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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概述
两千年前罗马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这座城市，现在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而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交融，又形成了伦敦独特的多

元化。伦敦温文尔雅又个性十足，内敛矜持又前卫张狂。看似矛盾的特质交织杂糅，不经

意间成就了伦敦独一无二的气质。300多家博物馆和画廊，400多个音乐现场，让人沉醉

在艺术的迷宫里；无数的教堂让人们沉浸在宗教庄严神秘之中；各国美食、各色酒吧花样

百出，让人在一次次饕餮中历练；购物者们更是徜徉在上万家商店和不计其数的集市间。

“雾都”早已因各种环保措施而一去不返，即使阴雨绵绵，街头的时尚男女也会让伦敦显

得亮丽夺目，而伦敦眼、伦敦奥运会会场等标新立异的建筑，更展现出现代伦敦的全新面

孔。在伦敦的每一天，都是惊喜。

酸菜盒子  伦敦很大。她一边傲慢地摆出一副决不妥协的姿态，固守着和她的地铁一样破旧

的传统；一边又巧妙而执着地融合着各种冲突，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于是，她的老气

横秋里又纷呈着混乱无序。然而那些奇形怪状的街头艺人，拗着朋克造型的男男女女，各色

人种的奇装异服，又给这个城市不小心贴上了兼容并蓄的标签。

Introducing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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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伦敦气候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

可以成为游览伦敦的好时节。春夏季鲜花盛开，阳

光温和，特别适宜出行。9月开始秋高气爽，进入

冬季后开启了伦敦最好的购物季。

穿衣指南  伦敦的四季都比较舒适，夏季凉爽，

最高温度约为27度，适宜穿长袖或短袖T恤、长裤

或长裙等。冬季最低温度为5℃左右，大衣和棉服

是必备，并需手套、围巾等防寒用品。因英国阴雨

天气较多，配有帽子的冲锋衣比较实用，并建议出

门携带雨伞。

消费信息  英国的流通货币是英镑。人民币与英

镑的汇率为1:0.09，即1人民币元=0.09387英镑

1英镑=10.6526人民币元（截止至2013年7月）

伦敦作为英国首都和热门旅游城市，消费水平较

高，尤其是住宿，在旅行费用中占较大比例，并最

好提前预定。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菜在12-25

镑之间。相对住宿和饮食，参观景点费用并不高，

大多数的伦敦博物馆和美术馆均免费对公众开放。

时差  英国所在时区是格林威治时间的标准时区，

即0时区（GMT±0）。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日变为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10月最后

一个星期日变为冬令时，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

1 英国的机动车实行左侧通行，若到英国旅行选择自驾，一定要先熟悉下路况

再上路。步行过马路时切忌要先看右再看左。

2 伦敦共有 5 座民用机场，中国航班飞往伦敦一般停靠最大的希斯罗机场。但

乘坐欧洲廉航的游客可能停留卢顿、盖特威克等机场。这些机场距离伦敦市中

心较远，出行前一定要查询好来往机场的交通方式的乘坐地点、用时、票价等。

3 虽然英国是小费的故乡，不过现在小费在英国并不很流行，游客在消费时不

一定要支付小费。小费的有无和多少，并不会影响服务质量。除此以外英国的

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英国人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

4 在超市和商场购买烟酒可能被要求出示护照证明年满 21 周岁。晚上 11 时后，

仅有酒吧可以出售含酒精饮品。室内场所均禁止吸烟。

关于伦敦要知道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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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卡走遍伦敦

伦敦的地铁是世界上第一条市内载客地下铁路，地铁线路四通八达，

可到达几乎全部的景点，因此乘坐地铁是在伦敦出行方便快捷的最

好体验。而持智能公交卡牡蛎卡（Oyster Card），可乘坐地铁、公

共汽车、电车和 DLR 等公共交通工具，为乘坐公共交通提供了便利。

★ 博物馆奇妙之旅

无论喜欢哪种类型的博物馆，伦敦超过 300 间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都免费等你来。而最不可错过的便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顶级

的大英博物馆。各国千年文明汇聚于此，穿梭于其中，蒙太奇般

领略世界历史与文化，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 体验神奇魔法世界

想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在英国的伦敦就可以让你的梦想变

成现实。到位于伦敦西北郊的华纳兄弟工作室，亲临系列电影《哈

利波特》的摄影棚；在造访牛津，感受学术氛围的同时，想象着

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宴会大厅；亦或到伦敦的 King’s Cross 地

铁站寻找 9¾ 站台，推一下那里的手推车，看看是否有奇迹发生？

★ 淘货就是停不下

伦敦是购物天堂。世界名品、奢侈品在这里聚集，英伦本土的高

街品牌 Topshop、All Saints、River Island、Warehouse 等自

然吸引眼球，可更有趣的复古集市也同样精彩。特别是诺丁山的

Portobello Road 集市，将吃喝玩乐全部网罗，让购物达人们欲

罢不能。

Sights景点
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伦敦有着众多不可错过的博物馆、教堂

及建筑。而伦敦周边的牛津、剑桥、巴斯等小城，都值得一游。

若想充分领略伦敦的气质，最好安排 3-5 天的深度游线路。

 LCDing  国家美术馆

伦敦必体验 伦敦必游 Top5

Top1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

Top2  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

Top3  伦敦眼 London Eye   ★★★★★

Top4  塔桥 Tower Bridge   ★★★★★

Top5  伦敦塔 Tower of London   ★★★★★

Top1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始建于 1753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

综合性博物馆。它与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列

为世界三大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

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目前博物馆拥有藏品 1300

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仍有许多藏品未能公开。博物馆包括埃及馆、

希腊罗马馆、西亚馆、欧洲中世纪馆和东方艺术馆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藏品有埃及木乃伊、罗塞塔石碑、雅典帕特农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头像等。

地址：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C1B 3DG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britishmuseum.org/ 

开放时间：每日 10:00-17:30，周五延长至 20:30（1 月 1 日、12 月

24、25、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44-20-73238299

到达交通：地铁 Tottenham Court Road 或 Holborn 站

用时参考：3-5 小时

壕哥  到了英国，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大英博物馆，你可以说这是英国文

化的集大成收藏殿堂，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殖民文化和强盗文化的赃物

展示会。尤其中国馆和埃及馆很特别，其展品数量之巨、级别之高、做

工之精均令人叹为观止。

Top2   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国家画廊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北侧，成立于 1824 年。国家画廊按年代顺

序展出了从 13 世纪至 19 世纪、多达 2300 件的世界顶级绘画作品。著

名的展品包括达芬奇的《岩间圣母》、梵高的《向日葵》、米开朗基罗的《埋

葬》、拉斐尔的《粉红色的圣母》等。

地址：Trafalgar Squar, London, WC2N 5DN

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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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每日 10:00-18:00，周五延长至 21:00（1 月 1 日、12 月

24、25、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44-20-77472885

到达交通：地铁 Leicester Square、Piccadilly 或 Charing Cross 站

用时参考：2-3 小时

http://www.mafengwo.cn/i/100109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010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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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3   伦敦眼 London Eye

伦敦地标伦敦眼，又称千禧之轮，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总高 135 米，

是伦敦最吸引游人的观光点之一，在上面可以鸟瞰伦敦全貌。伦敦眼本

是为庆祝千禧年到来而兴建的暂时性建筑，原定于 5 年后拆除。但因它

很受英国人及游客的欢迎，促进了伦敦的旅游业，于是议会决定长期保留。

地址：Riverside Building, County Hall,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 7PB

费用：普通票：成人 20.95 磅（现场），17.96 磅（网上），4-15 岁

儿童 15 磅（现场），12.6 磅（网上），60 岁以上 17.5 磅（现场），

14.85 磅（网上），4 岁以下免费

日 + 夜两次票：成人 26.7 磅（现场），24.03 磅（网上），4-15 岁儿

童 20.7 磅（现场），18.63 磅（网上），4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londoneye.com/ 

开放时间 :2014 年开放时间：1 月 1 日至 1 月 5 日、1 月 18 日至 4 月

4 日 10:00-20:30，4 月 5 日至 4 月 21 日 10:00-21:30，4 月 22 日

至 5 月 24 日周日至周四 10:00-21:00、周五至周六 10:00-21:30，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 10:00-21:00；6 月 2 日 -6 月 28 日周日至周四 

10:00-21:00、 周 五 至 周 六 10:00-21:30,6 月 29 日 至 8 月 31 日 

除 周 五 外 10:00-21:30、 周 五 10:00-23:30,9 月 1 日 至 12 月 27

日 10：00-20:30

特殊开放时间：1 月 6 日 至 1 月 17 日 关 闭，2 月 14 日 10:00-

22:00,12 月 24 日 10:00-17:30；12 月 25 日关闭

Top4  塔桥 Tower Bridge

塔桥是从伦敦泰晤士河口数第一座桥，起初是一座木桥，后改为现在的

水泥结构桥。桥身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悬空人行道，游人可从桥上纵览

泰晤士河风光；下层为 6 条车道供车辆通行。塔桥内的博物馆，展出

了伦敦塔桥和其他桥梁的历史和图片等展品供游客参观。

地址：Tower Bridge, London SE1 2UP

费用：成人 9 镑，5-15 岁 3.9 镑，学生及 60 岁以上 6.3 镑，5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towerbridge.org.uk/  

开放时间：塔桥展览夏季：4 月 -9 月 10:00-18:00；冬季 10 月 - 次年

3 月 9:30-17:30（12 月 24-26 日关闭）

联系方式：+44-20-74033761

到达交通：地铁 Tower Hill 或 London Bridge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Top5  伦敦塔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紧邻塔桥，是一组塔群，最初是为控制整个

伦敦城而建，是皇室权利的象征，曾先后被用作王宫、监狱、皇家铸币

厂等。目前可供参观的除了建筑本身，还有不列颠王冠宝石、皇家军械

库等。

地址：The Tower of London, London, EC3N 4AB

费用：成人票：22 磅（现场），20.9 磅（网上）

儿童票（5-15 岁）：11 磅（现场），10.45 磅（网上）

优惠票（学生，60 岁以上，残疾人）：18.7 磅（现场），17.6 磅（网上）

网址：http://www.hrp.org.uk/TowerOfLondon/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9:00-17:30，周日至周一：10:00-17:30

