家精致的店面，颇有些贵族的气质。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店内充满英国下午茶闲适气息的大厅，随时飘来浓郁的茶香和蛋糕的气息，年长的妇人若有所思

安静地独据一角，亲密的家人轻声细语围坐一起，神情活泼的服务员微笑着穿梭其中，加上现场

演奏的钢琴声，让人飘飘欲仙。来到这里，绝不能错过最具地方风味的约克郡布丁，除了下午茶

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来此享用茶点和蛋糕。享受一餐具有闲适气息的英国式下午茶，伴着悠扬

的现场钢琴演奏，揽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

旅人提示：

店面就在老城中心，离教堂很近，周日不可预约，外卖点心同样生意很好，不带走的话直接步行

上楼，可忽略门口的长队。菜单上有套餐，一套经典套餐包括三层餐盘盛装的三明治、蛋糕等，

还有一壶英式红茶，不太饿的话两个人足够了，也有零点。关于贝蒂茶屋的详细信息参见十一（1

）。

   

6、在夜幕下的古巷，来次步步惊心的猛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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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城有着2000多年的古老历史，城里的老房子众多，而这些古建筑承载了约克的历史过往和一

些灾难。那些坚信鬼魂存在的人认为，鬼魂出没于这些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从住宅到监狱，从某

个阴暗的角落到公共场所。因此约克关于鬼故事的传说非常多，正是这些传奇故事，给了现在一

个玩“捉鬼”游戏的理由，来约克不来一次“捉鬼”游戏，你的旅程绝对会留下遗憾。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每当夜幕降临，游客们便集合起来，在某处等候寻鬼人的出现，然后在其带领下去寻找古城里的

鬼怪。寻鬼人由地道的约克人装扮，通常身穿一身黑衣，带领游客穿梭在夜色下的古城中，在古

老的Shambles街上，指点那些传说中鬼魅出没的地方，偶尔在一座古老空闲的房子前停下来，给

游客讲几个毛骨悚然的吓人故事。

现在这个寻鬼游戏非常受欢迎，在旅游旺季的夜晚，可以看到几群人跟在不同的寻鬼人后面，嘻

嘻哈哈地穿梭在夜色中。在游客中，也有自己上演这种捉鬼游戏的，只要买几张青面獠牙的魔鬼

脸皮往脸上一贴，在穿一件黑色的衣服，一个好端端的人即刻就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鬼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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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还能把同伴吓得魂飞魄散。这种捉鬼的游戏俨然已成了约克城夜生活中的一道趣味游戏景观

。

约克幽灵游（Ghost Hunt of

York；01904608700；成人5磅，www.ghosthunt.co.uk

，儿童3磅，每晚7：30开始）深受好评、充满乐趣，75分钟的游览过程中充满刺激，从Shambles街

开始，无需预约。

约克原始幽灵游（Original Ghost Walk of York；01904764222，www. theoriginalghostwalkofyork.co.uk

，成人4磅，儿童2.5磅，团队游晚上8点开始）跟随著名的食尸鬼等组成的幽灵团从Ouse

Bridge桥旁的King‘s Arms酒吧步行出发。

旅人提示：

如果你实在很胆小，还是不要凑热闹了，一些游客曾因过于恐怖而中途离开，因过度惊吓而昏厥

的也不在少数。

   

7、在绝世傲野的约克沼泽地，探索城堡、乡村宅邸和美丽花园

北约克郡沼泽地人迹罕至，在这里，石楠花丛生的丘陵相叠起伏，向远处延伸并铺成一个紫色的

世界。区内景观纷彩异常，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你可体验广阔无垠的高沼，或聆听内陆鸟类的

鸣叫，或一程接一程地散步，或静坐观世间百态；亦可在林中漫步，往溪中掷石，或穿越蜜色沙

岩建成优美村庄，或在海滩堆筑沙堡。举目所见尽是开阔的荒野，树木繁茂的山头，荒废的修道

院和古城堡，以及雄伟的房屋和花园，美丽得让人目不暇接。

徒步之外，乘蒸汽观光火车也是观赏沼泽地的理想方式之一。细心留意窗外的风光，品味着名著

《呼啸山庄》中那田园般乡村景色。如不怕大风吹乱头发，还可伸头出窗外，呼吸一下英式乡郊

气味。自然风貌起伏多变，到处是高沼地和陡峭河谷，处处是葱绿的低山和苍翠的丘陵，峡长而

平静的湖泊延伸到礁石海边，偶尔可见，耕作的农夫和悠闲的牛羊，惬意而悠然。

其中北约克郡沼泽线路（North Yorkshire Moors Railway）是众多铁路线中的一条。这是一条私人运

营的铁路，全长18英里，穿越美丽的乡村到达Grosmon村。保存完好的蒸汽火车头拉着年代久远

的车厢，车身上是明亮的黄铜和油漆图案，这条铁路是火车爱好者和短途徒步游旅客的必到之处

。对于那些没有自己开车的游客来说，乘坐这列火车是在沼泽地游览过程中前往偏远村庄的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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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选择。更为有益的是，Grosmont也在米德尔斯伯勒和惠特比之间的铁路主干线上，这里也是徒

步游和观光游客的可选之处。时刻表查询电话01751473535，网址www.nymr.co.uk

；一天畅游通票皮克灵至Grosmont村成人14.5磅，儿童7.3磅，皮克灵至惠特比成人20磅，儿童12

磅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旅人提示：

1）尽管很多地方人烟稀少，不过这里却是徒步爱好者乐土，但一定要小心沼泽，一定要注意指示

牌提示，绕开它们，否则极易发生危险。

2）更多其它火车旅行选择可登陆约克郡旅游官网查看

http://cn.yorkshire.com/tourist-information/transport/getting-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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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购物在利兹——时尚从未走远

有“北方骑士桥”之称的利兹是闻名遐迩的购物天堂，刚被评为英国最佳购物城市的前三名之一

，散落在维多利亚区（Victoria Quarter）、玉米交易所（Corn Exchange）、海德罗中心（Headrow

Centre）、利兹购物广场和灯塔（The Light）等地区华丽建筑群中的1000多家店铺可满足你所有的

购物欲望。不过这里并非千篇一律的昂贵，漫步市中心，可见典雅的维多利亚式和爱德华式拱廊

商场，小巧玲珑的精品屋和特色商店与现代化商厦和高档商业街平分秋色。 

维多利亚区购物中心(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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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1000多家店铺整齐分布在一个大型的步行区域内——所以你永远不会落后于潮流。其中的维

多利亚区购物中心是最有名气的一个，被誉为全英国最美丽的购物中心，拥有最华丽的拱顶，气

氛明快又不失高档，汇集了各种知名品牌和世界顶级品牌。玉米交易所主要出售本地设计师所涉

及的时装、艺术品和珠宝。而在谷仓码头（Granary Wharf），你会发现充满嬉皮风格、摩洛哥和

远东风情的纺织品和装饰品。在这里逛街，绝不会有让人不胜其烦的店员跟上来不停地向你推荐

，也不用担心被宰，同样的东西在全国任何地方价格基本一样。

旅人提示：

每年的夏季（7~8月）和圣诞节前后是英国全国大减价的时候，也是人们疯狂购物的时候。这里

所说的减价是货真价实的减价，一些名牌商品常常打半折，服装类甚至有打1~2折的，优惠多多

。关于利兹更多购物信息请参见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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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4至6月及9至10月是最佳旅游时间。应该尽量避免7至8月份的旅游旺季，因为这个时候的各

