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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业之都：伯明翰

伯明翰位于英格兰中部，接近英格兰地理位置的中心，距伦敦仅160千米，是英国第二大城市，因

此常被形象地称为“英格兰的大心脏”。伯明翰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火车站附近是英国工业展

览会所在地，老城车站是伯明翰市中心。这座城市有着迤逦的风光、优美的建筑和深厚的文化艺

术积淀，处处散发着迷人魅力。 

伯明翰最有名的建筑：新斗牛广场(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在二战期间，伯明翰受到猛烈的轰炸，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已毁坏殆尽，目前都是20世纪50和60

年代重新建设的，但现在这座城市却焕发出勃勃生机。这里正在化腐朽为神奇，独树一帜的文化

及建筑瑰宝点缀于市中心，城市规划者们更是紧随时代步伐，独具匠心地更新着伯明翰的形象。

大规模的改造工程让那些工业废址和穿越而过的运河重现活力。现在，这里到处都是迷人的店铺

、人生鼎沸的酒馆及活力四射的夜总会。另外体育是伯明翰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伯

明翰被正式命名为“欧洲体育之城”。

最佳旅游时间：

伯明翰属于温带海洋气候，一年四季没有太冷也没有太热，比较温和，下雨比较多。但一年里最

适合的旅游时间还是每年5月到6月间。因为在这段时间英国境内万紫千红的各种花朵会一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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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宜人，平均温度在16－20℃之间，是整年最舒服的季节，十分适合旅行。

伯明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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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发前的行前准备

   

1、初识伯明翰

伯明翰位于英格兰中部，伦敦至利物浦的铁路干线上，接近英格兰地理位置的中心，而且又是英

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东南距伦敦160公里，面积209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它邻近有煤铁富集

区，位置优越，是英国唯一不在海滨或大河沿岸发展起来的大城市。附近人烟稠密，城镇众多，

且又连成一片，形成大伯明翰。1974年这片城市聚集区被划为西米德兰兹都市郡。它以伯明翰为

核心，东起考文垂，西至伍尔沃汉普顿，还包括达德利、沃尔索尔和索利哈尔等城市和郊区，面

积899平方公里，人口263万，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区之一。 

 

   

2、关于英国签证的办理

1、签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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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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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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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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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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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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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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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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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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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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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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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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哪申请赴英国签证

英国签证申请中心在各个城市的具体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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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地址 邮编 电邮 联系人 办公时间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

  

100027

  

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业务经

  

7:30 至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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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大街48

号东方银座23层G-L

室

理/

中心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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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武汉市徐东路凯旋

门广场 A 座

 1502 号

430063 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理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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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

区团结路7-1号楼(

华府天地1号楼)23层

110013

 

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理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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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室

  

济南

  

济南市泉城路

  

250011

  

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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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号齐鲁国际大厦

 B10-15 室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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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

青年路77号J.W

万豪酒店国贸中心3

400010 infockg.ukcn@vfshelpline.com 业务经

理/

中心主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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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3U-7 管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

  

610017

  

infockg.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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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顺城大街308

号冠城广场16楼C2

理

            

                                               18 / 81



�������

伯明翰：千业之都

上海 上海市卢湾区徐家

汇路 555 

弄广东发展银行大

200023 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业务经

理/

中心主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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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1 楼 管

  

杭州

  

中国杭州市下城区

  

310003

  

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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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起路 334 

号同方财富大厦

 503 室，310003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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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中国南京市中山东

路18

号南京国际贸易中

210005 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理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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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1层C4，210005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

  

510620

  

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业务经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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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 189 

号城建广场 219 

室

理/

中心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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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

福华一路138

号国际商会大厦

518048 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理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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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座二楼

 06-07 室，

51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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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福州市鼓楼区鼓屏

路192 号山海大厦

 8 层

350003 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中心经

理

8: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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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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货币和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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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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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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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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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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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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地通讯

邮局：

英国各地的邮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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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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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中心(地址：1 Pinfold St,Victoria

Sq，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周六延长工作时间到18:00)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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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市的中心地区设有此种电话，最近在地铁站内也开始出现。此机可使作VISA

、JCB等信用卡。

手机卡：这里的手机公司很多，比如O2，T-MOBILE，ORANGE，VODAFONE等等,。O2的手机

就是一个月交一定数量的钱，类似于国内的包月，然后他们会赠一个手机，一个月一般会收15到3

5镑不等。每个月赠送一定数量的免费电话和短信，在此期间接听电话都是免费的。VODAFONE

公司的手机卡则大多是预付款形式的，形式如国内的神州行业务。

   

5、伯明翰旅游实用信息

书店：

Bond Brooks（电话：0121 427 9443，网址：www.bondbooks.co.uk，地址：97A High

St,Harborne)这是一家著名的独立书店，从市中心坐公共汽车10分钟即可到达。

Waterstone's High St（电话：0121 633 4353,地址：24 High St）

Waterstone's New St(电话：0121 631 4333,地址：128 New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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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

中央图书馆（电话：0121 303 4511，地址：Chamberlain

Sq，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20:00)经过预约可以可以免费上网。

Unis Internet Lounge(电话：0121 632 6172,地址：Loft Level,Pavilions Shopping Centre，每小时2英镑）

洗衣店：

伯明翰洗衣店和干洗店（电话：0121 771 3659,地址：236 Warwick Rd，Sparkhill)

行李寄存：

New大街车站（地址：New Street Station，电话：0121 632 6884)这里的寄存柜为每天6英镑。

医药服务：

伯明翰儿童医院（电话：0121 333 9999,地址：Steelhouse Lane)

Heartlands Hospital (电话：0121 424 2000，Bordesley

Green)乘坐15路、17路、97路或者97A路公共汽车可以到达。

   

6、节日和重大活动

伯明翰每年举办许多有趣的文化节，以下为其中的几个亮点：

克鲁弗兹（Crufts Dog Show)

世界上最大的犬科动物会展，每年有两万多只犬科动物参与展览，每年3月举办。

网址：www.crufts.org.uk

同性恋大游行（Gay Pride)