联系方式：+44-20-31666000

到达交通：地铁 Tower Hill 站

   穿背带裤的猴子  伦敦塔

红尘染了墨  想要了解英国历史，就该来这儿。形形色色建造于不同年代

的塔讲述着大英帝国的种种回忆，许多个世纪的残暴与痛苦、盛大的庆典，

以及历届君王在这里完成的所有伟大业绩。

          
探访皇室                

 慧眼看世界  历任英国君主加冕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

古老的英国皇室作为英国的象征，一直受到世界的瞩目。来到大

不列颠感受皇室气息，对外国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曾举办过

皇室奢华皇家婚礼的圣保罗大教堂和西敏寺，皇室的寝宫白金汉

宫和温莎城堡等地当然必不可少。若想另辟蹊径，那么探寻布鲁

顿大街 17 号的女王出生地、皇室的御用商店等地也是另类而有

趣的选择。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又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坐落在泰晤士河北岸，整座建筑宏伟壮观、

金碧辉煌，被认为是英国哥特式建筑的杰作。教堂既是英国国教的礼拜堂，

又是历代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大礼堂。这里还是国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74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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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陵墓，除了英国皇室成员外，英国许多伟大人物也长眠于此，包括科

学家牛顿、达尔文、作家狄更斯等。2011 年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礼也在

此举行。

地址：20 Deans Yard, London, SW1P 3PA

费用：成人 18 镑，18 岁以上学生及 60 岁以上 15 欧，12-18 岁学生

8 镑

网址：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及周五 9:30-16:30；周三 9:30-19:00；

周六 9:30-14:30；周日不对游客开放

联系方式：+44-20-72225152

到达交通： 地铁 St James's Park 或 Westminster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嚣张霸气 V 大小姐   精细华美的石雕把教堂装点得令人惊叹，历史的厚

重感从墙壁上的每一块石头里渗出。尽管人流不息，但是这一场精彩绝

伦的视觉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既是女王办公及在伦敦的居住场所，也是王室行政总部之所在。

它是当今世界上少数仍在使用的皇家宫殿之一。白金汉宫富丽堂皇的国

事厅和舞厅装饰奢华，并有很多珍贵收藏展出。但只在每年夏季女王出

访苏格兰时开放 19 间国事厅供游客参观。夏季每日和冬季隔日，白金汉

宫上午 11:30 会举行壮观气派的皇家卫队换岗仪式。

   Li_ 牧之  白金汉宫每天上午的换岗，很有气势

地址：London, SW1A 1AA

费用：白金汉宫：成人票 19.75 磅，学生 /60 岁以上老人 18 磅；17

岁以下 11.25 磅；5 岁以下免费；

白金汉宫 + 女王画廊 + 皇家马厩：成人票 34.5 磅，学生 /60 岁以上老

人 31.5 磅；17 岁以下 19.5 磅；5 岁以下免费；

白金汉宫 + 花园：成人票 28.5 磅，学生 /60 岁以上老人 25.7 磅，17

岁以下 17 磅，5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collection.org.uk/visit/buckinghampalace 

开放时间：国事厅：2014 年 7 月 26 日 -8 月 31 日，每天 9:30-19:30

（最后入场 17:15），2014 年 9 月 1 日 -9 月 28 日，每天 9:30-18:30

（最后入场 16:15）

皇家卫队换岗仪式：3 月奇数日（1、3、5 日）；4-7 月每日；8 月奇

数日 11:30-12:15（可能有所变动，具体日期以官方网站为准）

联系方式：+44-20-77667300

到达交通：地铁 Victoria、Green Park 或 Hyde Park Corner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这里

是英国的宗教中心，也是英国第一大教堂。由于战乱和大火，教堂几经

毁坏和重建，目前的建筑是由英国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 • 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并完成。教堂整体风格古朴、优雅，尤其是巨大

的穹顶引人瞩目。1981年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世纪婚礼曾在此举行。

地址：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EC4M 8AD

费用：成人 16.5 镑，学生、60 岁以上 14.5 镑，6-17 岁 7.5 镑

网址：http://www.stpauls.co.uk/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8:30-16:00

联系方式：+44-20-72468348

到达交通：地铁 St Paul’s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肯辛顿宫 Kensington Palace

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是伦敦的一座皇家宫殿，位于肯辛顿

和切尔西区的肯辛顿花园西侧。自 17 世纪起成为英国皇室居住地。戴安

娜王妃曾在此居住，至今王宫门前仍有民众献花凭吊。宫殿内包括维多

利亚女王受洗的房间和 1760 年迄今的皇室宫廷服饰展览，包括玛丽女

王的结婚礼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家居服和礼服，当然还有许多华丽

极致的配件。此外，国王廊（King's Gallery）精致的 17 世纪绘画极品

也是参观重点。

地址：Kensington Palace, London W8 4PX

费用：成人 16.5 镑，学生、60 岁以上 13.7 镑，16 岁以下免费（网上

购票成人 15.4 镑，学生、60 岁以上 12.54 镑）

网址：http://www.hrp.org.uk/kensingtonpalace/

开放时间：10:00-18:00（12 月 24、25、26 日关闭）

联系方式：+44-20-31666311

到达交通：地铁 High Street Kensington 站或 Queensway 站；公交

70、94、148、390 至 Bayswater Road 站或 9、10、49、52、70

或 452 至 Kensington High Street 站 

 

温莎堡 Windsor Castle

温莎堡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仍有人居住的城堡，也是女王的官方居所

之一。在这个城堡景点中浓缩了 900 年的英国历史。城堡占地 26 英亩，

包括一座宫殿、一个宏伟的礼拜堂以及很多人居住和工作的场所。城堡

内宏伟的国家套房（State Apartments）装饰以最珍贵的绘画和器皿。

圣乔治礼拜堂（St George's Chapel）是英格兰哥特式建筑最优秀的

范例之一。这座优雅的教堂是嘉德勋爵士团于 1348 年设立的、作为英

国爵士制度中高级勋爵士团的精神家园。在礼拜堂内有十个君主的墓，

包括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等。而玛丽王后的玩偶之家（Queen Mary's 

Dolls' House）是温莎堡游览的最精彩部分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著名

的玩偶之家。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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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虫子 ADADADA  温莎城堡

地址：Windsor Castle, Windsor, Berkshire SL4 1NJ

费用：标准门票：成人 18.5 镑；学生、60 岁以上 16.75 镑；17 岁以

下 11 镑；5 岁以下免费；家庭票（2 位成人和 3 位 17 岁以下的子女）

48 磅

国事套房不对外开放时：成人10镑；学生、60岁以上9镑；未满17岁6.5

镑；5 岁以下免费；家庭票（2 位成人和 3 位未满 17 岁子女）26.5 镑

网址：http://www.royalcollection.org.uk/visit/windsorcastle 

开 放 时 间：1 月、2 月、11 月、12 月 9:45-16:15（ 最 后 入 场 时 间

15:00）；3 -10 月 9:45-17:15（最后入场时间 16:00）

到达交通：从伦敦的帕丁顿（Paddington）车站前往温莎，中途需在

Slough 转车一次，全程约 30 分钟

用时参考：3 小时

沉醉博物馆，纵贯千年 
伦敦可谓是世界上博物馆最多的城市之一，能尽情享受由人们对

美及未知事物的无限追求所创造的作品，这也是伦敦的一大魅力。

除一些特殊的展出外，伦敦的博物馆均免费对公众开放。除了必

游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外，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

学博物馆也不妨花些时间参观，尤其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游客，

当然也推荐给带着孩子旅行的游客。喜欢艺术与设计？那千万别

错过南肯辛顿的另外一座博物馆 --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和

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现代美术馆。而一些小众、另类的博物馆，也

会满足充满好奇心、不走寻常路的游客。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Victoria&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与设计博物馆，目

前约有藏品三百万件，来自世界各地，丰富多样，并涵盖每一个艺

术门类，包括了纺织品、陶器、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家具、雕塑、

和服装等。

地址：Cromwell Road, London SW7 2RL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vam.ac.uk/

开放时间：每日 10:00-17:45；周五 10:00-22:00；12 月 24、25、

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44-20-79422000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South Kensington 站 或 Knightsbridge 站； 公 交

C1、14、74、414 路

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一栋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内，包括植物学、

昆虫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五个主题的超过 7000 万件展品，

很多藏品都具有伟大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博物馆亦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

心，已有百年历史，专门从事生物的分类、鉴定和保存等。

地 址：Natural History Museum, Cromwell Road, London, SW7 

5BD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nhm.ac.uk/ 

开放时间：10:00-17:50（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开放至 22:30，12 月

24-26 日关闭）

联系方式：+44-20-794250000

到达交通：地铁 South Kensington 站

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

科学博物馆在 1857 年成立，在 1928 年在现址对外开放。这家博物馆

的展览场馆的总面积约为 8 英亩，里面可以看到不少工业革命以来的古

老机器和科学仪器。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航天飞行以及航空的发展，

吸引不少前来参观的旅客。

地 址：Science Museum, Exhibition Road, South Kensington, 

London, SW7 2DD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

开放时间：10:00-18:00（12 月 24、25、26 日关闭）

到达交通：地铁 South Kensington 站

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

泰特现代美术馆所在地以前是一座发电厂，经过瑞士建筑师的改装之后，

现在成为具有现代感的艺术中心。美术馆中陈列着 1900 年以后的国际

现代艺术品，参观者能够欣赏到知名艺术家达利、毕加索、马蒂斯、沃

霍尔等人的作品。

地址：Tate Modern, Bankside, London SE1 9TG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tate.org.uk/

开放时间：周日 - 周四 10:00-18:00 周五及周六 10:00-22:00，12 月

24 日 -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44-20-78878888

到达交通：地铁（Jubilee Line）Southwark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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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博物馆 Bank of England Museum

英格兰银行博物馆展示了 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历史，仿 18 世

纪末期的银行交易大厅，还有各个版本的英镑钞票，银币和罗马时期的

货币。 此外，在英格兰银行博物馆中有一个透明的柜子，谁都可以把手

伸进去掂掂里面标准金块的重量。

地 址：Bank of England Museum, Bartholomew Lane, London, 

EC2R 8AH

费用：免费

网 址：http://bankofengland.co.uk/education/Pages/museum/

default.aspx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10:00-17:00（周末及公共假日闭馆）