项活动都比较混乱。11月至翌年2月，天气转冷、潮湿和阴暗。

衣着：由于英国雨量充沛，天气变化频繁，因此，在选择行李时，应考虑携带多件衬衣、毛衣及

Ｔ恤，一件防水的大衣或外套，以及一把雨伞。

   

2、签证

约克签证信息请参见伦敦攻略中的信息http://d.lvren.cn/gonglue/lundun/#s_524042。

   

3、货币和小费

货币：

单位为英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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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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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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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用电话：按键式话机，使用10P以上的硬币。机上会不断表示余额。退回的零钱只是多投了

的硬币。有时，也有一些话机是对方拿起听筒后才投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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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种（BT用）。1分钟1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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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城市的中心地区大体都设有此种电话，最近在地铁站内也开始出现。此机可

使作VISA、JCB等信用卡。蓝色电话亭中的‘如星”电话也可使用这些信用卡，十分方便。 要打

国际长途，可在街头的公用电话、磁卡电话、信用卡电话上直接拨打，价格便宜，也相当便利。 

英国的匪警、火警、急救电话均为999。查号台为192，英语服务。您若查号，用英语告知对方地

址和名字（商店要说明行业）即可。

邮政：邮局的营业时间平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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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电压及时差

电压：

英国的电压为240VAC，50Hz，携带有电器用品的游客要格外留意。另外，英国普遍采用三叉插

头及插座，但电动剃须刀采用两叉插头及插座。

时差：

英国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英国在每年的3月底到10月底实行夏时制，那时时差为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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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克市景点概览

如果计划参观约克城中的所有地方，强烈建议购买一张约克通票（York

Pass，www.yorkpass.com

；1天/2天/3天成人24/32/36磅，儿童14/18/22磅）。使用通票可以免费参观所有需要单独交费的景

点，也可以免费参加一些带导游讲解的团队游，甚至在一些餐厅还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此通票可

以在游客中心购买，也可以上网订购。

   

1、约克大教堂

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是英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13世纪初开始动工，250年后才完成。教

堂内拥有世界面积最大、以单扇窗镶嵌的中世纪彩绘玻璃和世界最古老的侧廊。教堂东面一整片

的彩色玻璃，面积几乎相当于一个网球场的大小，玻璃染色、切割、组合工艺一流。教堂内还有

一些如小天使、封建时代的盾牌和龙头的小收藏。参观教堂最好选择约克大教堂举行晚祷的时间

，在唱诗班优美歌声和管风琴声中，领略约克大教堂恢弘气氛。步行275级楼梯便可到达高71米的

中央塔顶端，可一览约克的美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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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地址：Deangate York

电话：44 01904 557200

价格：参观教堂成人9.5镑，儿童免费，登塔楼成人5.50镑，儿童2磅，参观地下室和珍宝库4磅

网址：www.yorkminster.org

开放时间：4-10月周一至周六09：30—18：30，周日12：00—15：45，11-3月周一至周六09：30—1

7：00，周日12：00—15：45

交通：从火车站步行大约15分钟可到达

   

2、约克城墙

约克城墙以约克大教堂为中心，罗马人在约克周围建筑长达5公里的的正方形城墙，作为防御外敌

的屏障，经过不同统治者的修补，现今在约克可见的是中古时代硕果仅存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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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从火车站进入市区就可以看到这些保存完好的城墙，要登上城墙可以从各个登城口进入。在约克

登城口称之为「bar」，北边的bootham

bar和西南边的micklegate bar，是以前统治者进入城内的主要入口，其他如东北边的monk

bar和东南方的walmgatebar，也都是登城墙的入口。

绕城墙一圈大约需要2个小时，或是走其中一小段如约克大教堂附近的bootham bar到

monkbar，可顺道欣赏约克大教堂的雄伟景观。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08:00-黄昏

旅人提示：可以从www.visityork.org/explore免费下载城墙徒步游指南。

   

3、约维克维京中心

约维克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 Centre）是约克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兼具娱乐和教育性吸引游客

。一进到中心内，第一部份是维京约克的简介和说明，藉由精彩的图画和遗迹品，导出维京人在

约克的足迹。比较有趣的部份是搭乘时光车游览西元948年开始的约克生活，当时约克的各种生活

情景都历历在目，家居生活、耕种方式、家庭相处等，都以真人大小的模型和实物展现，一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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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让人有机会真正地与维京人面对面相视。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约维克维京中心的互动导览设计向来为人所称道，穿着整套维京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会随时出

现在各个角落，以说故事的方式向参观者解说维京人的衣着配饰，以及所代表的生活涵意。如果

要避免购票人潮，最好尽量提早前往。

票价：成人9.25镑，成人6磅

地址：Coppergate, York, YO1 9WT

电话：44 01904 54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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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vikingjorvik.vom

                                               24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3&do=album&picid=49937&goto=down#pic_block
http://www.vikingjorvik.vom


�������

约克郡攻略
   

4、克利福德塔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是约克城堡仅存的少数遗迹之一，从塔上可以观赏约克全景，以

及旧时约克城堡的缩小模型。

克利福德塔曾发生英国史上极激烈的暴动事件，在西元1190年时，一些基督徒商人为了抵赖他们

积欠犹太银行家的债务，竟然采取摧毁犹太社区的暴行，最后150名幸免于难的犹太人逃到克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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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塔原址的塔内避难，最后在此自杀。克利福德塔为在城堡博物馆前方，可顺道一游。

门票：3镑

电话：44 01904 646940

开放时间：7 、8月9：30-19：00；4 - 6月、9 - 10月10：00 - 17：00；11 - 3月10：00-16：00

交通：从约克大教堂徒步约4分钟

   

5、约克城堡博物馆

虽然名为城堡博物馆，但约克城堡博物馆（York Castle Museum）跟城堡倒没什么关系，反倒是由

约克以前的监狱改建而成，内容包罗万象，曾被誉为英国最佳博物馆之一。每个主题展区提供不

同的历史生活记录和收藏展示，馆内收藏了过去400年来的日常用品，包括旧式电视机、收音机、

洗衣机和吸尘器。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约克城堡博物馆由两幢旧监狱建筑组成，每个主题展区提供不同的历史生活记录和收藏展示，介

绍1580至1980年约克人生活景象，包括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家居用品的演进、服装展示、

军事兵器收藏等，甚至还有巧克力的发明和制造过程。一路参观到维多利亚时期街道kirkgate，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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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大小的旧时街道上有面包店、银行、酒吧、裁缝店，除了外观之外，店的内部也翔实展现当时

情景，仿如时光重置。

门票：成人7.5磅，儿童4磅，和约克郡博物馆的联票成人9.5磅，儿童6磅

开放时间：09：30-17:00

网址：www.yorkcastlemuseum.org.uk

旅人提示：约克城堡（York Bar）原来的木造城堡由William the

Conqueror建造，一直坐落在克利福德塔的山丘上，直至在1190年被烧毁。

   

6、约克国家铁路博物馆

约克国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位于礼门路（Leeman Road）的火车站东面。英