这是英国本土最盛大，节目和活动最丰富多彩的同性恋节日之一，5月举办。

网址：www.birminghamgaypride.co.uk

拉丁美洲节(Latin American Festival)

这一年一度的节日庆祝伯明翰地区的拉美社团和文化，每年6月或7月举办。

网址：www.abslati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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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节

伯明翰艺术节

英国规模最大的自由艺术节，其特点是在全城各个场所举办艺术，舞蹈和音乐表演。每年9月举办

。

网址：www.artsfest.org.uk

年度马展

这是英国最棒的马术表演活动之一，每年10月举办。

网址：www.hoys.co.uk

                                               33 / 81

http://www.artsfest.org.uk
http://www.hoys.co.uk


�������

伯明翰：千业之都
  

三、伯明翰不可错过的N件事

   

1、在伯明翰寻找工业革命的影子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业工具

的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瓦特和他的发明蒸汽机，以及他

所在的城市伯明翰正是推动人类工业历史进程的革命发源地。做为这次革命的中心伯明翰必然在

人类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伯明翰市立图书馆的门口耸立着着一个雕像，这个雕像的主人正是这次变革最伟大的促进者瓦

特，正因为他发明的蒸汽机使得这段历史至少提速了百年。瓦特的晚年也是在伯明翰的希斯菲德

度过的。当游人步行于伯明翰市区时，偶尔可见一些能追溯到18、19世纪废弃的旧厂房，这些厂

房似乎在告诉人们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现如今一些厂房已经改建成景点供人们参观，甚至还有

一些工厂改造成了购物中心，人们可以在里面购物，娱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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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画像

   

2、在吉百利工厂畅游神奇巧克力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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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的观光车(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伯明翰的吉百利巧克力乐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主题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通过其独特的视角，

带领游人探索让人垂延欲滴的可可粉为原料生产的巧克力的来源、制造和销售情况。甚至可以亲

眼看到可可豆是怎样生长出来，又可以参与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中。同时还可坐上可可豆游览车

，或者沿着布满巧克力斑点的可可路漫步。这一切的一切仿佛进入了电影中《查理的巧克力工厂

》探秘的孩子们，让我们来一起享受畅游神奇巧克力乐园的体验吧⋯⋯

   

3、午夜时分步行在伯明翰的大街小巷

每当入夜时，伯明翰就成为了英国最喧闹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在伯明翰有一条为大家所推崇的游

览线路，这条线路不过2英里长，确可以完全感受伯明翰夜晚的魅力。只需要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领略伯明翰一些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夜间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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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恕末将甲胄在身 提供)

首先需要来到华丽的Old Joint Stock酒馆，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从附近办公楼旁延伸出的一组浮雕。

随后沿着古老的大教堂，漫步穿过维多利亚广场和张伯伦广场，前往酒吧林立的Summer Row，在

时髦的Mechu喝上一杯鸡尾酒，之后在世纪广场漫步，与那些戏迷和音乐粉丝擦肩而过。再往前

走一点便来到漂亮的Brindleyplace，那里有几家独具特色的小餐厅，在圣像美术馆旁的西班牙风格

咖啡馆品尝一些西班牙小吃和香醇的雪利酒，那里空气清新，充满艺术气息。吃饱喝足后前往Bro

ad St 街，路上躲开那些充满尖叫声的女性聚会和雄性勃勃的单身汉晚会，去城里最后一片绿洲Ta

p&Spile酒馆。这个鲜为人知的酒馆里，可以品尝到散装扎啤。之后可以从楼下靠近运河的出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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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沿着河边向南漫步，可以在光彩夺目的Mailbox开发区那些时髦的酒吧里感受一下伯明翰充满

活力的青春气息。在这之后可以去气氛轻松愉快的绿屋子（Greem

Room)小品一杯，或许可以在传说中的Mr Egg效用一顿大餐，结束这个愉快的夜晚。

   

4、在伯明翰感受别样的威尼斯风情

在伯明翰，河道比威尼斯的河道还要多。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静谧的小河，倘若与心爱的人坐

在河道旁看晨曦洒满、看日落余辉。听着河道两旁传来的歌声，感受着时间流淌，还有什么能比

这更惬意⋯ 

(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游客可以乘着小船随运河顺流而下欣赏如书画般的景致，一路途径不少餐厅及酒吧，为表示对游

客的热情，闲坐的客人们通常会举杯或以微笑作招呼，而船上的游客亦乐于挥手致意。这里的船

不同于威尼斯的刚朵拉，而是一艘艘靠蒸汽发动的小船，似乎是人们记住伯明翰曾经辉煌的历史

。

   

                                               38 / 8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61&do=album&picid=51431&goto=down#pic_block


�������

伯明翰：千业之都
5、克鲁弗兹节上与英女王来一次不经意的邂逅

87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英国人心目中是完美的化身，到英国旅游如果能一睹女王风采，那才

是不虚此行。在伯明翰就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满足大家愿望。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每年的三月在伯明翰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克鲁弗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犬科动物会展，超过两万

多只犬科动物参与展览。每当这个时候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及周边观众川流不息，种类繁多的狗

盛装出场，为平时沉默内敛的英国人带来热门话题，展馆内外似乎都沉浸在由“人类最好的伙伴

”带来的一派温馨之中。

节日现场一般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展览区、比赛区和发现意中犬区。展览区里不少展台前还有

现场表演，由驯养者带着经过训练的流浪犬演示各种技能—双腿站立、钻腿跑，为收养流浪犬的

慈善机构募捐。发现意中犬区域包括西藏拉萨犬、长须牧羊犬、贵宾犬在内的190种纯种犬豢养者

带着爱犬现身说法，回答参观者问题，为爱犬者和有意豢养自己犬种者传授经验。这里也是观众

与各种犬类零距离接触的最佳地点。赛区附近则是另一番情景，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名犬

，它们在主人的带领下时而窝在窝中小憩；时而接受主人的梳妆；时而在联系区做做赛前活动，

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比赛再做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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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本身也是个爱狗人士，加上其天生开朗的的性格，这种热闹的场面当然少不了她了