联系方式：+44-20-76015545

到达交通：地铁 Monument 或 Cannon Street 站

韦尔科姆收藏馆 Wellcome Collection

韦尔科姆收藏馆是伦敦另类小众的博物馆之一。隶属于英国医疗慈善团

体韦尔科姆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展品均是创始人 Henry 

Solomon Wellcome 爵士的个人藏品，博物馆也因此而得名。博物馆中

的展品新奇、怪异，巧妙的将医疗与艺术相结合，让人印象深刻。

地址：Wellcome Collection, 183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BE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wellcomecollection.org/

开放时间：10:00-18:00，周四延长至 22:00

联系方式： +44-20-76112222

到达交通：地铁 Euston 或 Euston Square 站

都市绿洲漫步

  violet  海德公园里的小松鼠

包罗万象才是真正的伦敦，除了文化遗产外，漫步伦敦的皇家公

园也是融入伦敦生活的好方式。目前位于大伦敦的皇家公园有八

处，包括位于市中心的海德公园、肯辛顿公园、圣詹姆斯公园、

摄政公园、格林公园和位于郊区的里士满公园、格林尼治公园、

灌木公园。虽然这些公园被冠上了“皇家”的帽子，但却平易近人，

均免费向公众和游客开放。这些公园形成了伦敦的都市绿肺，是

伦敦人平日休闲、锻炼的理想去处。很多游客在伦敦游玩的时间

有限，自然不能将所有皇家公园囊括，那么最著名的海德公园当

然是首选。若是在白金汉宫、西敏寺或皮卡迪利广场附近走累了，

可以到附近的格林公园或圣詹姆斯公园坐一坐，也不失为伦敦的

一次难忘的体验。

  海德公园 Hyde Park

海德公园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庭院，也是最为游客所熟知的。公园被九曲

湖（Serpentine Lake）分为两部分，以南有戴安娜王妃喷泉，位于东

北角的演说者之角（Speakers' Corner）是这里最有名的一处地点，任

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表演说，也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夏季海德公园内

还会举办音乐会，游客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聆听演奏。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hyde-park 

开放时间：5:00-24:00

联系方式：+44-3000612000

到达交通：地铁 Hyde Park Corner、Lancaster Gate、Marble Arch

或 Knightsbridge 站

圣詹姆斯公园 St James’s Park

伦敦皇家公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圣詹姆斯公园，它一直是英国皇家军

队阅兵仪式的指定地点。公园被伦敦著名的两个景点西敏寺和白金汉宫

夹在中间，因此可以在参观这两处景点时顺便到圣詹姆斯公园来散散步。

公园景色优美，湖中的天鹅给公园增色不少。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st-jamess-park

开放时间：5:00-24:00

联系方式：+44-3000612350

到达交通：地铁 St James’s Park 或 Green Park 站

摄政公园 The Regent’s Park

摄政公园位于伦敦的西北端，是伦敦市中心的第二大公园。公园占地

500 多英亩，原为亨利八世的狩猎场。园内设有花园、湖泊、玫瑰园、

球场和儿童乐园等。除了北部的伦敦动物园外，还设有露天剧场，夏天

经常上演莎士比亚的剧目。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the-regents-park

开放时间：5:00-19:00

联系方式：+44-3000612300

到达交通：地铁 Regent's Park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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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公园 Green Park

格林公园位于海德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占地 19 公顷。公园曾一度

是伦敦上流贵妇最爱的最佳地点、绅士最爱的决斗场所。2002 年的女王

登基 50 周年纪念活动曾在这里举办。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green-park

开放时间：24 小时开放 

联系方式：+44-3000612350

到达交通：地铁 Green Park 或 Hyde Park Corner 站

肯辛顿花园 Kensington Gardens

肯辛顿花园是英国伦敦的皇家花园之一，面积 111 公顷（270 英亩），

位于海德公园的西侧并与其连接，因此公众经常将肯辛顿花园与海德公

园视为一体。詹姆斯 • 巴里在肯辛顿花园迸发出灵感而创作出了《彼得 •

潘》，“不会长大的男孩”的雕像因此成了公园人气最高的地点。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kensington-gardens

开放时间：6:00-18:30

联系方式：+44-3000612000

到达交通：地铁 Lancaster Gate 或 Queensway 站

里士满公园 Richmond Park

里士满公园位于伦敦西南部郊区，面积达 950 公顷，是伦敦最大的皇家

公园。公园内自 1637 年被英王查尔斯一世圈起养鹿，至今大约有 650

头黇鹿与马鹿生活在园中。除此以外，还有数十种珍禽和各种植物。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royalparks.org.uk/parks/richmond-park

开放时间：7:00-18:00

联系方式：+44-3000612200

到达交通：地铁 Richmond Station 站，下车后转乘 371 或 65 路至

Pedestrian Gate

追随哈利波特

   唱唱反调 《哈利波特》宴会大厅全景

《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球，其实电影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在伦敦

市区或附近拍摄的。按图索骥到英国寻找电影中的场景，也成为

了被哈利迷们津津乐道的事儿。除了以下介绍的几处外，伦敦的

千禧桥、皮卡迪利广场、伦敦动物园、拉姆贝斯桥、圣潘克拉斯

国际车站等都曾在系列电影中出现。

9 ¾ 站台

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中，想要前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必须在位于

国王十字车站的 9 与 10 站台间的 9¾ 站台，搭乘霍格沃茨快车。因此在

现实生活中，国王十字车站在翻修时，便真的在 9 与 10 站台附近装上

了“Platform 9¾”的标志，国王十字车站也因此成为了哈利波特迷追捧

的热门观光地点。

 华纳兄弟工作室 Warner Bros Studio Tour

这座电影工作室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拍摄工作室，占地约 1.4 万㎡。

在这里游客有机会骑上哈利的飞天扫帚或罗恩的飞行汽车来一次飞天之

旅。另外还可以见到哈利的寝室、邓布利多的办公室等熟悉的场景。除

了电影拍摄场景再现之外，工作室里还展示了电影拍摄时所用的服装和

道具，正是这些道具让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的魔法得以活灵活现地展

现在观众眼前。

地址：Studio Tour Drive, Leavesden, WD25 7LS

费用：门票必须提前网上购买。成人（16岁以上）30镑；5-15岁22.5镑；

未满 5 岁免费；家庭票（2 位成人 +2 位儿童或 1 位成人 +3 位儿童）

89 镑

网址：http://www.wbstudiotour.co.uk/ 

开放时间：每日第一场电影之旅于 10:00 开始，最后一场约在 18:00 结

束。参观时间需提前网上预约。

到达交通：火车：从伦敦 Euston 火车站出发，乘坐火车至 Watford 

Junction 站， 用 时 约 20 分 钟。 在 Watford Junction 站 再 乘 坐

Mullany’s 公司大巴车，15 分钟即到达摄影棚（大巴车每 30 分钟一班，

单程票价 1.5 镑，往返 2 镑）

大巴：在伦敦 Victoria 汽车站有 Golden Tour 公司承运的巴士发往摄影

棚，每日三班，分别在 8:00、11:00 和 14:00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位于伦敦西北 80 公里，以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而闻名。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并且拥有“天

才和首相的摇篮”的美誉，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前任首相布莱尔等均

毕业于此。牛津大学共有 39 个学院，部分学院开放供游客参观。最受关

注和欢迎的学院有基督教会学院、莫德林学院、莫顿学院、神学院等。

基督教会学院的食堂更因为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原形而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哈利波特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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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电影，我爱上伦敦
银幕上的伦敦数不胜数，007 系列自不必说，以下经典电影更是

让我们向往伦敦。此外，《达芬奇密码》、《寻找梦幻岛》、《女

王》等影片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伦敦。

《真爱至上》

《真爱至上》是由几个看似无关，却又丝丝入扣的故事组成。这些简单的

故事，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充满着浓浓的爱意，足够温暖我们。尤其

是年轻的首相和女下属的浪漫感情，更是将唐宁街的生活展示给了观众。

尽管游客只能通过铁门向里张望一下，不过唐宁街 10 号的真容经常出现

在影视剧中。这座建筑为乔治风格，建于 1680 年。自 18 世纪以来一

直是英国历届首相官邸和办公处。这个伦敦最著名的门牌号，似乎已经

成为了英国政治权利的象征，在伦敦成为了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地标。

《诺丁山》

诺丁山本是伦敦西区的地名，位于海德公园的西北，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国

的移民，并以一年一度的诺丁山狂欢节而闻名。也许很多人听说这里，就

是休 • 格兰特和朱莉娅 • 罗伯茨的浪漫爱情电影《诺丁山》。知名影星

和书店老板，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在诺丁山相遇并相爱。时至今日，

即使那间书店已变了模样，仍旧有人来到诺丁山，寻找那扇蓝色的大门。

而更吸引人的，也许是 Portobello Road 的复古集市。周末从 Notting 

Hill Gate 地铁站钻出的一瞬间，便见熙攘的人群，跟随他们的脚步，便

可来到这伦敦最大的集市。古董、家具、瓷器、珠宝首饰、钟表、老相机、

乐器、小摆件、皮件、油画、复古服饰、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

买不到。

《福尔摩斯》

不管是小罗伯特 • 唐尼版本的《大侦探福尔摩斯》，还是现在风靡的福

卷版的英剧《神探夏洛克》，柯南 • 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被多次搬上银

幕，伦敦的福尔摩斯博物馆已经成为全世界福尔摩斯迷的朝圣之地。从

地铁 Baker Street 站下车，细心的你就会发现走往博物馆的线索，它们

将会带你走进福尔摩斯的世界。

   小虫子 ADADADA   福尔摩斯博物馆

福尔摩斯博物馆 Sherlock Holmes Museum

大名鼎鼎的贝克街 221B 是风靡世界的小说人物福尔摩斯在伦敦的家，

这里1990年被开辟为福尔摩斯博物馆。博物馆的结构与小说中完全相同，

加上精心的布置，使来此参观的人如同置身于小说的场景之中。二层是

福尔摩斯的书房和卧室所在，陈列着烟斗、放大镜等，还有根据小说还

原的“化学实验室”；三层是华生的卧室，里面陈列有小说人物的蜡像，

均栩栩如生。

地址：221B Baker St, London, NW1 6XE

费用：成人票 10 磅，16 岁以下 8 磅

网址：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 

开放时间：每天 9:30-18:00，12 月 25 日关闭

联系方式：+44-20-72243688

到达交通：地铁 Baker Street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MsSherryQu   221B 是个很小很小的门面，毕竟那个时期的英国寸土寸