国作为火车的发源地，国家铁路博物馆内珍藏有世上最大的蒸汽动力机车、维多利亚皇后（Quee

n Victoria）搭乘过的小轿车、三等有轨电车、欧洲之星、日本新干线“HIKARI”号和史蒂芬逊（

Stephenson）的火箭复制品等。二楼回廊展示车牌、火车票等物品及照片。另外，博物馆内还有

无数的制服、钮扣、手表、时钟、地图、海报和一座仿古的旧式车站。游客可参观车厢内部，还

会被邀请到修复店工作室观看修复古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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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地址：Leeman Road, York

电话：08448153139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12月24日至26日不开放

网址：www.nrm.org.uk

交通：位于火车站以西约400米处，如果不想多走路，可以乘坐公路火车（成人2磅，儿童1磅）。

从上午11点在下午4点，火车往返于大教堂和博物馆，每半小时1班。

   

7、约克郡博物馆

约克郡博物馆（Yorkshire Museum）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展示在英国出土的罗马、撒克逊、维京

、中古时代的珠宝、雕刻等贵重文物，极具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除了固定馆藏之外，这里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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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一些特展，如侏罗纪恐龙或地球奥妙展览等特殊展览。博物馆前有一个美丽的博物馆花园（

Museum Gardens），游客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哥德式花园小木屋和贵宾小木屋内小憩，这些小木

屋历史久远，可追溯到1470年。博物馆花园内的中古遗迹部份是约克著名罗马城墙的一部份，另

一部份是圣玛丽修道院，虽然现在所剩无几，但圣玛丽修道院是当时北英格兰最富有、势力最大

的修道院。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门票：成人5镑，儿童3.5镑

开放时间：10:00-17:00

电话：01904 629745

网址：www.yorkshiremuseum.org.uk

   

8、约克市立艺廊

约克市立艺廊（york city art gallery）保存许多约克本土画家的作品，从西元1892年创立至今，收藏

遍及西欧过去6个世纪的艺术精品，以一个地方性的美术馆而言，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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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主要收藏品包括以约克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包括英国著名水彩画家如Turner、Cotman、Row

Landson等，以及出身约克的裸体画家William

Etty的裸体画作品，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别具特色的陶瓷作品，不乏前卫创作艺术佳作。

开放时间：10:00─17:00

门票：免费

电话：01904551861

网址：www.yorkcityartgallery.org.uk

   

9、费尔法克斯故居

如果你是乔治王时期建筑的爱好者，那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费尔法克斯故居（Fairfax

House）。这座历史建筑修缮精细，由John Carr（哈伍德宫也是他的杰作）设计而成，是英格兰北

部最漂亮的洛可可式灰泥建筑的代表，里面还展有许多乔治王时期风格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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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地址：Castlegate

电话：01904655543

门票：成人5磅，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和周六11:00─16:30；周日13:30─17:00

网址：www.fairfaxhous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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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约克郡的神秘过去—博物馆之旅

在游约克郡期间，不要忘记去众多博物馆中的至少一间参观。这些博物馆展示了色彩绚丽与神秘

的过去，并且打开了一扇未来之窗。

   

1、利兹皇家军械博物馆

利兹皇家军械博物馆（Royal Armouries ) 采用城堡风格的专门建筑，所在的建筑价值四千二百万英

磅，是首家收藏伦敦塔部分皇家珍品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利兹和利物浦之间的运河岸边，在利兹

市中心Clarence Dock内部有四层展品，集中展示为：战争、比赛、自卫、狩猎和东方主题。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门票：免费，某些特殊展览可能会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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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10：00-17:00，每年12月24-26 日博物馆关闭

电话：01132201940

Email: enquiries@armouries.org.uk

网址：www.armouries.org.uk

交通：可乘坐28路First Leeds抵达，离Leeds Bus Station约10分钟路程

   

2、街头生活交通博物馆

赫尔的街头生活交通博物馆（Streetlife Museum of Transport）重现了乔治王及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

纪30年代当地的街头风貌——当年的各类交通工具来回穿梭，从公共马车到自行车、公共汽车和

有轨电车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36 High St

电话：01482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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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ullcc.gov.uk/museums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7:00，周日13:30-16:30

交通：从利兹、约克坐上火车，都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博物馆所在的赫尔港（Hull），然后从赫尔

港的火车站或汽车站步行20分钟就可到达市内所有的景点。

   

3、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

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国家媒体博物馆（National Media

Museum）是在伦敦以外游客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你可以在电视天堂（TV

Heaven）中重温最喜欢的电视片断。

博物馆前身为摄影、电影和电视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Photography, Film and Television）

。馆内拥有数百万件藏品，其中包括全世界第一张底片和早期的电视片段。博物馆所在的布拉德

福德和周边西约克郡地区是不少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地。最有名的是英国人极喜欢的拍摄于70年

代的影片《火车站的孩子》（The Railway Children）。另外还有《说谎者比利》（Billy

Liar）和《美国佬》（Yank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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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Bradford，BD1 1NQ

电话：0844 856 3799

网址：http://www.nationalmediamuseum.org.uk/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

交通：乘坐从利兹前往布拉德福德的城际火车。

   

4、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勃朗特姐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家庭，夏洛蒂的小说《简爱》（1847年）、艾米莉的《呼啸山

庄》（1847年）和安妮的《女房客》（1848年）都是150多年前在这座房子里写成的。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勃朗特故居博物馆（Bronte Parsonage Museum）是一座建于1778年乔治王朝时期的石头住宅，1820

-1861年牧师一家就生活在这里，现在这里己被辟为勃朗特故居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霍沃斯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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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这是一幢两层高的石头房子。房内再现了勃朗特一家人生活的全貌，内中展示物品多为原

物。这座房子有英国典型的石头门厅，走进去右边的第一间房子是布朗特先生的书房，书房陈列

着一些他研读的赞美诗、放大镜等物品。在火炉对面，是一架木头钢琴。那是属于布朗特姐妹们

的物品，特别是艾米莉的至爱。安妮珍爱的摇椅，爱米丽临终前躺过的沙发，都完好地保留在这

里。在三姐妹的服饰陈列馆里，还可以看到了夏绿蒂结婚时的婚衣和戴的手套。博物馆后面有个

小庭院，里面有三姐妹的雕像，在纪念品商店里有一些有关三姐妹的纪念品出售。

门票：6英镑

地址：Haworth Keighley West Yorkshire

电话：44 01535 642323

开放时间：4月-9月10:00—17:30；10月—3月11:00—17:00；12月24日-27日、1月2-31日关闭

网址：www.bronte.info

交通：先从约克到利兹，然后到霍沃思。其中利兹到霍沃思最便捷的方式是先从利兹到基斯利（

Keighley），后者处在城际火车网的沿线。从基斯利乘500路公共汽车（15分钟，每小时1班）可以

到达霍沃思。

   

5、英格兰国家煤矿博物馆

在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南约克郡和西约克郡就是煤矿业的代名词，矿工辛勤的工作改变了这里