。所以当你被一只只可爱的小狗以及各种精彩的比赛和活动所吸引的时候，突然发现身边站的是

伊丽莎白女王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6、在莎士比亚带领下欣赏美丽的英国小镇

在伯明翰的旁边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叫斯特拉特福德，这是个典型的英国古镇。小镇方圆不足

两公里，可称之为迷你小镇。小镇虽小，却有一条清清的雅芬河流过。雅芬河上有游船，坐游船

可以游览小镇风情。但是人们来到这里绝不是仅仅为了感受英国古镇的风情，而是来寻访莎士比

亚的故乡。 

莎士比亚出生地(图片由网友 @恕末将甲胄在身 提供)

莎士比亚的故居看上去很普通、很陈旧，安静地排列在斯特拉福德镇的街边。这也许是出于最大

限度保持原貌遗存的考虑。现在斯特拉福德镇几乎把全部营生都靠在了莎士比亚名下，好像小镇

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成长、离别、回归、逝世，然后等候世人来凭吊谒拜。

                                               40 / 8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49&do=album&picid=51361&goto=down#pic_block


�������

伯明翰：千业之都
莎士比亚体验是斯特拉特福德最新、最感人的景点。

借助创新的技术和特效，以独具特色和令人震撼的方式，体验莎士比亚的一生。

交通：莎士比亚之乡位于英格兰中部，即英格兰心脏地带，公路、铁路和飞机一应俱全，四通八

达，交通便利。离伦敦仅两小时车程，离伯明翰只需要半个小时。

   

7、在伯明翰欣赏顶级芭蕾舞表演

伯明翰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当然是芭蕾舞，晚上吃过晚饭在伯明翰大剧场欣赏被称为世界四大

芭蕾舞团之首的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带来的表演是件一定要体验的事情，在这里欣赏芭蕾舞

的感觉不亚于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霖听美妙的音乐，不同的是一个来自视觉体验另一个则来自听觉

。 

(图片由网友 @你个trouble 提供)

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经典作品包括《罗密欧与茱丽叶》、《美女与野兽》，每年都会有大量来自

世界各地芭蕾舞迷专程赶到这里观看演出，美轮美奂的皇家芭蕾舞表演绝对能震撼到每个人的心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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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明翰不可不去的景点

   

1、伯明翰博物馆和美术馆（Birmingham Museum & Ar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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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博物馆的钟塔(图片由网友 @恕末将甲胄在身 提供)

这里有大量珍贵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藏品，包括大量前拉费尔时期的油画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博物馆里还有当地历史和自然历史、考古学、世界文化的展览。还有一些专为儿童准备的互动

展览。其他亮点包括精美的瓷器展品和埃德加、雷诺阿和卡纳莱托等人的作品。

博物馆对面的小钟楼塔是为了纪念约瑟夫.张伯伦对伯明翰运河的开通所作出的贡献而建造。

电话：0121 303 2834

门票：免费（除了有特殊展览）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7:00，周日12:30-17:00

地址：Chamberlain Square，Birmingham ，B3 3DH

网址：www.bmag.org.uk

   

2、布林德利和百年广场(Brindleyplace & Centenary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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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德利是伯明翰运河边的一片景区的总称，其中包括运河游船以及国家海洋馆、音乐厅、国家

体育馆。每年在这里举办羽毛球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布林德林和百年广场(图片由网友 @光脚的怕穿鞋的 提供)

电话：0871 423 2110

门票：成人17.5英镑，学生17英镑，网上购买价成人12.5英镑，学生12英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6:00,周六日及公共假日10:00-17:00

地址：The Waters Edge,Brindleyplace,Birmingham,B1 2HL

   

3、维多利亚广场(Victoria Square)

这是整个伯明翰最大的广场，唯一一处文艺复兴风格的地产、周围被伯明翰政府建的公屋和市政

厅围绕，圣诞节期间整个广场和新街都会被圣诞期间的市场充满，异常热闹。

在这处现代而时尚的广场上，可以看到意大利风格的市政厅，镶金的炮塔，狮子，闪闪发光的门

头都展现了高超的工艺和政府高度的管理水平。一个喷泉瀑布上可以看到一个斜躺着的女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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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千业之都
，这座被称为“浴缸里的荡妇”的雕塑，竟然让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塑相形见绌。这里还有一座安

东尼�葛姆雷1994年的作品《铁�人》，也是非常著名的。在维多利亚广场上经常会有各种主题

的摄影作品，而夜色中的市政厅和维多利亚女王雕塑也给广场添上一笔浓重的颜色。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地址：Voctoria Square Birmingham

开放时间：全天

   

4、伯明翰千禧点（Millennium Point)

这里是伯明翰政府为庆祝千禧年而建造的新景点，位于城市东边。主要参观景点为Thank

Tank，伯明翰科学博物馆和巨幕影院（Imax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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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千业之都

伯明翰千禧点(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电话：0121 202 2222

门票：成人11.75英镑，学生7.95英镑，与Imax一起的通票为18.85英镑。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Curzon Street, Birmingham B4 7XG

   

5、宝石角（Jewllery Quarter)

200年来，伯明翰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主要的珠宝生产中心，而珠宝角则是这个城市生产制造珠宝

的主要地方。在游客中心可以拿本大的免费图册《珠宝角游览指南》，里面介绍了该行业的各种

信息和该地区作坊和展览处的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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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你个trouble 提供)

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拥有多达100多余家宝石店。这个地区主要的参观景点为珠宝角博

物馆，在博物馆里可以见到当年工厂关闭时复原的景象，能参观伯明翰悠久的珠宝贸易史和珠宝

制造展示。

电话：0121 554 3598

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只周六10：30-16：30

地址：75-79 Vyse Street,Hockley,Birmingham,B18 6HA

珠宝角博物馆

地址：75 - 79 Vyse Street Hockley Birmingham B18 6HA

交通：乘101路公共汽车到Quarter站，然后沿Vyse街步行可到达。

电话：44 0121 554 3598

开放时间：夏季复活节至10月周二—周日11:30—16:00；周一关闭；冬季11月至复活节周二—周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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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6:00；周一及周日关闭