金，还是要细心才能看到。博物馆£6 的票价对于福迷很划算，里面的每

幅画、每个摆件都在原著故事中出现过。对福尔摩斯不够了解也不用担心，

门票上会有很多很详细的解释。

The Sherlock Holmes Pub

致力于为福尔摩斯迷服务的酒吧，氛围很不错，墙壁上挂满了福尔摩斯

有关的纪念品，电视也会播放福尔摩斯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相对于酒吧

来说，食客们对餐厅的菜品却是褒贬不一。

地址：10 Northumberland Street, London WC2N 5DB

营业时间：餐厅11:00-22:00；酒吧周一-周四、周日11:00-23:00，周五、

周六 11:00-24:00

联系方式：+44-20-79302644

到达交通：地铁 Charing Cross 或 Embankment 站

住宿 Sleep

伦敦的住宿价格相对较高，除了价格外，靠近地铁站和公交车站

有利于出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从十几镑的青年旅舍床位，

到几百镑的豪华套房，伦敦的住宿可以称得上是满足了各个消费

档次的游客。尽管如此，还是建议至少提前 2-3 周预订，不仅选

择更多，还能有部分优惠。

伦敦热门青年旅舍
对于背包客来时，青年旅舍是他们的首选。这里不仅设施齐全、价格亲民，

最重要的是可以和世界各国的青年游客交流，结交到各路有意思的旅行者。

Top1  YHA London St Pauls 

位置很好，交通便利。设施齐全，房间干净整洁。

地址：36 Carter Lane, London, EC4V 5AB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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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yha.org.uk/hostel/london-st-pauls 

联系方式：+44-8453719012

到达交通：地铁 St Paul’s 站

参考价格：床位 15 镑，3 人间 80 欧

囍柒熬夜到快要暴毙了   很推荐这个青旅，就在圣保罗大教堂边上，每晚

敲钟都听得真真切切。离 ST PAULS 地铁站只有 4 分钟路程，TESCO 也

在附近。床铺干净，浴室热水很足。

Top2  Hostel 639   

这间青年旅舍距离伦敦主要景点相对较远，但是胜在价格便宜，而且距

离 Kensal Green 地铁站很近，交通很便利，附近也有超市和餐馆等。

步行至著名的 Portobello Road 市场只需 20 分钟。

地址：639 Harrow Road, Kensal Green, London, NW10 5NU

网址：http://www.hostel639.co.uk/ 

联系方式：+44-20-89644411

到达交通： 地铁 Kensal Green 站

参考价格：8 人间床位 10 镑，6 人间床位 12 镑，双人间每间 40 镑。

包含早餐

Top3  Generator Hostel London 

5 分 钟 可 步 行 至 最 近 的 Russell Square 地 铁 站，King Cross 和

Euston 两个火车站亦在步行范围内。房间很宽敞干净。3 人或 4 人私人

间很适合小团队的出行。

地址：37 Tavistock Place, Bloomsbury, London, WC1H 9SE

网址：http://generatorhostels.com/en/destinations/london/ 

联系方式：+44-20-73887666

到达交通：地铁 Russell Square 站

伦敦最受欢迎经济酒店品牌

连锁酒店 Premier Inn 房间内部

Premier Inn

英国最大的经济型连锁酒店集团，在全英国有超过 650 间连锁店，性

价比很高。设施完善，服务也很好。网站经常会有特价房放出。网址：

http://www.premierinn.com/ 

Travelodge

Travelodge 是英国第二大经济型连锁酒店，在大伦敦设有超过 50 家分

店，大部分位于市中心和机场等地，交通均很便利。越早提前预约房价

优惠越多。

网址：http://www.travelodge.co.uk/ 

最受好评家庭旅馆
除了酒店和青年旅舍，在英国住宿也可以选择 B&B。虽然每间 B&B 的

房间不多，但一般都舒适温馨，很有英国特色，还有女主人亲自制作的

可口英式早餐，很值得尝试。

Barclay House

五星级豪华家庭旅馆，房间宽敞舒适，提供高级现代化的设施。早餐、

网络免费。

地址：21 Barclay Road, London, SW6 EJ

网址：http://www.barclayhouselondon.com/ 

联系方式：+44-7767420943

到达交通：地铁 Fulham Broadway 站

参考价格：双人间 110 镑

hyunyun 芸芸   位于伦敦西南 1 区 District 地铁线的 Fulham Broadway 

站，出行方便，门口有 11 路公共汽车终点站，通往市区中心主要景点，

tripadvisor网站评级五星、排名前20位；此外lonely planet 和DK上都有推荐。

Surtees Hotel

典型的 B&B 式伦敦旅馆，自助早餐，房间很干净，提供无线网络，价

格也不贵，更可贵的是店员态度很好，地点正处市中心，乘坐地铁很方便。

地址：94 Warwick Way, Victoria, London SW1 V1SB

网址：http://www.surtees-hotel.co.uk/ 

联系方式：+44-20-78347163

参考价格：双人间 70 镑，家庭房 130 镑

The Dover Guesthouse

这间 B&B 的位置极为便利，靠近 Victoria 地铁站和汽车站，无论是在

伦敦乘坐地铁出行还是乘大巴到伦敦周边都很便利。除了标准双人间外，

酒店还配备单人间和家庭间等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地址： 42/44 Belgrave Road Victoria, London SW1V 1RG  

网址：http://www.dover-hotel.co.uk/ 

联系方式：+44-20-78219085

到达交通：地铁 Victoria 站

参考价格：单人间 45-65 镑，双人间 80-115 镑，家庭房 120-170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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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之选
伦敦有众多的富丽堂皇的酒店，这些酒店不仅拥有精致的客房，还有周

到热情的服务。很多的高档酒店还提供精致的下午茶和美味的餐品，让

游客尽享优雅和传统的英伦风情。

The Ritz Hotel  

历史悠久的高级酒店，拥有百年历史，位于市中心。绝对的传统英格兰

风格，豪华奢侈。餐品丰富，服务一流。

地址：The Ritz London, 150 Piccadilly, London, W1J 9BR

网址：http://www.theritzlondon.com/ 

联系方式：+44-20-7493 8181

参考价格：高级豪华套房 350-500 镑

Ambassadors Bloomsbury  

这间酒店位于伦敦的历史文化中心，拥有 100 间客房，地理位置优越，

附近就有地铁站，出行十分便利。客房设计简洁时尚。酒店内的餐厅兼

酒吧提供美味的三餐及传统下午茶。

地址：12 Upper Woburn Place, London, WC1H 0HX   

网址：http://www.ambassadors.co.uk/

联系方式：+44-20-76935400

到达交通：地铁 Euston Station 站

参考价格：双人间 185-215 镑

餐饮Eat
伦敦的美食可谓涵盖了世界各地的美味，无论你是想享受正宗的

英式餐饮，还是要尝试异国美味，都可以在伦敦得到满足。“现

代英式”烹调取传统英国菜式之精华，口味不俗。在伦敦您随处

都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这也恰恰反映出伦敦多姿多

彩的一面。

炸鱼和薯条
提 到 英 国 的 食 物， 最 被 人 们 津 津 乐 道 的 可 能 就 是 炸 鱼 和 薯 条

（Fish&Chips）。Fish&Chips 是最普遍的街头小吃，非常受英国人欢

迎。炸鱼是将去骨的鱼切成片后裹上湿面炸制而成，外焦里嫩。吃的时

候还会配上不同口味的调味酱。尽管褒贬不一，但既然来到了它的故乡，

不试试当然会留下遗憾。

Rock&Sole Plaice 

伦敦最知名的 Fish&Chips 店，已有超百年的历史。鱼的种类很多，推

荐选择 Cod 或 Haddock。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室外用餐也很惬意。

 泡芙睡不着  英国著名的 Fish & Chips

地址：47 Endell Street, London, WC2H 9AJ   poi

网址：http://www.rockandsoleplaice.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五 11:30-23:30；周六 12:00-22:00；周日 12:30-

23:00

联系方式：+44-20-78363785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Covent Garden、Tottenham Court Road 或

Leicester Square 站

Poppies 

伦敦另一家口碑很棒的 Fish&Chips 店，店内干净整洁。鱼很新鲜，佐

餐的自制 Tartare 酱更是味道独特。

地址：6-8 Hanbury Street, London, E1 6QR

网址：http://poppiesfishandchips.co.uk/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 11:00-23:00；周五、周六 11:00-23:30；周日

11:00-22:30

联系方式：+44-20-72470892

到达交通： 地铁 Liverpool Street 或 Whitechapel Road 站

牛排
牛排是西餐当中的经典菜式，英国人对牛排的喜好和痴迷可以追溯到

两百多年前。英国最有名的牛排当数英国最古老的肉牛品种之一的安

格斯牛（Angus）。这种牛肌肉结实，制作的牛排肌理紧致低脂多汁，

甘甜醇美又富嚼感。最常见的的部位有 Fillet、Rib eye、Sirloin、

T-Bone 等。

Angus Steakhouse

在伦敦已有 50 多年历史的牛排餐厅，很注重食物的品质，每块牛排都有

质量保证。

地址：50 Leicester Square, London, WC2H 7LU

网址：http://www.angussteakhous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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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样儿  诚心推荐各位尝试，价位不贵，一份牛扒类的主菜在 15-20 镑，

一份前菜在 7 镑左右。菜量很足，服务也不错。

Goodman

Goodman 餐厅拥有全英最值得称颂的牛排烹调手艺，并坚持选用一级

牛肉（均为原生态有机放养牛群）为原料，保证了肉质的口感与新鲜度。

娴熟的切割技巧，独特炭火烤制令牛肉的香味通过最原始美味的方法牢

牢留在食客的记忆里。

Goodman Mayfair

地址：24-26 Maddox St, London W1S 1QH  

网址：http://www.goodmanrestaurants.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2:00-22:30

联系方式：+44-20-74993776

Goodman City

地址：11 Old Jewry, London EC2R 8DU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五 12:00-22:30