的地形外貌，附近所有村庄的人们从小就生长在煤矿附近，村内的男性居民和他们的男性后代生

来就注定将一辈子在地下工作。挖煤行业在1980年突然从这里消失，并且如今这里几乎已经没有

矿工，但是仍然可以到处看到煤矿存在的痕迹。Claphouse过去曾经是一个繁忙的煤矿，现在则是

英格兰国家煤矿业博物馆（National Coal Mining Museum for

England），展示了这个煤矿过去内部的工作情况。

这里的亮点就是可以地下游览。你会在一个“笼子”里，戴着有灯的头盔，下降将近150米，到达

地底下后顺着小路到达矿层，那里现在还有许多闲置的钻探工具。以前的那些矿工现在都成了导

游，会给你详细讲述那些细节——讲解过程中，有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带出当地口音，为了加强

可信性，还会说一些术语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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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在地面上的展馆内还有有声动画演示、引人入胜的纪念物以及有关贸易联盟、罢工活动和采矿协

会的一些展示品，其中个别部分显得有些过于浪漫主义。你也可以参观那些工人的宿舍或者略微

有些吓人的澡堂，这里至今保留着工人们最后一次在这里洗澡后锁上他们更衣柜时的样子。

门票：免费

地址：Caphouse Colliery, New Road, Overton, Wakefield

电话：44 1924 848806

网址：www.ncm.org.uk

开放时间：10：00—17：00

交通：博物馆在利兹以南10英里处，在Wakefield和Huddersfield之间的A642公路旁，自驾车旅行的

游客可以走M1公路从40出口下高速到达这里。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可以乘从利兹到Wakefield的火

车（15分钟，至少每小时有1班），然后再转乘开往Huddersfield的232路公共汽车（25分钟，每小

时1班）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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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约克郡的豪华住宅及古迹

约克郡恢宏的豪华住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这些住宅中，有很多都由同一家族在

其中生活了数百年时间。住宅不仅充满了家庭的记忆，而且还汇集了众多的艺术作品与无价的文

物。你将在这里发现由“无所不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所设计的地貌景观、Vanbrugh的

杰作、Adam的室内装饰、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宫殿与摄政时代！

   

1、哈伍德宫

哈伍德宫（Harewood House）建于1759年，是英国女王的表兄哈伍德伯爵的宅邸。这座由当时著

名建筑师设计的宅邸不但外表气派非凡，内部布置也华丽而充满艺术性。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进入建筑内部，从书房、音乐厅、到主客厅，宴会厅，众多的房间每间都有各自的主题和色彩，

每一个角落和天花板，乃至每一个家具都体现出华丽美观的设计，甚至天花板的绘画和图案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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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设计相互呼应。室内墙壁上都是主人名贵的艺术藏品，体现了主人的独特品味和爱好。站在

主会客厅，就可以看到门外如画般的花园、湖泊和绵延开去的草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楼下

的一间客房里的墙壁上，嵌的是18世纪的中国生活风情画的壁纸，据介绍，壁纸应该是当时在中

国绘制后运到英国，做成可以拆卸的壁纸。壁纸绘制精美，画工精湛，反映了清朝时期人们生活

、劳作、喝茶的场景。建筑的地下一层，走过黑暗的楼梯和通道，是旧时仆从们的世界。墙壁上

装有10几个供主人传唤仆从的铃，而老厨房里，当年的工作台还保留了原样，铜制的烧锅一子排

开，颇为壮观，昔日贵族式的生活可以于此一窥。

门票：成人13.5英镑，儿童8.5英镑

地址：Woodbury Park, Norton, Worcester

电话：01132181010

开放时间：3月中旬-10月10：00—18：00，11月-3月中旬周六至周日10：00—16：00，花园和建筑

物同时开放

网址：www.harewood.org

交通：从利兹出发沿着A61公路向北走7英里就可以到达。也可以乘坐前往哈罗盖特的36路公共汽

车（20分钟，周一至周六至少每半小时1班，周日每小时1班）。坐公共汽车来的参观者可以享受

门票半价的优惠，因此要保存好票根。进入正门后，穿过花园大约走2英里才能到达院内的房子及

小花园，因此你可以选择乘坐园内免费的往返班车。

   

2、霍华德城堡

靠近约克的霍华德城堡（Castle

Howard）。包括花园、农场商店、新的游乐场所与一家树木园，使你一整天的游玩充实有趣。

霍华德城堡距约克市东北约24公里，由著名的建筑师范布勒爵士（Sir John

Vanbrugh）及霍克斯穆尔（Nicholas Hawksmoor）建造。受Evelyn

Waugh著名小说《梦断白庄》（Brideshead Revisited）的影响，人们对历史久远的霍华德城堡有了

深刻的印象。这座巨大的宅邸中装饰有卡纳雷托Canaletto、霍尔班Holbein、根兹巴罗Gainsboroug

h和Reynolds等人的画作，古宅大厅中有齐本德尔式的家具。城堡四周被起伏的山丘、玫瑰园、Ra

y Wood森林花园以及霍克斯穆尔设计的圆柱形陵园包围着。其华丽典雅不逊于温莎城堡。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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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中还会举办音乐会。

门票：城堡和花园联票成人10.5英镑，儿童6.5英镑，仅花园成人8英镑，儿童5英镑

电话：01653648333

网址：www.castlehoward.co.uk

开放时间：3至10月及12月前三周城堡11：00—16：30，花园10：00—16：00

交通：霍华德城堡位于约克东北面15英里处，就在A64公路旁。由约克出发的几条游览线路都可

以到达城堡。Yorkshire Coastline的840路公共汽车（从约克出发40分钟，每天1班）途径利兹、约克

、霍华德城堡、皮克灵和惠特比。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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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基普顿城堡

斯基普顿城堡（Skipton Castle）位于北约克郡的小镇斯基普顿，由诺曼男爵罗伯特罗米耶于1090年

建造，至今历史已超过900年。起初是木制的自卫式城堡，随后由于无力抵御苏格兰北侵而用石头

改建。1310年，爱德华二世将城堡授予罗伯特，并任命他为斯基普顿勋爵和克雷文卫士。罗伯特

克利福德下令对城堡加强防御工事，但当他死于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时，几乎没有完整的改进

。1645年12月以前，城堡是英格兰北部英国内战期间唯一留存的保皇党据点。经过3年的围困，16

45年保皇党向克伦威尔投降，克伦威尔下令拆除城堡屋顶。直到1676年斯基普顿仍然为克利福德

拥有。克利福德夫人安妮（1590年-1676年）是最后一位城堡拥有者。3年围困后，她下令修理，

为了纪念英国内战后的本次修复，她还在中庭种植了一些树。今天，斯基普顿城堡是英格兰保存

最完好的中世纪城堡之一，既是旅游景点也是私人住宅。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门票：5.8磅

地址：The Bailey, Skipton, North Yorkshire BD23 1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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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756792442

开放时间：3-9月周一至周六10:00-18:00，周日12:00-18:00，10-2月10:00-16:00

网址：www.skiptoncastle.co.uk

交通：乘坐从利兹前往布拉德福德的城际火车（7.1磅，40分钟，每小时1班），在火车的最后一

站即斯基普顿下车，然后步行即可到达。

   