门票：免费

   

6、斗牛购物中心和中国角（Bullring&Chinese Quarter)

这里除了购物和吃饭，附近还有比较著名的圣马丁大教堂和老房子Back to

Backs。这些景点属于国民基金旗下的景点。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电话：0121 666 7671（预定电话）

门票：5.45英镑

开放时间：每年2月2日到12月23日，每周二到周日10:00-17:00

地址：55-63 Hurst Street/50-54 Lnge Street,Birmingham,West Midlands B5 4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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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伯明翰英国国教大教堂（Birmingham Cathedral)

(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这是一座国教教堂，是英国大教堂中规模最小的几个之一。该教堂坐落在市中心。

电话：0121 262 184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8:30，周六日8:30-17:00

地址：Colmore Row，Birmingham B3 2QB

   

8、吉百利巧克力世界

伯明翰的巧克力景点吉百利巧克力世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制造商吉百利的工厂，在此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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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到巧克力的制作工艺和上百年的历史，游人有机会品尝到各种时期的巧克力口味，通过

看年久的巧克力机器和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与巧克力来一次完美的邂逅。 

(图片由网友 @光脚的怕穿鞋的 提供)

电话：0844 880 7667

门票：成人13.9英镑，学生10.5英镑

地址：Linden Rd,Bournville,Birmingham,B302LD

网址：http://www.cadburyworld.co.uk

如何到达：火车乘坐London Midland Bournville站下，走大约1千米就可以到达入口。

   

9、圣菲利普大教堂（St. Philips Cathedral）

古老的教堂建成于1709—1715年，建筑师Thomas Archer曾游学意大利罗马，意大利建筑大师Bernin

i的作品给了他很大影响,这座教堂当时被认为是英国最具创意的巴洛克建筑。教堂内最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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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Sir Edward Burne Jones根据圣经典故设计绘制四块巨大的彩色琉璃窗：诞生—受难－升天－审判

。绘画风格呼应Michalangelo，对天使、基督、圣母、教徒的细节描绘更是细致入微。 

(图片由网友 @你个trouble 提供)

电话：0121 262 1840

传真：0121 262 1860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8:30；周六、周日8:30—17:00

地址：Colmore Row Birmingham B3 2QB

   

10、芭伯艺术馆（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

                                               51 / 8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53&do=album&picid=51469&goto=down#pic_block


�������

伯明翰：千业之都
该艺术馆隶属伯明翰大学，一楼是个很精致的音乐厅，二楼是陈放藏品的美术馆。在音乐厅每四

五天可能就有一个免费的音乐会，被称为Lunchtime Concert，演奏者多是青年音乐家。美术馆有

许多杰出的早期绘画大师和现代美术作品，艺术作品年代的是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特别突出

的是古典大师和印象派的作品。该画廊被 2004 年的《英国导游手册》评为 “年度最佳艺术画廊”

，收集了包括古典大师伯奇立尼（Botticelli）、霍斌（Holbein）、鲁本斯（Rubens）、万代科（V

an Dyck）、伦勃朗（Rembrandt）、普欣（Poussin）、根斯博若（Gainsborough）、特那（Turne

）、达若克思（Delacroix）、英格西（Ingres）、魏思乐（Whistler）、马奈（Manet）、德加（De

gas）、莫奈（Monet）、凡高（Van

Gogh）、罗丁（Rodin）、高根（Gauguin）、毕加索（Picasso）、马提斯（Matisse）和

马格瑞特（Magritte）的众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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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电话：44 0121 414 7333

传真：44 0121 414 3370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7:00；周日12:00—17:00

地址：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dgbaston Birmingham B15 2TS

   

11、思想库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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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的科学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很多领域的科学知识，从火车到飞机、从肠的蠕动到味

蕾的，寓教于乐是这里的最大特色。这里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艺术馆—儿童世界（Kids City）可

供一家人共同了解科学并享受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经过最近的改建，这里变的更大、设备更先进

。而医务馆（Medicine Matters Gallery）也通过多种形式向人们介绍这方面的常识。

电话：44 0121 2022222

传真：44 0121 2022270

门票：2英镑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Millennium Point Curzon Street Birmingham West Midlands B4 7XG

交通：乘公共汽车26、27线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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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旅游景点

   

1、峰区国家公园（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

峰区国家公园是英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优美的村庄、原始的沼泽、宏伟的豪宅、幽深的

石洞，同时还是奔宁山脉的最南端。没人知道此地为何被称为峰区，因为这里有丘陵、沼泽和山

谷地形，唯独没有高峰。民间流传这一地区得名于早期在此居住的一支部落的名字。

峰区国家公园美景(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峰区国家公园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亦是欧洲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在世界范围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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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仅次于富士山），但不要被这里的高人气吓到了。虽然夏季周末这里人最多，游人可以避开这

个旺季。只要发挥想象力，也可以找到属于那片宁静而轻松的仙境。

   

2、斯特拉福德

风景如画的斯特拉特福德镇是威廉�莎士比亚的故乡。古老的斯特拉福德小镇坐落在英国中部沃

里郡的艾汶河畔，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就诞生在此。来到斯特拉福德，就

一定要来看看莎翁出生的地方—亨利街上的莎翁故居。 

(图片由网友 @恕末将甲胄在身 提供)

在进入这幢两层木石结构的旧式乡下农屋之前，要先挽紧对方的手，一齐步入，脚步踏在楼梯的

木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就像是一种历史的回音：这位令人崇敬的文豪创造了如此多的爱情

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历史的洗涤流传至今，受后人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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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体验是斯特拉特福德最新、最感人的景点。 借助创新的技术和特效，以独具特色和令个

震撼的方式，体验莎士比亚的一生。在天国的莎士比亚带领下，以奇幻和令人心动的方式，欣赏

莎士比亚的九部剧作品。

旅人提示：斯特拉福德距离伯明翰41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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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伯明翰的美食

英国是一个美食汇聚的国家，这里有世界上各种菜系，游人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印度菜，西班牙