联系方式：+44-20-76008220

鳗鱼冻
鳗鱼冻（Jellied eels）是东伦敦的一种传统小吃，做法是把新鲜鳗鱼加

上醋和香料水煮之后，放置冷却会自然形成凝胶状。鳗鱼冻看起来样子

好像不怎么样，但伦敦人却很喜欢它。虽然鳗鱼冻的确有种不一样的风味，

但可能不适合国人的口味，尝试请慎重。

 soso 的向前走  鳗鱼冻

M.Manze  

这是一家老字号的店，传统风味的英式餐饮。从 1902 年开业，菜谱基

本上没有变化，只做过细微调整，牛肉馅饼最为有名，很值得一试。

地址：87 Tower Bridge Road, London, SE1 4TW   

网址：http://www.manze.co.uk/ 

营业时间：周一 11:00-2:00；周二 - 周四 10:30-2:00；周五 10:00-

2:30；周六 10:00-2:45

联系方式：+44-20-74072985

soso 的向前走 鳗鱼冻 Jellied eels 是英国暗黑料理第一名的菜，据说是小

贝的最爱。我是一直没敢尝试，推荐这家出名的老店。据说吃过后是让

人非常难忘。

英式早餐
英国人认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代表了英国独特生活方式。

一份英式早餐包括燕麦粥、煎蛋、烤番茄、蘑菇、茄汁黄豆、熏培根和

烤香肠等。英式早餐中，就鸡蛋通常就有煎蛋，炒蛋，连壳煮和去壳煮

四种烹调方法。早餐通常搭配英式早餐茶、咖啡和橙汁以及涂抹过黄油

的烤面包片一同食用。

  soso 的向前走  英式早餐

soso 的向前走  英式早餐是为数不多的有英国特色，又吃起来还不错的

东西。一般社区里都有早餐店，有的可以全天提供，有的到中午，所以

就是叫早餐，不一定非要早餐的时候吃。通常都量很大，吃完非常有精神。

非常适合要赶路的人补充体力。一般会有各种 set 可以选择。配咖啡或饮

食早餐茶。

The Delaunay 

想吃正宗的英式早餐？这间店可有多种组合可以选择。除早餐外，餐厅

全天都提供新鲜、可口的食物。如果在伦敦停留时间充足，何不选一日

在这里尝试下慵懒的 Brunch 或下午茶。

地址：55 Aldwych, London, WC2B 4BB

网址：http://www.thedelaunay.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五 7:00-24:00；周六 8:00-24:00；周日 9:00-23:00

联系方式：+44-20-74998558

参考价格：英式早餐 5-15 欧，主菜 15-30 欧，三道菜加酒水人均 40

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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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下午茶
提起英式下午茶，绝对是高贵和轻松自在的代名词。曼妙的红茶配上美

味的甜点，下午茶的文化从维多利亚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到伦敦来不

能不尝试这贵族般的礼遇，享受这高雅和精致的慢生活。英式下午茶不

仅是味觉的体检，也是融入当地生活的最好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下

午茶时男士必须穿着燕尾服，女士则着长袍。虽然现在在酒店用下午茶

时不必如此正式，但是着装最好不要过于休闲，举止大方得体，交谈声

音尽量低。

一般来讲，下午茶的专用茶为大吉岭茶、伯爵茶或锡兰茶。茶点用三层

点心瓷盘盛放。最下面一层可以放一些咸点心，如三明治、牛角面包等；

第二层放的是咸甜结合的点心，一般没有夹心，如英式 Scone 松饼和培

根卷等传统点心；第三层则放蛋糕及水果塔，以及几种小甜品。吃的顺

序要遵循由淡而重，由咸而甜的法则，从最下层往上吃，先尝尝带点咸

味的三明治，让味蕾慢慢品出食物的真味，再饮几口红茶。

  Summer 舒逸  下午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美妙！

Palm Court

位于伦敦朗廷酒店的中心位置，提供经典下午茶，让客人一尝百多年的

美味传统。在英国茶协会（Tea Guild）的评选中，Palm Court 提供的

英式下午茶被选为 2010 年度“伦敦最佳英式下午茶”。

地址：The Langham, 1C Portland Place, Regent Street, London 

W1B 1JA

营业时间：餐厅周一 - 周五 6:30-23:00 周六、周日 8:30-23:00；下午

茶 13:00-17:30

网址：http://www.palm-court.co.uk  

联系方式：+44-20-79650195

到达交通：地铁 Oxford Circus 站

Orangery at Kensington Palace

橘园茶室位于肯辛顿宫内，环境自然一流。室内装饰也堪称经典，具有

典雅的 18 世纪风格。不仅茶品精致美味，重要的是价格也平易近人。

地址：Kensington Palace, Kensington Gardens, London, W8 4PX

网 址：http://www.hrp.org.uk/KensingtonPalace/Foodanddrink/

Orangery

营业时间：早餐 10:00-11:45；午餐 12:00-14:00；下午茶 14:00-

17:00

联系方式：+44-20-31666112

Fortnum&Mason

伦敦最出名的食品百货商店，出售各种顶级美味，最富盛名的是这里的

红茶，口感醇厚，深受英国人喜爱。除了购物之外，到商场享受正宗的

英式下午茶也是美妙、难忘的经历。

地址：181 Piccadilly, London, W1A 1ER 

网址：http://www.fortnumandmason.com/ 

营业时间：餐厅：周一 - 周六 10:00-20:00，周日 12:00-18:00；下午

茶周一 - 周六 12:00-18:30、周日 12:00-16:30 提供

到达交通：地铁 Green Park 或 Piccadilly Circus 站

eclipse   强烈推荐大家去 Fortnum&Mason 这间 300 年历史的老店 High 

tea。就在牛津商圈附近，但需要提早预订。这里食物的精致定让你觉得

不虚此行。

国际美食

Andy’s Taverna

伦敦高人气希腊餐厅，装修具有希腊风格。服务热情，重要的是价格很

亲民。海鲈鱼（Sea Bass）非常新鲜，强烈推荐。

地址：81-81a Bayham Street, London, NW1

网址：http://www.andystaverna.com/ 

联系方式：+44-20-74859718

到达交通：地铁 Camden Town 站

参考价格：主菜 9-12 欧，海鲜主菜 12 欧左右

Nando’s

葡萄牙连锁餐厅，在伦敦有多家分店，很受英国人追捧。这里的招牌即烤

鸡，根据口味不同可选择微辣、中辣和超辣，加上薯条、沙拉等配菜，每

餐价格在 12-15 镑，性价比颇高。网址：http://www.nandos.co.uk/ 

 乔小兽  Nando's 烤鸡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724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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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berge Bar&Restaurant

法式风味餐厅，菜肴别具特色，店内舒适，服务也一流。用餐时间人较多，

可提前预订座位。

地址：1 Sandell Street, SE1 8UH

网址：http://www.auberge-restaurant.co.uk/ 

联系方式：+44-20-76330610

到达交通：地铁 Waterloo 站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约 25 镑

Las Iguanas

拉丁风味的餐厅，装饰亦具有异国情调。除了菜品，还可尝试一下巴西

和墨西哥风格的鸡尾酒。

地址：Festival Terrace, Southbank Centre, Belvedere Road, London SE1 8XX

网址：http://www.iguanas.co.uk/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 12:00-23:00；周五、周六 12:00-2:00；周日

12:00-22:30

联系方式：+44-20-76201328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约 20 镑

My Old Dutch

餐厅内部装饰轻松自然。多种口味的荷兰煎饼，能满足顾客的多种需求。

还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儿童菜单。

网址：http://www.myolddutch.com/ 

Kensington 店

地址：16 Kensington Church Street, Kensington, London, W8 4EP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五 10:00-22:00；周六、周日 9:00-22:00

联系方式：+44-20-79376090

到达交通：地铁 High Street Kensington 站

Holborn 店

地址：131-132 High Holborn, Holborn, London, WC1V 6PS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1:00-22:30；周日 11:00-21:30

联系方式：+44-20-72425200

到达交通：地铁 Holborn Station 站

Chelsea 店

地址：221 Kings Road, Chelsea, London, SW3 5EJ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22:30；周日 10:00-22:00

联系方式：+44-20-73765650

到达交通：地铁 Sloane Square Station 站

Frankie&Benny’s

美式意大利餐厅，推荐牛排和披萨。

地址：7 Whitehall, London, SW1A 2DD

网址：http://www.frankieandbennys.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9:00-23:00；周日 9:00-22:30

到达交通：地铁 Charing Cross 站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约 20 镑

购物 Shopping

作为时尚之都，来伦敦体验购物的乐趣是每个游客都不会错过的。

无论你是热衷精美的奢侈品，还是对街边淘宝情有独钟，来伦敦

都不会让你失望。

TOP3 奢华购物必逛
伦敦的优雅和富贵，同样影响着它的消费地。著名的百货公司均有着悠

久的历史，豪华的装潢、完善的配套设施、热情周到的服务，把购物也

打造成了一次完美的奢华体验。

  哈罗德 Harroads

哈罗德是伦敦最有名最高级的百货公司，已有超过 150 年历史。现在它

已经不仅是一间百货公司，而俨然已经成为游客到伦敦必逛的景点之一。

在这里汇聚了世界顶级品牌，而且不论是建筑还是内部装饰都透出贵族

风范。来 Horrods 一定要到“食物大厅”，这里卖的食物琳琅满目，目

不暇接，看得人眼花缭乱。

地址：87-135 Brompton Road, Knightsbridge, London, SW1X 7XL

网址：http://www.harrods.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20:00；周日 11:30-18:00

联系方式：+44-20-77301234

到达交通：地铁 Knightsbridge 站

Selfridges 

百年来这里一直是伦敦的时尚源头，汇集了最前沿的时尚服饰、珠宝、配

饰以及众多的美妆品牌。为了使顾客购物更加愉快和独特，商场还提供私

人购物服务。纵情购物后，在商场的餐厅享受极致的美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400 Oxford Street, London, W1A 1AB

网址：http://www.selfridges.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三 9:30-20:00；周四 - 周六 9:30-21:00；周日

11:30-18:00

联系方式：+44-1133698040

Westfield 

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是购物、饮食和会面的完美场所，有超过 300 个

商品零售店。尤其这里的 The Village，聚集了超过 40 个奢侈品牌，为

喜欢购物的潮人提供最佳购物体验。

地址：Westfield London, Ariel Way, London, W12 7GF

网址：http://uk.westfield.com/london/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三 10:00-21:00；周四、周五 10:00-22:00；周六