4、布罗德沃斯公馆与花园

唐卡斯特的布罗德沃斯公馆与花园（Brodsworth Hall & Gardens）位于南约克郡（South Yorkshire）

，距离Doncaster大约5英里，修建于19世纪60年代。整栋建筑体现了意大利风格的设计，室内装饰

，绘画收藏，银器，和家具，却无一不展出了那个时期的奢华。整个建筑及其收藏和装饰都基本

完好地保留至今，使得布罗德沃斯公馆成为了现存完好的英格兰维多利亚时期乡村住宅之一。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1790年，银行家Peter Thellusson

购置了布罗德沃斯房产及一幢18世纪中期的乡村住宅。1859年，Charles Sabine Augustus Thellusson

继承了布罗德沃斯，并决定重建一幢新的布罗德沃斯住宅，由建筑师Chenalier Casentini担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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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室内的收藏，却历经了好几代。二战之后，家族财政开始衰败，建筑也因年久失修，遭到

了破损。1990年，Mrs Pamela Williams将布罗德沃斯公馆转赠给了English Heritage。后经过5年时间

的维护和整修，于1995年对外开放！室内的大多摆设都保持了原样，虽有些破旧，但仍可看出当

日的奢华！

其实这里，花园才是重点。花园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花园，以至于现在此花园已成为维多利

亚式花园的范本和缩影。花园里有很多雕像，优美而古老。

门票：成人9磅，儿童5.4磅， 优惠价8.1磅，仅花园成人5.5磅，优惠价5磅，儿童3.3磅

地址：Brodsworth，Doncaster，Sheffield，DN5 7XJ

电话：44 01302 722598

网址：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

Email：janet.burrows@english-heritage.org.uk

开放时间：10:00-16:00，具体日期需登录网站查看

   

5、纽碧庄园

纽碧庄园（Newby Hall）是个完整保存的大庄园，始建于13世纪，历经多名王侯公爵拓建，共拥

有10万平方米面积，主体有超过50个大小房间，其中金碧辉煌的接待厅，就花了超过六年才完成

，聘请欧洲著名工匠到英国实地打造，包括地毯、壁毯全都手工缝制，连家具座椅都打上金箔，

可说世上罕见，衬托出主人十足的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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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曾多次来到这处庄园造访，为的是欣赏丰富的馆藏，包括雕塑、画作，玲瑯

满目，后花园更是万紫千红，吸引许多游客专程前来赏花。

有趣的是，庄园还设计了迷你游园小火车，让你轻松逛完偌大景区，还可欣赏运河畔边成群牛羊

，秀丽景色让人惊呼连连，仿佛回到童年，是此行的一大惊喜。

门票：家庭套票31-44磅；优惠票7.7-11.2磅；儿童票7.2-9.5磅；成人票8.7-12.2磅

地址：Ripon HG4 5AE

电话：44 01423 322583

网址：http://www.newbyhall.com

邮箱：enquiries@latemeetings.com

开放时间：4-9月

   

6、喷泉修道院

约克郡有个著名的世界遗产——喷泉修道院（Fountains Abby）。话说1539年间，都铎王朝亨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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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不满教廷梵蒂冈干涉他的前两任婚姻，与教廷决裂，于是驱赶、迫害教徒，大批修士只得逃难

到乡间，并于1611年兴筑这处修道院。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第一眼见到喷泉修道院，一定会被它壮丽的外观给震慑住，当时为了收容大批修士与商人，一口

气建了近300间客房与修道场所，造就后来的规模，即使最后仍付之一炬，但整体外观与石材结构

依然坚固，不仅观光客喜欢亲近，连政府每年固定于10月举办歌剧表演，让这处世界遗产永远地

为游客所称颂。据管理人员所称，现场歌剧演出时，不知为何竟有极佳的回音效果，无论站在那

个角落，都可以清楚听见歌者声音，好像就在耳边。

这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一个值得欣赏的地方，即附近的水公园（Studley Royal Water Garden），它

原本是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的后花园，以重金建得水岸香榭，花草扶梳，如今供人们徜徉，

上方还有森林草原区，古木参天，漫步其中令人精神为之畅快。

门票：成人7.9磅，儿童4.2磅

地址：Fountains, Ripon, Yorkshire HG4 3DY

电话：01765608888

开放时间：3-10月10:00-17:00，11-2月10:00-16:00

网址：www.fountainsabby.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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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修道院位于Ripon以西4英里处，在B6265公路边。公共交通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往返于这

里和Ripon的139路往返巴士（10分钟，每小时1班，5月中旬至10月，周日及银行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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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约克郡的诗意田园

   

1、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

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Yorkshire Dales National Park）的名字来自于维京语中的DALR而来。这里西

面是湖滨区，东面是北约克湿地。因此，处在中间的约克郡山谷地理环境优越，是徒步和骑车爱

好者的天堂。这个壮观的国家公园由高山和湿地组成，内部由饱经风霜的石墙相隔，还有外观奢

华的房间以及那些日渐消逝的，昔日神秘而又雄伟的隐修院的遗迹作为点缀。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分为两部分：在北部，两个主要的山谷东西横卧，分别是宽阔的温斯利代（

著名奶酪的故乡）和狭长神秘的泽谷Swaledale；在南部，主要的山谷包括Ribblesdale、Malhamdale

、Littondale和Wharfedale，它们都是南北纵裂，这里的旅游者数量较多。

公园主要的入口是南面的斯基普顿和东北面里士满。公园里的一些主要基地包括塞特尔、格拉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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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和霍斯。这些地方都设有游客中心，提供各种各样的当地游览指南和地图，同时提供详细的住

宿信息。

在公园的西北面和西面，柯克比�斯蒂芬和柯克比�朗斯代尔两座小镇也是进入公园十分便捷的

地方，但事实上这两座小镇都在公园内的版图范围外，它们属于坎布里亚。在各个游客中心都可

以拿到一份《游客》报纸。报纸罗列了当地的一些重要活动、园林管理者提供的徒步游指南，还

有住宿就餐的地点。公园的官方网站也会提供相关的信息。

网站：www.yorkshiredales.org.uk

交通：作为公园的主要入口，斯基普顿和里士满的公共交通都很便捷，当地的公共汽车线路网还

向小镇的四周辐射。游客中心免费提供的《走遍山谷旅游指南》，里面罗列了当地所有公共汽车

及火车线路。或者也可以访问走遍山谷网站（www.traveldales.org.uk）获得详细信息。

斯基普顿游客中心

电话：01756792809

网址：www.skiptononline.co.uk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周六09:00-17:00

里士满游客中心

提供常规的地图和游览指南，还有关于如何在小镇及周边地区徒步旅行的手册。

电话：01748828742

网址：www.richmond.org

营业时间：4-10月09:30-17:30，11-3月09:30-16:30

   

2、北约克郡沼泽国家公园

从北约克郡海岸往内陆方向走，就是原始壮丽的北约克郡沼泽国家公园（North Yorkshire Moors

National Park）。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石楠属植物沼泽地区都在英国，而这里是英国最大的一片。崎

岖的山路将绿意盎然的山谷和凄凉阴冷的沼泽链接在一起，道路两旁饱经风霜的岩石注视着从古

至今来来往往的车辆，而到了夏天当石楠花开放是，这里看上去就仿佛一片紫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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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这里非常适合人们步行游览，沼泽上到处都是或新或旧错综复杂的脚印，周围则零散分布着花繁