和意大利还有法国菜，英国最出名的本土食物是薯条和炸鱼，本地英国餐馆都会提供，也可以试

试扒类的主食；餐厅消费一般在15-30英镑/人。

精美的甜点(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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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般比较注重餐饮礼节，如果是晚餐，一般会精心梳洗打扮一番，女士着裙（袒胸露背型– 

呵呵，开玩笑的！但最好有点晚装味道），男士穿时髦衬衫（最好不穿体恤衫）长裤。决定于饭

馆档次，晚餐最好不要穿波鞋，有些地方甚至不接待穿牛仔裤者。

伯明翰最有名的特色菜肴是Balti—在全英各地的咖喱饭店都烹制这种巴基斯坦佳肴。享用这种美

食的中心地带是市中心以南2英里处Sparkbrookl区的伯明翰巴蒂三角地。游人可以从当地的游客中

心购买一份详实的手册（或登录网站www.thebaltiguide.com查询）。

Mr Egg

伯明翰的一家廉价餐厅，要是你凌晨3点时觉得有些饿，可以来这里随便找点什么尝尝。向外看，

可以看到衣冠楚楚的鸡蛋先生翘着臀部，拿着手杖的样子。

电话：0121 622 4344

价格：炸薯条1.5英镑

地址：22 Hurst St

Al Frash

这里可以品尝到伯明翰著名的、具有克什米尔风味的Balti菜肴。别想着点那些华而不实的食物，

这儿没有。这里有那些大众口味、物超所值的菜品，还有热情周到的服务。如果乘坐公共汽车，

可以让司机在LadyPool Rd停一下。

电话：0121 753 3120

价格：主菜5.2至7.9英镑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17:00-1:00

地址：186 Lady poolrd，Sparkbrook

网址：www.alfrash.com

Oriental

这是一家明显具有亚洲风格的餐厅，或许是MailBox最时尚的餐厅。在这里可以享用到马来西亚，

泰国和中国的菜肴。餐厅银色的椅子非常奇特，装饰着丝绸的布料，有忧郁的红色，棕色和黑色

，还有奇形怪状的枝形吊灯和金色的壁纸。

电话：0121 633 9988

价格：主菜6.2-19英镑

营业时间：正午-23:00

地址：4 The MailBox

Cafe Soya

这里有丰富的菜肴，各种中国菜和越南菜，可以尝尝用大腕盛的汤面，或是香味扑鼻的辣米饭。

这里的素食菜肴也有很多选择，用大豆为原料制作的甜点和豆奶奶昔也不错。

电话：0121-622 3888

价格：6.5-8.9英镑

营业时间：正午-23:00

                                               59 / 81

http://www.thebaltiguide.com
http://www.alfrash.com


�������

伯明翰：千业之都
地址：Upper Dean St

Purnells

这家店的店主人是一个著名的厨师，名字叫Glynn Purnell。餐厅整体上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

风格，装潢非常现代，供应细腻，大量创新的菜肴。

电话：0121 212 9799

价格：午餐/晚餐 19/39英镑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五正午-16:30和17: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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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伯明翰的住宿

伯明翰中心地区的大部分旅馆主要迎合商务游客的需要，通常几个比较高，但是有时也会在周末

讲价。可以上网查询或询问游客中心的专业人员，游客中心也办理预订服务。中心地段很少有B&

B旅馆，但在离中心地带3英里远的地方有很多。

经济

Birmingham Central Backpackers

这个背包客旅馆共有两幢楼房，气氛欢快友善。店里的员工做出许多努力，使前来住宿的客人受

到热情的招待，舒适的休息室有一个大屏幕电视，大量DVD光盘（在播放电影的晚上还免费提供

爆米花），还有一个种满植物的小花园和一个吧台。旅馆里有明亮的4人到8人宿舍，包括一个太

空房间，里面摆放着一个密封的卧床，仿照日本的太空旅馆而建。

电话：0121 643 0033

价格：16英镑/宿

地址：58 Coventry St

网址：www.birminghamcentralbackpackers.com

Formule 1

这家旅店用了其他连锁旅店同样的理念在经营：廉价、平庸、现代、干净。房间可以住三人，距

离市中心步行约1.5公里。

电话：0121 773 9583

价格：25英镑/人

地址：3 Bordesley Park Rd，Small Heath Highway

网址：www.hotelformule1.com

Nitenite

旅馆房间据说是根据快艇上的船舱设计的，大小恰如其分。不过这些房间真的很舒适，还布置了

大小合适的双人床、皮质的床头板、樱桃木家具和巨大的等离子电视，播放着事实生动的伯明翰

网络摄像画面，不用窗花也能欣赏美景。停车费用为每24小时14英镑。店里有残疾认识的轮椅通

道。

电话：0121 236 9000

价格：45英镑

地址：18 Holiday St

网址：www. nitenite.com

中档

好一点的中档旅店通常位于城外，市中心的中档连锁旅店虽然地理位置方便，却缺乏特色。

Ibi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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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旅店有一尘不染，千篇一律的房间，和其位于莫桑比克的连锁旅店一模一样。旅馆位于唐人

街上的阿卡迪亚中心内，晚上出行很方便。每晚停车费为12英镑。店里有残疾人的轮椅通道。

电话：0121 622 6010

价格：双65英镑

地址：Arcadian Centre，Ladywell Walk

Westbourne Lodge

旅店位于伯明翰西南部Edgbaston的主路旁，远离市中心的喧闹，不过仍然很便利。旅店的房间有

些华而不实，但是足够宽敞，旅馆里还有一个美丽的平台，夏天可以纳凉避暑。

电话：0121 429 1003

价格：单/双 49/69英镑

地址：Fountain Rd

网址：www.westbournelodge.co.uk

高级

Burlington Hotel

这家酒店是伯明翰酒店业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酒店里的装饰丰富多彩，有木头横梁、大理石门厅

、传统的只装和昂贵的玻璃灯罩。房间有经典的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客房，还有色彩柔和和现代

的客房。餐厅不错，提供精心烹饪的欧陆佳肴。

电话：0844 879 9019

价格：周日至周四178/195英镑，周五和周六83/107英镑

地址：Burlington Arcade，126 New St.