9:00-21:00；周日 12:00-18:00

联系方式：+44-20-33712300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Shepherd's Bush、White City 或 WoodLane、

Shepherd's Bush Market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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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 复古集市
Vintage 大行其道，来伦敦不逛复古集市，那你就 out 了。来伦敦深度

游的朋友，可千万要挑一个周末，到这些集市逛一逛。五花八门的特色

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垂涎的国际美食，吃喝玩乐全部搜罗，让

你体会到伦敦的新奇另一面。

人气推荐 Portobello Road 

位于诺丁山的 Portobello Road 是伦敦最著名的购物街和最大的复古

集市。街两旁充满了古董店、时装设计店、家居饰品店等各种特色商店。

和这些店铺同样吸引人的，是这里的露天集市，瓜果蔬菜、鲜鱼鲜肉，

商品应有尽有。最热闹的要数周六的复古集市，这一天的街上充斥着发

黄的旧书、唱片和海报、手工饰品、精致的古董和家具等。

 晴儿  Portobello 复古集市古旧的明信片

地址：Portobello Road, London, W10 5TA

网址：http://www.portobelloroad.co.uk/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三 9:00-18:00；周四 9:00-13:00；周五、周六

9:00-19:00

联系方式：+44-20-77277684

到达交通：地铁 Notting Hill Gate 或 Ladbroke Grove 站

晴儿   这里有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里每件小藏品都有着好几百年的

经历，每件二手衣服都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不要只做个光看

的游客，店主们都有长长的故事乐意和你分享，也有许多古玩喜好者

和收藏专家埋伏其中。要注意的是，不是每样东西都可以拍照，举起

相机前要先看看有没有禁止拍照的标识，或者询问店主，得到许可再

拍。像很多放在橱窗里的高级瓷器、画像，还有名人们佩戴过的饰品等，

都不能拍照。

经典必逛  科文特花园 Covent Garden

Covent Garden 是 最 独 特 的 地 区， 位 于 最 繁 华 的 地 段， 由 Apple 

Market、East Colonnade Market 和 Jubilee Market 三大复古集市

组成。除了露天的摊贩之外，还有众多的特色小店和各类风格的餐厅、

酒吧，出售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在这里逛街可一定要管好你的钱包和胃。

而除了购物和美食之外，这里还有花样繁多的街头表演，让你真正的体

味到伦敦的多元文化和包容的精神。

网址：http://www.coventgardenlondonuk.com/

到达交通：Covent Garden

soso 的向前走  伦敦必去，不多说了，周围有很多可以逛的，比如 seven 

dials 里面有一段彩色房子，问一下路就可以找到，必去必去！

   soso 的向前走 科文特花园

Camden Market

伦敦朋克文化的发源地，各种稀奇古怪的商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有趣的玩意儿层出不穷。这里出售的工艺品、服饰、饰品等都是极

具个性独一无二的。除此以外这里多元化的小吃摊也吸引着无数年

轻人。

网址：http://www.camdenlock.net/ 

到达交通：地铁 Camden Town 站

Borough Market

拥有超过 300 年历史的 Borough Market 是伦敦必去的市场之一，终

日人流川流不息。市场堪称是“吃货的天堂”，遍布英国当地及国际小吃，

包括水果、蔬菜、肉类、海鲜、红酒等。来这个市场既能让你大饱口福，

又能让你过足眼瘾。

地址：8 Southwark Street, London, SE1 1TL

网址：http://www.boroughmarket.org.uk/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三 10:00-15:00；周四 11:00-17:00；周五 12:00-

18:00；周六 8:00-17:00

联系方式：+44-20-74071002

到达交通：地铁 London Bridge 站

Brick Lane

Brick Lane 位于伦敦东区，是伦敦的时尚风向标。这里的复古精品店和酒吧

众多，时尚潮人们均在此聚集。周日的复古集市上的商品更是花样层出不穷。

地址：Brick Lane Market, Shoreditch, London E1 6PU

网址：http://www.visitbricklane.org/

开放时间：周日集市 9:00-17:00；商店、画廊及餐厅等每日开放。

到达交通：地铁 Aldgate East 或 Liverpool Street 站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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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Entertainment

伦敦的娱乐并不单调，《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等享誉全球

的歌剧在西区经久不衰，活色生香的夜生活在各个酒吧、夜总会

上演，入夜的伦敦同样精彩纷呈。

西区经典剧目盘点
欧洲不乏高水平的音乐剧，但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伦敦的剧场演出活

动格外的精彩，特别是伦敦西区（West End）可谓是音乐和剧场演出爱

好者的天堂。这里有超过 50 家剧院，常年上演经典的音乐剧、话剧、歌

剧、芭蕾舞、爵士乐、古典音乐等，并且每年都会创造新的票房历史。

最卖座   歌剧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这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凄美爱情故事已在伦敦西区

连续演出了 20 多年，仍旧经久不衰，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表演受到世界各

国人们的喜爱。

上演剧院：女王陛下剧院 (Her Majesty's Theatre)

地址： 57 Haymarket, London, SW1Y 4QL

网址：http://www.hermajestystheatre.org/ 

到达交通：地铁 Piccadilly Circus 或 Leicester Square 站

LCDing 场内座无虚席，观众大都身着正装，安静等候。我们还看到一

位盲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入座第一排边上一个位子，他是专门来听

歌剧的。演出中演员们创作热情高，没有丝毫倦怠。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不管是处在舞台中央还是角落，神态、动作皆一丝不苟。全剧音乐极富

感染力，观众也反响热烈，场内的气氛非常好，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LCDing 音乐剧《剧院魅影》谢幕照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根据法国作家维克多 • 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讲述了法国大革命

时期人民的不幸，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伦敦版本从 1985 年至今不

断上演，已成为世界上连续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

上演剧院：女王剧院 (Queen’s Theatre)

地址：51 Shaftesbury Avenue, London, W1D 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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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44-844-4825160

妈妈咪呀！ Mamma Mia ！

《妈妈咪呀！》在 1999 年于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2004 年开始

于威尔士王子剧院演出。该剧轻松活泼，词曲朗朗上口，目前已在全球

200 多座城市上演，观看人数超过 5000 万。

上演剧院：威尔士王子剧院 Prince of Wales Theatre

地址：31 Coventry Street, London W1D 6AS

网 址：http://www.theatrepeople.com/theatres/prince-of-wales-

theatre

到达交通：地铁 Piccadilly 站

狮子王 The Lion King

《狮子王》根据迪士尼最受欢迎的同名动画电影改编。在表演中融入很

多的非洲元素，也添加了众多的新曲目，带给观众无与伦比的视听感受，

是一部老少皆宜的音乐剧。

上演剧院：Lyceum Theatre

地址：21 Wellington Street, London, WC2E 7RQ

网址：http://www.lyceumtheatrelondon.com/

演出时间：周二 - 周六 19:30；日间场周三、周六、周日 14:30。演出

全长约 2 小时 30 分。

联系方式：+44-20-70990930

捕鼠器 The Mousetrap

英国推理女王阿加莎 • 克里斯蒂的推理名剧《捕鼠器》首演于伦敦西区，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公演时间最长、影响广泛的一部舞台剧，已连续公演

了 57 年，成为英国伦敦的著名地标式演出剧目。

上演剧院：St Martin’s Theatre

地址：West Street, London WC2H 9NZ

网址：https://www.the-mousetrap.co.uk/ 

联系方式：+44-844-4991515

到达交通：地铁 Leicester Square 站

酒吧及俱乐部
入夜后的伦敦也有各种各样的地方等着人们去享受。到英国酒吧喝上两

杯，绝对是伦敦普遍的娱乐方式。平日拘谨的英国人，似乎在此时才能

得以敞开胸怀。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在伦敦的酒吧里坐坐，感受一下当

地独特的娱乐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英国有几万家大大小小的酒吧，其中

不乏数百年历史的。每个酒吧都有自己的特色，代表着英国的传统，也

体现着英国人的特性，值得一试。

伦敦夜场最强推：SOHO 区

Soho 区位于伦敦市中心，紧邻唐人街，是伦敦最大的夜生活所在地，酒

吧、夜总会林立，是入夜后放松休闲的好去处。若要问伦敦人到哪里消遣，

非 Soho 莫属。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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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SOHO 区内时髦的鸡尾酒酒吧，鸡尾酒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定制。

地址：4 Golden Square, London, W1F 9HT

网址：http://www.graphicbar.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五 9:30-24:00，周六 12:00-24:00，周日 12:00-

21:00

联系方式：+44-20-2879241

到达交通：地铁 Oxford Street 或 Piccadilly 站

Bar Italia

始建于 1949 年，是一间意大利风格的酒吧，到处都充满着复古意大利

风格，是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地址：22 Frith Street, SOHO, London W1D 4RF

网址：http://www.baritaliasoho.co.uk/

联系方式：+44-20-74374520

新兴区域：Hoxton 区

Hoxton 区也是伦敦最酷的地区，这里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成为画廊、时

装店、艺术工作室等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同时酒吧业兴起。

Bluu

位 于 Hoxton 区， 每 晚 会 有 不 同 主 题 的 活 动。 推 荐 Bluu 75、Pina 

Colada、Cosmopalitan3 款鸡尾酒。

地址：1 Hoxton Square, London, N1 6NU

网址：http://www.bluu.co.uk/ 

联系方式：+44-20-76132793

到达交通：地铁 Old Street 站

Bar Kick

伦敦唯一一家以桌面足球（Table Football）为主题的酒吧，吸引很多桌

面足球队来此。另外每当有体育赛事时，还能和球迷们一边喝酒一边观看。

地址：127 Shoreditch High Street, London, E1 6JE

网址：http://www.cafekick.co.uk/ 

营业时间：周一 - 周三 12:00-23:00；周五、周六 12:00-1:00；周日

12:00-10:30

联系方式：+44-20-77398700

到达交通：地铁 Shoreditch High St、Hoxton 或 Old Street 站

Festivals节庆

圣 • 帕特里克节 St Patrick’s Day

3 月 17 日是爱尔兰国庆节，又叫圣帕特里克节。这一天人们喜欢佩带三

叶苜蓿，用爱尔兰的国旗颜色——绿黄两色装饰房间，身穿绿色衣服。

随着爱尔兰后裔遍布世界各地，现在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渐渐在一些国家

成为节日。

   jingruxuxu 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诺丁山狂欢节 Notting Hill Carnival