叶茂的漂亮小村庄。国家公园同时也是英国最风景如画的蒸汽汽车铁路的所在地。

公园的主要门户城镇有南面的赫尔姆斯利和皮克灵以及东北面的惠特比，当地都有游客中心。公

园的旅游办事处还分布在Sutton

Bank、丹比村和罗宾汉海湾。详细信息可登陆www.visithemoors.co.uk。

国家公园还发行用途颇大的《湿地和海岸》游览指南。在各地的游客中心和宾馆等地都有售。书

中罗列了公园内应该游览的景点和活动项目等，还有住宿场所的清单。

交通：从约克到赫尔姆斯利、皮克灵、斯卡伯勒或惠特比都有定时的长途汽车线路。也可以乘坐

湿地公共汽车（01845597000），运行时间为5-10月的周日及7月中旬-9月上旬周一至周日。乘坐湿

地公共汽车，能比较方便地到达一些较为偏远的景点。

赫尔姆斯利游客中心

出售地图和书籍，并提供预订和寻找旅馆的服务。

电话：01439770173

营业时间：3-10月09:30-17:30，11-2月周五至周日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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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灵游客中心

提供一些常规的信息，包括关于NYMR线路的一些信息。

电话：01751473791

网址：www.ryedale.gov.uk

营业时间：3-10月周一至周六09:30-17:30，周日09:30-16:00，11-2月周一至周六10:00-16:00

惠特比游客中心

电话：01947602647

网址：www.visitwhitby.com

营业时间：5-9月09:30-18:00，10-4月10: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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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约克郡行程推荐

三日游路线一：

约克郡是英国最大最优美的市郡，也是最具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旅游目的地，第一天可以游览约克

，约克大教堂是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约维克海盗中心在一千年年前的约克维京人定居点上建成

，你可以通过视觉听觉体验当时人的生活；还可以参观监狱改造的约克城堡博物馆。晚上在约克

享用美食后就可以加入地道的约克寻鬼之旅，探索约克的历史和秘密。

第二天，在约克市游览曾获嘉奖的国家铁路博物馆，然后乘车至霍华德城堡，感受这座气势恢弘

的历史庄园。并在其中的庭院咖啡享受午餐。

第三天，从约克出发，在约克郡山谷地区或北约克沼泽区进行为期一日的短途旅游。

三日游路线二：

第一天可以游览约克，约克大教堂是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约维克海盗中心在一千年年前的约克

维京人定居点上建成，你可以通过视觉听觉体验当时人的生活；还可以参观监狱改造的约克城堡

博物馆。晚上在约克享用美食后就可以加入地道的约克寻鬼之旅，探索约克的历史和秘密。

第二天，在约克市游览曾获嘉奖的国家铁路博物馆，然后乘车至利兹，在利兹购物，并游览皇家

军械库。皇家军械库是皇家甲胄仓库，伦敦塔展出的不到这里藏品的10%，非常值得一看。

第三天，前往哈沃斯，参观勃朗特博物馆。哈沃斯是一个美丽的村庄，鹅卵石的街道上小商铺和

茶室鳞次栉比，古色古香。勃朗特姐妹们在这里写下了《简爱》和《呼啸山庄》等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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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约克交通

   

1、伦敦至约克市

约克是英格兰北部的古城，是游客从伦敦北上去苏格兰的必经之路。伦敦到约克的交通还是很方

便的，建议搭乘火车或者长途大巴从伦敦去约克。自驾车的话路途有点远，途中最好休息休息，

看看如画的英国乡村。

火车：

从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出发前往约克的火车每小时有两班，2个多小时抵达约克火车站。非高峰时

段的往返票价从50英镑起。切记两张单程车票有可能比一张往返车票要便宜，最好提前买票能节

省很多钱。

大巴：

从伦敦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到约克汽车站（就在约克火车站的对面）的长途大巴比较慢，耗时大

约5个小时15分钟左右，往返票价要32英镑。还有一些在利兹经停的大巴最终也到达约克，耗时超

过6小时。

自驾：

从伦敦到约克有330多公里。自己开车从伦敦去约克的话，一路向北，正常行驶速度需要大概4个

小时。沿着M1高速，M18高速到A1公路和A64公路即可，路牌指示很清晰，不用担心迷路。

   

2、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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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市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但本身没有机场，离约克最近的机场是曼彻斯特国际机场（距离

约克2小时）和利兹机场（距离约克1小时）。

   

3、火车

约克在刚刚进入铁路时代时就是主要的铁路中心，通往约克的第一条铁路线的建成可追溯的1839

年。经过很多年后，约克成为了东北铁路局（North Eastern Railway）总部。乘铁路列车可以非常

方便的前往伦敦，路上花费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除了伦敦，也有通往爱丁堡和纽卡斯尔（25磅，

1个小时）的长线铁路列车。而奔宁特快（TransPennine Express）则为旅客提供高速列车前往纽卡

斯尔、利兹（10磅，25分钟）、曼彻斯特（20磅，1个半小时）、曼彻斯特机场等地。

这里也有开往剑桥的线路，67磅，2个小时又45分钟的路程，在Peterborough换乘。

   

4、长途汽车

约克所有的当地公交和长途汽车都停在Rougier St街，位于火车站东北方向约200米处。

National Express公司的长途汽车运营以下几条主要线路：约克到伦敦（票价24磅，5小时15分钟，

每天4班）、约克到伯明翰（票价25磅，3小时15分钟，每天1班），约克到纽卡斯尔（票价14磅，

2小时45分钟，每天4班）。

可以致电约克郡旅游热线（Traveline

Yorkshire；08712002233；www.travelineyorkshire.net）或前往火车站和Rougier

St大街附近的24小时自动信息查询处获得关于汽车班次的详细信息。

   

5、约克市内交通

约克市主要景点之间距离较短，步行只需要20分钟。如想以车代步，可买一张非繁忙时间的一日

通车票。

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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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公交运营由First

York（01904622992；www.firstgroup.com

）负责。单次乘坐费用为1-2.5磅。购买全天的通票3.5磅，就可以搭乘所有的公交线路，通票在Par

k & Ride停车场出售。

出租车：

Station Taxis，电话01904623332，在火车站外有一间服务亭。

   

6、自行车租车

游客中心免费提供约克骑行的各条线路地图。如果精力充沛，你可以骑车去霍华德城堡（15英里

）、赫尔姆斯利和里沃兹修道院（12英里）或瑟斯克（12英里），然后再坐火车回到约克。

两家自行车租赁公司是：位于Monk Bar门楼外的Bob Trotter（01904622868；13 Lord Mayor‘s Walk

；周一至周六09:00-17:30，周日10:00-16:00），和位于火车一号站台的Europcar（01904656161；周

一至周六08:00-20:30，周日09:00-20:30），两家店的价格均为每天1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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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约克郡住宿

   

1、住在约克

约克是仅次于伦敦观光客最多的城市，有各种风格和档次的旅馆。大型旅馆大多位于城墙内侧，

B&B则多位于A19号线的布萨姆（Bootham）等市区。6～8月的旺季和复活节等假期经常客满，最

好提前预订。

高级：

迪恩考特旅馆Dean Court Hotel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电话：01904-63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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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单间104磅起，双人间135磅起