网址：www.burlingtonhotel.com

Malmaison

这家位于MailBox购物中心的小旅馆颇有自己的特色，摆放着黑木家具的小休息室里播放着流行音

乐，客房粉刷成干净的白色和绿色，还有从天花板垂直到地板的大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

街景。旅馆里有一个相当精致的小食品店，专门供应法国口味的经典食品，也有一些自制的当地

食物，上等的葡萄酒和香槟小吧。店里有残疾人士的轮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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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光脚的怕穿鞋的 提供)

电话：0121 246 5000

价格：双160英镑起

地址：1 Wharfside St

网址：www.malmaisonbirmingh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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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伯明翰的娱乐活动

在伯明翰大多数活动的门票都可以通过国家网站TicketWeb（电话：08700 600

100，网址：www.ticketweb.co.uk

）购买到网上订票要比电话订票便宜。如果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活动和演出，可以参阅节目单来获

取相关信息。

夜总会

伯明翰的夜生活节奏很快、丰富多彩。在下列任何一家夜总会，都会感受到伯明翰入夜后内容多

样的夜生活的真味。

Factory Club

在此工作的人都非常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用音乐将这里打造成镇上最酷的夜总会，到了晚上

，从亚洲音乐，打击乐到电子流行乐，应有尽有。

Air

这是个极为时髦的超级夜总会是举办著名的Godskitchen之夜的所在地。届时，英国那些顶级DJ们

会用各自高超的技艺将人们带入音乐的疯狂中。

电话：0845 009 8888

营业时间：晚上10点开始营业

网址：www.airbirmingham.com

Nightingale Club

这里是伯明翰最负盛名的同性恋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共有三层。一层为流行音乐，楼上则震撼着

高科技舞曲。令人惊奇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里仍是伯明翰地区首屈一指的同性恋者俱乐部

，同时也是培养打牌DJ们的摇篮，还有定期的现场演出。

电话：0121 622 1718

营业时间：网上9点开始营业

地址：Kent st

网址：www.nightingaleclub.co.uk

现场音乐

Jam House

传奇钢琴家Jools Holland是这里的指挥。Jam House是一流的现场音乐酒吧，以现场摇摆舞音乐、

爵士乐、布鲁斯音乐和摇滚乐为主，偶尔还混杂着雷格乐曲和斯卡音乐。饮品价格不菲，但音乐

还是很值得一听的。如果想挥霍一把，这里顶层的全球美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电话：0121 200 3030

营业时间：周一和周二 正午-午夜，周三至周五正午-第二天凌晨2点，周六18:00-第二天2:00

网址：www.thejamhouse.com

Birmingham Academy

                                               64 / 81

http://www.ticketweb.co.uk
http://www.airbirmingham.com
http://www.nightingaleclub.co.uk
http://www.thejamhouse.com


�������

伯明翰：千业之都
伯明翰最优秀的摇滚和流行音乐表演场所，吸引着大牌明星如Macy Gray和The

Strockes乐队前来表演，还有当地乐队的定期演出。

电话：0121 633 8311

地址：78 Digbeth High St

网址：www.birmingham-academy.co.uk 

现场音乐表演(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Symphony Hall

这里主要是古典音乐表演，包括伯明翰市交响乐队的演奏。交响音乐厅很现代，其超级音响效果

尤其闻名。这里的特色节目还有世界音乐和爵士乐表演。最新修建的Town

Hall也是一个举办音乐会的地点。

电话：0121 780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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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8英镑

地址：Broad St

网址：www.symphonyhall.co.uk

剧院和电影院

Birmingham Repertory Theatre

这里有两处演出地点—Main

House和更具实验性的Door，这家剧院上演一流剧目和音乐剧，相当重视当代作品。

电话：0121 236 4455

地址：Centenary Sq，Broad St

网址：www.birmingham-rep.co.uk

IMAX

这里是伯明翰首家IMAX电影院，有五层楼高的屏幕，这家电影院与Thinktank科技馆在同一幢建

筑里。

电话：0121 202 2222

票价：成人/儿童 8.25/6.25英镑

地址：Curzon St

网址：www.imax.ac

Electric电影院

这家电影院的几台放映机已经在此前仆后继地播放了100多年了，这里可以说是英国最老的电影院

。剧院里有一些有趣的座位，像是排成一行的两人沙发，观众还可以在观看电影的同时编辑短信

订餐，在自己的座位上享用美食和饮品。

电话：0121 643 7879

票价：6/4英镑

地址：47-49 Station St

网址：www.theelectri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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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购在伯明翰

伯明翰市中心购物区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市中心新旧两个商业购物区是混合在一起的。购买古董

是一件很私人的经历，而古董买卖在伯明翰有着很好的土壤。如果对收藏古董很有兴趣，伯明翰

算是个不错的地方。在伯明翰东南部有一个伯明翰市最主要的古董商业中心。 

伯明翰的圣诞市场(图片由网友 @恕末将甲胄在身 提供)

伯明翰的市场有很多，在市场上购物不仅可以讲价钱，而且选择更多。在这里进行购物的气氛非

常不错。这里有农贸市场、古董市场和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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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 Ring

在伯明翰众多市场中，Bull Ring市场是英格兰最好的，这个市场分露天市场和室内市场两个。Bull

Ring露天市场还是2008年度英国市场协会评选出的最佳市场。Bull

Ring室内市场出名之处在于这里会出售新鲜的肉类食品和水果。

据说这家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购物中心里面所有商店、精品店以及餐厅加起来的面积有26个足球