来自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的移民文化孕育了诺丁山狂欢节，它是欧洲规

模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盛会，每年 8 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2013

年为 8 月 25、26 两日）。伴随着欢快的拉丁舞曲节奏，彩色花车涌上

街头，不同肤色的狂欢者身着色彩斑斓的服装，脸上涂着各色颜料，载

歌载舞，将诺丁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泰晤士河节 Thames Festival

泰晤士河节于每年 9 月举行，是一个世界性的周末节日，包括交易会、

街头表演、音乐和河舟大赛等，并以周日晚在维多利亚 Embankment

的狂欢结束。

焰火节 Bonfire Night

英国传统节日，又叫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1605 年 11

月 5 日天主教反叛分子盖伊 • 福克斯密谋炸毁英国国会，后阴谋泄露国

会躲过一劫。因此每年的这天人们都要烧毁福克斯的塑像，这天便成为

英国点篝火、放烟花的节日。

节礼日 Boxing Day

Boxing Day 流行于英联邦国家，为每年 12 月 26 日。原意是牧师在这

天打开教堂的功德箱，将善款分给穷人。现在 Boxing Day 已经演变成

为购物日，商家在这天都会有大幅度的减价促销。

Tours线路推荐
伦敦 2 日走马观花

线路设计

D1：圣詹姆斯公园—白金汉宫—西敏寺—议会大厦—伦敦眼—西区剧院

早餐后至詹姆斯公园散步，带些面包或饼干喂一喂公园里的天鹅和松鼠。

然后步行至白金汉宫，观看白金汉宫前的换岗仪式。虽然仪式是 11:30 

开始，但由于观看人很多，尽量在 11 点前到达以占好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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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观宏伟的西敏寺，然后可步行至议会大厦，并欣赏泰晤士河的风光。

在黄昏时登上伦敦眼，俯瞰泰晤士河及两岸风光。入夜后，可根据兴趣

到西区观赏音乐剧或到 Soho 区的酒吧放松一下。

D2：大英博物馆—唐人街—国家肖像美术馆—国家画廊—特拉法加广

场—泰晤士河游船

线路详情

乘车至大英博物馆，这里文物和收藏众多，至少需要 3 小时的参观时间。

下午可乘车至唐人街，在此用午餐。然后步行至特拉法加广场，参观国

家画廊，若时间充足，也可顺便至国家肖像美术馆参观。黄昏时分可以

向泰晤士河边步行，欣赏伦敦的夕阳。可以选择沿河漫步，也可以坐船

夜游泰晤士河。

   大逗   晚霞中的伦敦

伦敦 5 日深度体验

线路设计

D1：圣詹姆斯公园—白金汉宫—西敏寺—议会大厦—伦敦眼—西区剧院

D2：大英博物馆—唐人街—国家肖像美术馆—国家画廊—特拉法加广

场—泰晤士河游船

D3：伦敦塔桥—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

D4：海德公园—肯辛顿宫—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

馆—哈罗德百货

D5：温莎城堡—牛津街—摄政街

线路详情

D1、D2 同 2 日游线路

D3：早上坐车去塔桥，可以进入塔桥上层的观光走廊参观，或者在塔

桥上欣赏不远处的伦敦市政厅、碎片大厦等。接着参观历史悠久的伦敦

塔，感受这个河边古堡的魅力，可以在伦敦塔的餐厅吃午餐。下午参观

戴安娜王妃大婚的圣保罗大教堂，可以登上穹顶俯瞰伦敦城景。晚上在

科文特花园吃饭购物，这里有伦敦最出名的炸鱼和薯条店。皇家歌剧院

也在科文特花园，如对歌剧有兴趣，还可以在皇家歌剧院 Royal Opera 

House 的官网提前购票。

D4：早上在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漫步，如有兴趣可以参观肯辛顿宫，

这里是戴安娜王妃曾经的住处，如今是威廉王子夫妇和乔治小王子的居

所。下午坐车去博物馆区，参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以及自然历史

博物馆。参观完可以去附近的哈罗德百货吃饭、购物。

D5：从帕丁顿火车站出发，到女王的居所之一温莎古堡参观。回到伦敦

市区后，坐车去牛津街和摄政街商圈购物，在离开伦敦之前好好血拼一回。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英国伦敦附近主要有 5 座机场。最大的国际机场为希思罗机场，从中国

出发主要停靠该机场。而盖特威克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和卢顿机场主

要停靠欧洲间航班或廉价航空的航班。另外虽然伦敦船坞区还有一个伦

敦城市机场，但此机场主要为小型航班而设。

希斯罗机场 Heathrow Airport

伦敦希思罗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由中国飞往伦敦的航

班主要在希斯罗机场起降。机场目前有 5 座航站楼，因此在前往机场前

要先确认飞机停靠在哪个候机楼。更多机场信息可登陆希斯罗机场官方

网站查询 http://www.heathrowairport.com/ 

机场交通

机场高速列车 Heathrow Express

伦敦希思罗机场高速列车可在 15 分钟内到达伦敦帕丁顿（Paddington） 

， 单 程 票 价 20 镑， 往 返 票 价 34 镑； 每 日 5:10 至 23:25 从

Paddington 发车，每 15 分钟一班；相反方向每日从 5:03 至 23:58，

亦 15 分钟每班。高速列车车票可在上车前购买，也可登陆网站 https://

www.heathrowexpress.com/ 购买。

伦敦地铁

乘坐皮卡迪利（Piccadilly）大街方向地铁可在 1 小时内到达伦敦市中

心。因到达伦敦市区位置的不同，票价在 5 镑左右。地铁服务时间从约

5:00-23:30。

巴士

从候机楼或客运总站，可乘坐大巴车到达多个当地和国内终点站。

National Express 公司承运机场至伦敦市区的线路，终点为 Victoria 巴

士站。另外还有到达 Gatwick、Stansted、Luton 机场和牛津、布里斯

托等城市的班次。具体线路及价格可登陆 www.nationalexpress.com

查询。

出租车

到达伦敦市中心的行程时间约为 1 小时，车费需 40-75 镑。

盖特威克机场 Gatwick Airport

盖特威克机场（机场代码 LGW）为伦敦第二大机场，位于伦敦南部，

距离市中心约 45 公里。分为南、北两座航站楼，两座航站楼之间有免

费 24 小时巴士接驳。中国国内有少数航班在此机场停靠。机场网站：

http://www.gatwickairport.com/ 

机场交通

盖特威克快车 Gatwick Express

来往伦敦市区较快捷的方式，每 15 分钟一班，至伦敦 Victoria 仅需 30

分钟。单程票价 17 镑，往返 30 镑。http://www.gatwickex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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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Southern Train（http://www.southernrailway.com/ ）运营机场来

往伦敦 Victoria 的火车，每 15 分钟一班，至伦敦 Victoria 需 45 分钟。

单程票价 12 镑。

First Capital Connect（ http://www.firstcapitalconnect.co.uk/）

运营机场来往 London Bridge、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车站和卢顿

机场的火车。

巴士

机场巴士由 Easybus 和 National Express2 家公司承运。

Easybus（http://www.easybus.co.uk/） 承 运 机 场 至 Earl's 

Court/West Brompton， 用 时 1 小 时 5 分 钟。 单 程 票 价 3.99-

11.99 镑不等，网上购票越早优惠越多。National Express （http://

www.nationalexpress.com/）每 20 分钟一班，单程票价 8 镑，往

返 15 镑。

出租车

从盖特威克机场至伦敦市中心，出租车车费需 85-95 镑。

斯坦斯特德机场 Stansted Airport

斯坦斯特德机场（机场代码 STN）位于伦敦东北，距离伦敦市中心约 48

公里。主要停靠 Easyjet 和 Ryanair 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另外也有少

数 Airberlin、Germanwings 公司的航班停靠。机场网站 http://www.

stanstedairport.com/ 

机场交通

斯坦斯特德快车 Stansted Express

来往伦敦市区较快捷的方式，每 15 分钟一班，至伦敦 Liverpool Street

需 45 分钟。单程票价 22.5 镑。https://www.stanstedexpress.com/  

火车

Southern Train（http://www.southernrailway.com/ ）运营机场来

往伦敦 Victoria 的火车，每 15 分钟一班，至伦敦 Victoria 需 45 分钟。

单程票价 12 镑。

First Capital Connect（ http://www.firstcapitalconnect.co.uk/）

运营机场来往 London Bridge、St Pancras International 车站和卢顿

机场的火车。

巴士

机场巴士由 Easybus、National Express 和 Terravision3 家公司承运。

Easybus（http://www.easybus.co.uk/）承运机场至 Baker Street，

每 20 分钟一班，用时 1 小时 15 分钟。单程票价 2.99-11.99 镑不等，

网上购票越早优惠越多。

National Express （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提供往返伦

敦Victoria和Liverpool Street的巴士。至伦敦Victoria每10分钟一班，

用时 85-100 分钟，单程票价 10.5 镑；至伦敦 Liverpool Street 每 30

分钟一班，用时 45-60 分钟，单程票价 8.5 镑。另外还有发往剑桥、牛津、

伯明翰等城市的班次。

Terravision（http://www.terravision.eu/london） 提 供 往 返 伦 敦

Victoria、Liverpool Street 和 Stralford 的巴士。至伦敦 Victoria 每

30 分钟一班，用时 75 分钟，单程票价 9 镑；至伦敦 Liverpool Street

每 30 分钟一班，用时 55 分钟，单程票价 9 镑；至伦敦 Stralford 每

30 分钟一班，用时 40 分钟，单程票价 6 镑起。

出租车

从斯坦斯特德机场至伦敦市中心，出租车车费约 100 镑。

卢顿机场 Luton Airport

卢顿机场（机场代码 LTN）距离伦敦市中心约 50 公里，为廉价航空机场，

Ryanair、Easyjet、Wizzair 等廉价航空有航班在卢顿机场起降，多数

为欧洲航线。机场官方网站 http://www.london-luton.co.uk/ 

机场交通

火车

Luton 机场火车站为 Luton Airport Parkway。机场航站楼与火车站通

过巴士连接，每 10 分钟一班，用时 6 分钟，单程票价 1.5 欧，也可与

火车票一起购买。机场火车站至伦敦，根据到达火车站不同，票价有所

浮动，全程 1 小时左右。

巴士

机场巴士由 Easybus 和 National Express2 家公司承运。

Easybus（http://www.easybus.co.uk/） 连 接 Luton 机 场 和 伦

敦 Victoria 巴士站，中间还在伦敦市区 Gloucester Place、Marble 

Arch、Finchley Road 和 Brent Cross 停靠。巴士每半小时一班，高

峰时 15 分钟一班。全程 1 小时 15 分钟左右，单程票价 3.99-11.99

镑不等，网上购票越早优惠越多。National Express（http://www.