网址：www.deancourt-york.co.uk

旅人点评：位于约克大教堂前方，是一座乔治王朝样式的大型旅店，由牧师馆改造而成，在豪华

间内可以看到教堂的全貌。早餐可享用到约克郡传统的早餐。

Mount Royale

地址：The Mount

电话：01904628856

网址：www.mountroyale.co.uk

价格：100-210磅

旅人点评：这家豪华宾馆由19世纪早期的宏大建筑改建而成，拥有日光浴、温泉、可加热的户外

洗浴盆和游泳池等休闲服务。宾馆主体内的房间绝对一流，但是最惬意的要属开放式的花园套房

。通往套房的是一条景观走廊，内游热带的水果树和蔓生灌木叶子花。

中档：

23 St Mary's

地址：23 St Mary's

电话：622738

价格：单人间45-55镑，双人间70-90镑

网址：www.23stmarys.co.uk

旅人点评：服务态度好，是Lonely

Planet读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客房非常宽敞，有特色；店主会热心帮你计划每天的游览活动。

Arnot House

地址：17 Grosvenor Tce

电话：44 01904 641966

价格：75-80磅

网址：www.arnothouseyork.co.uk

旅人点评：一家经营了好几代人的B&B旅馆，舒适、位置好，从大教堂步行可达。客房有淋浴，

有的客房有铜床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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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背包客青年旅舍York Backpackers

地址：88-90 Micklegate

电话：01904627720

价格：宿舍14镑，双人间35磅起

网址：www.yorkbackpackers.co.uk

旅人点评：曾是约克郡郡长的办公场所，属乔治王时期的一级文物建筑，是本城最容易交上朋友

的青年旅舍，多亏它活跃的酒吧和大宿舍客房。

约克青年旅舍York Youth Hostel

地址：11-13 Bishophill Senior

电话：625904

价格：宿舍床位12-18英镑

旅人点评：颇受欢迎，在一所给人深刻印象的乔治王时代的联排别墅中。客房小，有家庭间，有

一间舒适的酒吧供应美味的酒馆食品。

约克国际青年旅舍York International Youth Hostel

地址：42 Water End，Clifton

电话：08453719051

价格：宿舍床位18.5镑

旅人点评：这是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内部很宽敞，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从市中心出发，沿

河边小路步行可达。客房多为四人间，有不错的咖啡吧和私家花园。Lendal桥下，有一条河边小

镇，但是道路照明设备比较差，所以天黑了尽量不要在这里行走。可以从Museum St街或Station

Ave车站乘2路公共汽车。

   

2、住在利兹

利兹没有经济型旅馆，而中档旅馆不是在脏乱的建筑群中就是零散分布在连锁旅馆中。如果不想

多花钱，那就只能出发去郊外，那里有许多高雅的B & B旅馆和小型酒店。

中级：

Golden Lio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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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 Lower Briggate

电话：01132436454

网址：www.thegoldenlion-leeds.co.uk

价格：单间85磅起，双人间99磅起

旅人点评：利兹最古老的旅馆，这里的房间整洁而现代化，虽然有点小，但是公共区域仍保留着

令人舒适的怀旧氛围。

高级：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Roomzzz Central

地址：2 Burley Rd

电话：01132330400

网址：www.roomzzz.co.uk

价格： 79磅起

旅人点评：房间光线充足，装修现代且豪华，位于市中心以西半英里处。

Radisson SAS

地址：1 The Light，Cookridge St

电话：011323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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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leeds.radisson.com

价格： 100-130磅

旅人点评：利兹最豪华最新的旅馆，这里的标准间非常好，有三种风格可供选择：高科技、装饰

艺术和意大利风格。商务套房十分奢华。

42 The Calls

电话：01132440099

网址：www.42thecalls.co.uk

价格： 标准间150磅，套间395磅起

旅人点评：这家酒店很时髦，在19世纪曾是一家加工谷物的磨坊，如今深受商务人士的欢迎，大

都是因为喜欢酒店棱角分明的轮廓和具有美学气质的设计。那些面积较小的房间布置的精巧凑巧

。早餐费用另算，大约需要多付1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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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约克郡美食

   

1、食在约克

约克郡布丁（Yorkshire Pudding）是一道可口的英国食品，由面糊制成，有点类似于美国的淡烤酥

饼。约克郡布丁是英国人周日晚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它也会作为单独的一道菜先于主菜上

桌。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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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克，有众多餐馆供应传统英国佳肴和美国菜式，还有咖啡馆式的简餐店。游人不妨到最具地

方特色茶屋去坐坐，可以沉浸在浓郁茶香和蛋糕气息中，尽情享受具有闲适气息的英国式下午茶

。

推荐餐馆：

贝蒂茶屋Betty's Tea Room

地址：6-8 St. Helens Square

营业时间：9:00-21:00

电话：01904-649142

在约克提到下午茶，第一选择绝对是贝蒂茶屋，充满英国下午茶闲适气息的大厅，随时飘来浓郁

的茶香和蛋糕的气息，年轻女侍穿着围裙送上一盘盘三明治和咖啡，加上现场演奏的钢琴声，让

人飘飘欲仙。来到这里，绝对不能错过最具地方风味的约克郡布丁，除了下午茶时间，任何时间

都可以来此享用茶点和蛋糕。

The Postern Gate

一家人气很旺的餐馆，提供本土美食。

地址：90 Piccadilly York

电话：44 01904 526220

Hole in the Wall

当地最好的酒馆之一，供应多种当地产的烈酒，如约克郡苦酒（Yorkshire Terrier

Bitter），吸引了很多本地人和观光客。晚上还提供美味的咖哩特价菜。

地址：10 High Petergate

电话：44 01904 634468

格雷伯爵茶室Earl Grey Tea Rooms

这家茶屋是个木质房屋，如果你想歇歇脚，一边喝着浓浓的约克茶，一边写写明信片，这确实是

一个好地方。

地址：13-14 The Shambles

电话：44 01904 654353

   

2、食在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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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与河畔汇集各类饭店、餐馆、咖啡馆和酒吧，其中五家被《美食指南》（Good Food

Guide）收录，三家有望评上米其林星级（Michelin stars）。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Anthony‘s

地址：19 Boar Lane

电话：01132455922

消费：2道餐的午餐34磅，3道餐的午餐42磅

网址：www.anthonysrestaurant.co.uk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12:00-14:00，周二至周四07:00-21:00

或许是镇上话题最多的饭店，供应超级美味的英国菜肴，除了周六的晚上，任何时候去都得提前

一天或者几天预订座位。

Livebait

地址：11-15 Wharf St，High Court

电话：01132444144

消费：主菜10-17磅

营业时间：12:00-15:00，17:00-22:30

提供质量上乘的海鲜，其中包括惠特比蟹、加拿大龙虾、新鲜的牡蛎和挪威海鳌虾等。经典的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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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薯条松脆可口，并伴以自制的炸鱼酱和可口松软的薄荷味豌豆泥。

Akbar‘s

地址：15 Eastgate

电话：01132456566

消费：主菜5.5-7磅

营业时间：只供应晚餐

这家餐馆很受欢迎，略带一些埃及风格：天花板起名为“沙漠之夜“，并且饰有石棺和猫神像，

店内装修风格前卫。传统的圆盘烤饼分量十足，并且不需要预约，但是周末的晚上可能需要等上

半小时才能有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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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约克郡购物