场那么大。如果只是为了看看Selfridges百货商店的圆弧形银色建筑，也是很值得一去的。

Bull Ring露天市场的营业时间为每周二到周六早9:00至下午5:00；Bull Ring室内市场营业时间为每周

一至周六早9:00至下午5:30。每年有超过600万购物者会来到这个市场采购。一周六天，超过140家

商贩都会在这里。

电话：0121 632 1500

Custard Factory

这里是伯明翰最奇特的购物中心之一，那里原创的独立店铺琳琅满目。购物中心之所以起名“Cu

stard Factory”，是因为它所处的建筑是一个世纪前由蛋糕酱(Custard）大亨Alfred Bird爵士建造的

。这个奇妙而引人注目的商业开发区是一处令人难忘的购物场所，在此购置的某些产品是从未想

过会拥有的。艺术于媒体中心里也有很多时尚的小特产商店。

电话：0121 224 7777

地址：Gibb St，Digbeth

网址：www.custardfactory.com

Jewellery Quarter

这里是伯明翰独特的购物场所。英国各地经营的大部分珠宝皆来源于此，这里有一百多家商店销

售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金银珠宝首饰，手表等。珠宝角博物馆有著名零售点和工匠艺人的接受手

册。

网址：www.the-qua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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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场(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其他购物点

Fort Shopping Park

电话：+44 121 386 4442

传真：+44 121 386 4443

地址：20 Fort Parkway Birmingham, B24 9FP

网址：http://www.thefort.co.uk/

e-mail地址：manager@thefort.co.uk

City Plaza

这里有很多时尚的服装专卖店。在这里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购买到名牌产品，而且绝无假货。

电话：+44 121 633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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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Cannon Street Birmingham, B2 5EP

Pavilions

电话：+44 (0)121 631 4121

传真：+44 (0)121 643 3433

地址：38 High Street Birmingham, B4 7SL

网址：http://www.pavilionsshopping.com/

e-mail地址：info@pavilionsshopping.com

House of Fraser

电话：+44 870 160 7225

传真：+44 121 236 4813

地址：Corporation Street Birmingham, B2 5JS

网址：http://www.houseoffraser.co.uk/

e-mail地址：birmingham@hof.co.uk

Marks & Spencer

电话：+44 121 643 4511

传真：+44 121 625 2516

地址：42 High Street Birmingham, B4 7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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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伯明翰的交通

   

1、如何到达

从国内如何来到伯明翰

方法一：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乘坐航班直飞英国伦敦,到达伦敦后乘坐大巴National

Express去伯明翰站，中间不用转车。

方法二：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乘坐法航、德航、荷航、芬航、迪拜航空，分别在巴黎

戴高乐机场、法兰克福/慕尼黑、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迪拜机场转机换乘前往伯明翰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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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和其他城市飞机通行图

从国内的北京，上海和广州有飞往英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航班，如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爱丁

堡等。一般从香港起飞要比内地城市便宜2-3千大洋，还可以免签停留香港前后7天。机票可以联

系旅行社，也可以自己在网上看看，有时候自己直接在航空公司网上订的机票还便宜过旅行社，

还可以网上提前把座位选好，网上Check in 等。

旅人提示：

如果游人是第一次去英国，建议建议还是选择方法二，直接到伯明翰机场，然后坐火车到要去的

目的地。

飞机：

伯明翰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颇为繁忙，其航线主要通过许多欧洲国家及纽约。机场位于伯明翰市中心东约8英里的地

方。

电话:0870 733 5511

火车

这是英国自由行的最佳选择交通工具，如果能提前一个月以上预定最好，订票网页

http://www.virgintrains.co.uk/

，有时会买到很便宜的单程火车票。一般网上预定车票，然后在火车站的售票机上取票，需要注

意的一点是，要记住订票的Reference No，或者带上买票的信用卡，不然取不到票。

英国多数长途火车由Virgin Trains公司经营，从Pallasades购物中心下的New St大街车站出发，包括

往返于伦敦Euston火车站（单程预定价格10.5英镑，1.5小时，每30分钟1班）和曼彻斯特（单程预

定价格9英镑，1.75小时，每15分钟1班）的火车。开往伦敦Marylebone的火车从伯明翰Snow Hill发

车。其他车次，如开往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单程5.9英镑，50分钟，每小时1班）的火车，从Sno

w Hill和Moor St街车站发车。

7月和8月这两个月还会有莎士比亚快速蒸汽列车每周日两次在伯明翰的Snow

Hill车站和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之间往返，全程1小时。（电话：0121 708

4960，网址：www.vintagetrains.co.uk，普通往返票20英镑）

长途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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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车比火车便宜很多，但时间消耗长，有时两三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巴士可以走六七个小时

。这里介绍两个巴士售票网页http://uk.megabus.com/default.aspx 

和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home/hp.cfm?e=8。

大多数市内公共汽车从Digbeth临时的长途汽车站发车，这个车站马上就要拆了重建。National

Express（电话：08717 818

181，网址：www.natinalexpress.com

）的长途汽车从伯明翰往返于英国各地，包括伦敦（单程15.7英镑，2.75小时，每30分钟一班）、

牛津（单程11.6英镑，1.5小时，每天5班）和曼彻斯特（单程12.6英镑，2.5小时，每天12班）。

旅人提示：预定后要把预定信息打印或者抄下来，National  Express那里要稍加注意，打印的不

是他们发给你的邮件，是具体按他的连接要求，打印出电子票。

   

2、伯明翰当地交通

如何抵达机场

乘火车是前往机场最快捷的方法。火车在New St大街火车站和伯明翰国际机场（20分钟，每10分

钟1班）之间往返，车次频繁。58路和900路公共汽车也是开往机场的车（45分钟，每20分钟1班）

，这趟车从Queensway的Moor St大街出发。游人也可以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大约20英镑。

公共交通系统

Network West Midlands

这家公司提供游览Midlands西部地区的各种旅行建议，并为活动不便的人在该地区出游提供指导

。持日票Daytripper ticket上午9点半后可以全日随意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成人/儿童 4.9/3.1英镑

）。如果想9点前出发，可以购买一日全天票（6.1英镑）。游人可以在中央游客中心购买这两种

车票。

电话：0121 214 7214

网址：www.networkwestmidlands.com

Traveline

这家公司提供全面的旅游信息。

电话：0871 200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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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当地的始发站是Moor St 大街车站，距离New