约克郡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伦敦及苏格兰之间，交通便利。约克郡作为英国最大最优美的市郡

，不仅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也是值得一去的购物胜地。相比伦敦等大城市，约克郡的物价会比

较便宜，比如很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约outlet。当然去约克郡不一定要买很多大牌，当地的特色品牌

也是不错的选择。

约克郡特产：红茶和姜汁饼，还有用玻璃瓶装着的花花绿绿的玫瑰糖。

   

1、购物在约克

约克有很多非常出名的购物大街和购物区，而且其中的商店也是各具特点。很多商店都集中在中

世纪大街（Medieval）和乔治亚大街（Georgian）。不过，你同样可以在城市外找到很多现代的综

合购物中心。在约克城内外的商业中心之间还有专门的巴士线路为前来购物的游客提供交通上的

便利。

首先，约克市中心就是一个“城市购物中心”。约克市中心著名的York

Snickleways就有很多购物场所。其中一些著名的商店包括有：Marks & Spencer、 BHS、

WHSmith、 Browns Of York,、Virgin Megastore等。

Coppergate是约克市中心一个现代的综合购物场所。Micklegate则是一处购物书籍、绘画、家具和

唱片的好去处。很有声望的纽盖特市场（Newgate Market）在约克市心脏地区，在York Minster和P

arliament街之间，是个一周7天都营业的市场。坐落在约克市中心以北的克里夫顿�摩尔（Clifton

Moor）也是一个必去之地。这里有华纳兄弟电影院以及多个世界知名品牌的专卖店。而Monks

Cross是目前约克市最新的购物中心。

穿过约克大教堂前的小巷子，石头街（Stonegate）保留了许多中古时代的房屋，这里是购物的好

去处，每一家商店都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贩售的商品也以地方纪念品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商店是

Mulberry Hall，不仅是保存最完整的中古建筑，同时也是高级瓷器和水晶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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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谢姆伯街（Shambles）是一条保存完好无损的中世纪街道，一条石砌小路，曲折细长。原来路边

的一些房屋是肉铺，现在是出售美术品和礼品的商店，在这里可以买到约克大教堂的飘雪玻璃球

。Shambles街附近有一个露天市场，出售各种水果和食物。

另外，国家铁路博物馆和约克城堡博物馆附近的商店也是不错的购物场所。

约克设计师购物村York Designer Outlet

York Outlet中的品牌非常齐全，超过120家名牌在这里有折扣店。名牌折价店的价格最多可比零售

价低60%。想买著名大牌又不想花太多钱，一定要来约克设计师购物村。位于约克城市外围，交

通方便。

交通：约克火车站出来，乘坐7号车就可以前往outlet（2.3镑，day travel）,约25分钟车程。

   

2、购物在利兹

在购物方面，利兹仅次于伦敦，但与伦敦相比，利兹物价低廉。利兹是闻名遐迩的购物天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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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两英里长的步行街上排满了1000多家店铺，拥有哈维�尼科尔斯（Harvey Nichols）时装公司

和许多顶级品牌时装店。不过这里并非千篇一律的昂贵。漫步市中心，可见典雅的维多利亚式和

爱德华式拱廊商场，小巧玲珑的精品屋和特色商店与现代化商厦和高档商业街平分秋色。英国著

名服装设计师薇薇妮�威斯特伍德在利兹也有分店。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最著名的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就诞生在利兹，那时迈克�马克

斯在1884年开了第一家“一便士店”。零售纽扣、袜子和桌布等家庭用品，并喊出了著名的口号

：“这里不用问价钱，都是一便士”

后来这个“便士杂货店”发展成为了马莎百货（M&S）。还有名为“Leeds Kirkgate Market”的大

市场，建于1904年，此前这里曾举办一个建筑设计大赛，而现在这里聚集了700个商铺，成为欧洲

最大的室内市场。

Leeds Kirkgate Market

地址：Leeds Kirkgate Market 34 George Street Leeds LS2 7HY

电话：44 0113 214 5162

传真：44 0113 214 5177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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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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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约克郡旅游关键词

1、关键名词

白玫瑰之城：

约克被称为“白玫瑰之城”。走在约克街头，“白玫瑰”标志随处可见。然而，洁白美丽的花朵

所背负的却是一段血雨腥风的故事。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之后，为争夺英格兰王位，以红

玫瑰为标志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展开了持续30年之久的内战。莎士比亚

在剧作《亨利六世》中，以伦敦坦普花园的两朵玫瑰被拔标志战争的开始。两大贵族势力在这场

被称为“玫瑰战争”的恶战中两败俱伤，都铎王朝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得到发展和强大。

落入凡尘的精灵—约克夏：

它有一张小巧精致的可爱脸孔，一身绸缎般的背毛，温顺婉约的气质，洋溢着贵族般的气息，水

汪汪的明亮大眼，仿佛总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诉说⋯⋯约克夏是19世纪，由英国约克郡的矿工培育

出来的。它们身上如丝般的黄金发亮毛发，被人称之为“会移动的宝石”。

2、电影

《铁路边的孩子》（The Railway Children），1969年，这部经典的电影是在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拍

摄。Perks先生曾是Oakworth站的站长，这里精心保留了原来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风格。

3、书籍

《呼啸山庄》这本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是勃朗特家族众多小说中最著名的——这是与爱情和复

仇有关的史诗般的故事，对阴郁多变的景物描写在书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物。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这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

，受尽磨难。但她有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平等幸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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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格雷》安妮�勃朗特的半自传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

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尝尽人间辛酸。

《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作者布拉姆�斯托克，故事诞生在惠特比的一家B & B旅馆里。大多数好莱

坞的Dracula电影版本都把故事的地点定在了深邃黑暗的Transylvania，其中，原著中的很多场景就

是在惠特比，很多景点现在还在。

《万物有灵且美》，作者：（英）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畅销全球30年的自然写作经典，

取材于约克郡峡谷与阳光、草原和动物，作者笔下的动物们都充满了灵气和个性：身手矫健到让

人怀疑它有美洲豹血统的的老猫，爱撒娇装可怜的小狗山姆；还有鲜明生动的人物：温暖迷人，

脾气暴躁又健忘的西格，热情幽默但爱捉弄人的屈生，絮叨而心善的佟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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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旅人提示

1、约克游客信息中心 Visitor Centre

地址：1 Museum Street，YO1 7DT

电话：01904550099

网址：www.visityork.org

开放时间：4-9月周一至周六09:00-18:00 周日10:00-17:00，10-3月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周日10:00-16:00 

2、约克市实用信息

邮局（22 Lendal；周一和周二08:30-17:30，周三至周六09:00-17:30）

美国运通（6 Stonegate；01904676501；周一至周五09:00-17:30

周六09:00-17:00）提供外汇兑换服务。

3、在约克市中使用的“Gate”这个词，并非指“门”，而是“街道”的意思。它来源于荷兰语的

“gata”。而几个城墙入口处都写的“XXXBar”中的“Bar”反倒是指“门”的意思。

4、不建议去任何换汇点尤其是机场的换汇点换英镑，那些闪亮亮的“Exchange”，背后都写着“

吃人”两个字，千万别被窗口边牌子上写的汇率所蒙蔽，他们的手续费有的甚至高达10%以上，

那些声称不要手续费的汇率更是低的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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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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