St大街只需步行几分钟，沿着人行道上的红线走即可。

有轨电车

伯明翰的有轨电车系统Metro从Snow Hill开往伍尔弗汉普顿，沿途经过珠宝角、西Bromwich和Dudl

ey。有轨电车的车费起步价为1.1英镑，全程最高票价为2.5英镑。还有一种一日通票，包含Metro

和公共汽车票，成人/儿童4.6/3.05英镑。

出租车：

英国的出租车有好几种，最为熟知的是黑色老式轿车，招手即停，表跳得比心跳要快，区区一段

路下来，没有十几二十镑，到不了目的地，这个可以应急用；还有一种出租车是当地的士，一般

不能在街上兜客，要电话预约，车资便宜很多，可以在网上找到出租车公司，或者叫酒店帮你预

约，说明你想要的是local taxi。有些出租车的乘客保险类别不同，车资也就不同。

自驾车租赁

Easy Car

电话：0906 333 3333

地址：17 Horse  Fair，Birmingham

网址：www.easycar.co.uk

Hertz

电话：0121 782 5158

地址：7 Suffolk St Quee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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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行程推荐

   

1、伯明翰购物观景二日游

购物已经称为伯明翰最主要的吸引力之一，一些新兴的商业开发区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活力，

当游人穿梭这一座座店铺之中肯定会倾囊而出。

第一天吃过早饭可以先去光怪陆离的Custard Factory逛逛，然后再去主流一些的Bullring购物中心，

那里汇集了具有太空时代建筑风格的赛福局百货公司以及林林总总几百家店铺。向南进入时髦的

Mailbox然后漫步于历史悠久的珠宝角。即使真的不想花钱，这里也是值得一逛的。当然逛街是一

件非常费体力的事情，这些商业中心都会有一些非常有特点的美味餐厅等待游人去品尝。这里推

荐一下珠宝角附近的Warehoouse Cafe，从珠宝角往回向Custard

Factory方向走就可以看见。在这里饱餐一顿后，可以前往附近的Factory

Club，在激烈的摇滚音乐陪伴下消磨时光。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轻装上路（因为这一天的行程需要走比较多的路），首先去伯明翰博物馆和

美术馆欣赏拉菲尔前派画家们的佳作，这些画作可以使人启迪心智。餐馆完博物馆后，如果想更

近距离感受伯明翰的历史，可以去看看Birmingham Back to Backs，这是一个重建后的19世纪工人宿

舍的庭园。然后搭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前往著名的巴蒂三角地，尝尝这里的特色诞生于伯明翰

的咖喱美味。

   

2、伯明翰深度四日游

在伯明翰二日游后，如果想多呆两天可以来一个深度游。

第三天沿着伯明翰出色的运河网络泛舟观光，然后前往世界一流的伯明翰定目剧院观看演出。

第四天早上吃过早饭前往巴博艺术学院朝拜，在这里可以一览伯明翰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品

。然后前往巧克力的乐园—吉百利巧克力世界来一次甜蜜的旅行。晚上，在英国最古来的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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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欣赏一部艺术片。

   

3、伯明翰亲子二日游

线路特色

在美丽的公园中与孩子亲近自然，爱护自然；在特色的博物馆中了解巧克力的制作，学习科学知

识；在海洋生物中心与小动物接触，探索海底世界，这都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在游

玩中学习，在游玩中成长。

第一天：佳能山公园—吉百利巧克力世界—珠宝角博物馆

早餐后，带着孩子前往美丽的佳能山公园散步，在这里体验不同的体育运动，穿梭在森林里，游

荡在湖面上，中午就在翠绿的草坪上进行野餐。下午，带孩子到吉百利巧克力世界中了解可口的

巧克力制作工序，品尝各种口味的巧克力，让自己大饱口福，购买一些巧克力给朋友作为礼物。

接着，到珠宝角博物馆中参观，了解中世纪后伯明翰珠宝制造历史，欣赏艺术真品。

第二天：国家海洋生物中心—Thinktank科学博物馆

上午，先去国家海洋生物中心参观，探索海底世界，和小动物们接触。下午，就到Thinktank科学

博物馆中度过欢乐的体验时光，可以和孩子一同体验、游戏，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开启智慧之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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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1)伯明翰和大多数城市一样，聪明的做法是避免深夜走在没有街灯的大街上单独行走，尤其是妇

女。

2）Digbeth 公共汽车附近晚上灯光不是很好，人烟稀少，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3）旅游伯明翰可用的网站

英国广播公司的伯明翰主页：www.bbc.co.uk/birmingham

伯明翰博物馆和美术馆：www.bmag.org.uk

,这个网站的内容包括大多数伯明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信息，包括开门时间、门票价格和即将推

出的展览。

ICBirmingham:http://icbirmingham.icnetwork.co.uk,这是一家当地报纸的网站。

Travel West Midlands:www.travelwm.co.uk，这是伯明翰当地主要的公共汽车公司网站，可以提供旅

游行程安排。

4）如果购买了National Express长途巴士通票，要切记“一旦没有位子便不能乘车”。也就是说买

单票乘车的乘客有优先权，只有在有余位的情况下才准许通票乘客上车。

5）英国虽然是欧盟的成员，但是英国并不是申根协定国，拿其他申根国的签证是无法入境英国的

，转机也不可以。

6）不要携带大量或大面值的英镑现金，不但使用起来不方便，还有丢失的危险。

7）在英国正规的西餐厅通常需要另附10%-20%的小费，但这不是强制的。而中餐厅则已经已服务

费（Service Charge)的方式加入到总账单中，无需再付小费。

8）在英国购物，除基本食品和书籍外，都要副增值税（Value Added Tax,VAT)。目前英国VAT为1

7..5%。非欧盟国家游客购物可以在最后离境的机场办理退税。网站：www.globalrefund.com

9)紧急电话：英国的匪警、火警、急救统一号码为999，全欧洲通用紧急救助电话为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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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伯明翰旅行关键词 

书籍：

《到英国的理由》

英国到处都距海很近，海岸本身就是英国。对一个岛来说，还有什么比环游其海岸线更能看清它

？保罗�索鲁背着包，沿着英国海岸线顺时针漫游，旅程因此有了正确的形状、逻辑、开始和结

束。他徒步于海滨步道，间或搭乘铁路慢车，跟每个人说话，仔细观察一切，在行走中看见英国

真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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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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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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