nationalexpress.com/）每 20 分钟一班，单程票价 13 镑，往返 18 镑。

出租车

从卢顿机场至伦敦市中心，出租车车费需 95-100 镑。

火车

国际列车

欧洲之星（Eurostar）是经著名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是由伦敦前往

法国巴黎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高速列车。伦敦每天至少有 10 班高速列车

通过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来往于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用时约 2

小时 20 分。Eurostar 订票网站：http://www.eurostar.com/ 

由于英国和申根国家属于不同签证区域，搭乘 Eurostar 必须注意是否有

目的地签证，并事先预留海关通关时间（至少预留 40 分钟），将必要文

件先行备齐。另外英国与欧洲大陆间有 1 小时时差，如果需要转车、转

机或约定时间，请一定注意时间。

国内列车

英国铁路分为 First、Eastcost、Eastmidland 等不同营运公司。网上

提前预订车票会有很多优惠。由于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会从不同车站发车，

市区内的火车站有些会有火车接驳，有些则要求你出闸转搭地铁，有些

必须要走长长的接驳通道（ 如 King’s Cross 和 Euston 站），在订票

前建议先看清楚起点和目的地中间是否需要转车、如何转车，以免措手

不及。所有的火车站都与地铁站相连，方便出行。

常用查询及订票网站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http://www.thetrainline.com/ 

http://www.scotrail.co.uk/ 

http://www.eastcoas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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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主要火车站

Victoria 与 Victoria Coach Station 相邻，方便转乘巴士，可到达斯坦

斯特德机场、盖特威克机场、布莱顿等地

Euston 可至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等地

King’s Cross 可至约克、利兹、爱丁堡等地

Liverpool Street 可至斯坦斯特德机场、剑桥等地

London Bridge 可至盖特威克机场、布莱顿等地

Paddington 可至希斯罗机场、牛津、巴斯、卡迪夫等地

Waterloo 至温莎、艾克塞特等地

St Pancras 至诺丁汉、谢菲尔德、坎特伯雷、巴黎等地

长途汽车

大多数长途线路从伦敦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Victoria Coach Station）

始发，登陆以下巴士公司的网站了解车次及时间，提前预订有优惠。

National Express（www.nationalexpress.com ）

英国线路最全面的巴士公司，从伦敦至英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城市均有班次。

Megabus（http://uk.megabus.com ）

承运伦敦至英国各大城市的长途线路，还有伦敦至巴黎、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等地的国际线路。网站经常会有特价票放出。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圆头圆脑的黑色出租车是伦敦的经典标志之一，虽然现在的出租车颜色

越来越多彩，但仍基本保持了传统造型。这种车型专为出租车设计生产，

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伦敦出租车的起车费为 2.2 镑。周一至周五 6:00-20:00 每英里约 4.5 镑，

周一至周五夜间及周末每英里约 4.8 镑，行驶距离越远，每英里价格越低。

希斯罗机场至市中心约 40-75 镑。

  violet  伦敦可爱的计程车

公共交通

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便利，乘坐地铁和公交可以到达所有的景点。

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简称 TFL）负责所有伦敦公共

交通的运营，包括火车、地铁、公交车、游船、出租车等，登陆其网站

http://www.tfl.gov.uk/ 即可查询所有的出行信息。

交通卡

牡蛎卡 Oyster Card

牡蛎卡是在伦敦乘坐地铁、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 DLR 最经济和便利的

支付方式。乘坐地铁时，需要在乘坐前和行程结束后分别刷卡；而乘坐

公交车时只需在上车时刷卡一次。

牡蛎卡可在火车站、地铁站等购买。对于到伦敦来旅行的游客，一般会

选择现用现付（Pay as you go），按单价收费，余额不足再充值。首

次购买至少充值 5 镑，之后可在地铁站售票处充值或充值机自助充值。

旅游卡 Travelcard

旅游卡可在地铁、DLR、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使用，预定泰晤士河游

船享有 1/3 优惠。旅游卡分为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非高峰时段卡不

能在工作日的 6:30-9:30 和 16:00-19:00 使用。旅游卡分为日票（One 

Day Travel Card）、周票（Weekly Travel Card）、月票（Monthly 

Travel Card）和年票（annual travel card）。购买时间越长，优惠越多。

  慧眼看世界  英国火车票、伦敦 Oyster Card

日票：非高峰时段成人票价 1-6 区 8.9 镑；高峰时段 1-2 区 9 磅，1-4

区 11.4 磅，1-6 区 17 磅。

周票：没有非高峰时段优惠，1-2 区成人票价 31.4 镑；1-3 区 36.8 磅；

1-4 区 45 磅，1-5 区 53.4 磅，1-6 区 57.2 磅

地铁

伦敦有 12 条地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系统之一。数百个车站分布在

市区的各个角落，是伦敦人日常使用最频繁的交通工具。地铁站的标志

是红色圆环加蓝底白字 UNDERGROUND。运营时间从 5:30 至午夜。

伦敦地铁常用站

Victoria：交通枢纽站，可至 Victoria 巴士站、火车站等

Charing cross station：国家美术馆所在，可由此经林荫大道步行至白金

汉宫

Knightsbridge：可至哈罗德百货、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自然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2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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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

Tower Hill：可至伦敦塔、伦敦塔桥等热门景点

Bond Street 和 Oxford Street：逛街首选，附近有各种大型的购物中

心和高街品牌专卖店。

Leicester Square：唐人街和 SOHO 区所在，附近聚集了各种餐厅和

酒吧

DLR

DLR 即船坞轻轨铁路（Docklands Light Railway），连接伦敦市中心

和东部新兴船坞区码头的 Canary、格林威治及斯特拉福德，也是伦敦地

铁系统的一部分。

游船

泰晤士河游船是游览伦敦的经典观光项目。坐在船上，平静的河面微风

习习，两岸风光如画卷般展开，没有什么比乘坐游船观赏伦敦更惬意的了。

游船线路：威斯敏斯特码头－议会大厦－市政厅－伦敦眼－滑铁卢码头－

皇家音乐厅－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塔桥－伦敦塔码头－港口区－金

融区－格林威治码头。全程约 2.5 小时。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时差

英国所在时区是格林威治时间的标准时区，即 0 时区（GMT±0）。每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变为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7 个小时；10 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日变为冬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8 个小时。

当地语言

英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使用基本的英文即可轻松至英国旅行。英国人

一般很热心，即使遇到沟通困难的情况，也会热心想办法解决。

英文基本标志

免费入场 Admission Free 

外币兑换处 Bureau de Change

更衣室 Changing Room

减价 Clearance/Sale

停止营业 Closed

紧急 Emergency

入口 Entrance

出口 Exit 

问讯处 Information Desk

禁止吸烟 No Smoking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当地消费

英国的流通货币是英镑。人民币与英镑的汇率为 1:0.09，即 1 元人民币

=0.09 英镑，1 英镑 =10.65 人民币元（截止至 2013 年 7 月）

英镑的货币符号为£。纸币面值有 50、20、10、5、1 镑，硬币有 2

镑、1 镑、50 便士、20 便士、10 便士、5 便士、2 便士及 1 便士（1

镑 =100 便士）。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和旅行热门城市，消费水平较高，尤其是住宿费用，

在旅行费用中占较大比例，并最好提前预定。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

菜在 12-25 镑之间。相对住宿和饮食，参观景点费用并不高，大多数的

伦敦博物馆和美术馆均免费对公众开放。

当地安全

到伦敦旅行很安全，但有些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夜晚最

好不要单独出行，尤其女生还是尽量结伴。

电源

英国的标准电源是 240 伏、50 赫兹的交流电，使用英式三针方形插头。

中国的电子产品在英国都可正常使用。但须准备电源转换插头，在英国

的超市和日用品店也可以买到，价钱稍贵。

邮局

在伦敦内有众多的邮局提供邮寄明信片、信件和包裹的服务。另外邮局

还出售电话卡和很多类型的纪念商品，并提供货币兑换业务。

旅游信息中心

在伦敦设有多处旅游信息中心，在这里可以问路和获得出行建议。同时在

旅游信息中心还可以得到最新版的地图、地铁图和活动信息等。伦敦最大

的旅游信息中心位于圣保罗大教堂旁边，另外在维多利亚车站、国王十字

车站、利物浦街车站等车站及主要旅游目的地附近均设有旅游信息中心。

City of London Information Centre

地址：St. Paul’s Churchyard, City of London, EC4M 8BX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9:30-17:30，周日 10:00-16:00

联系方式：+444-20-73321456

使领馆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地址：49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JL

网址：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 

办公时间：周一 - 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到达交通：Great Portland Street 或 Regent's park 站

出入境 Entry-Exit

护照

护照（Passport）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

时，由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

中国公民申请护照所需材料：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复印件、近

期免冠照片、填写完整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表》。全国公

安机关已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启用的

电子护照，防伪性能提高，办理程序上新增指纹采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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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签证申请流程

所有中国公民在进入英国前都需要申请英国签证。申请人可以在计划启

程日期之前 3 个月之内申请签证。

1. 在线填写申请表格，在线预约

自 2012 年 4 月 30 日起，签证中心不再接受手填的申请表格，申请人

必须在线申请。在线申请时，需依照该链接并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完

成表格之后，将申请表格打印出来并签字。当完成在线申请之后，将收

到一封包含有申请人的申请号码（即 "GWF 参考号码 "）的电子邮件。

作为在线申请的一部分，申请人应该在前往签证申请中心之前使用在线

预约系统进行预约。申请人的预约日期必须在完成并递交在线申请表之

后 30 日内。紧急情况下，可无需预约便可前往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签证申

请，但是这样可能会更为费时。

2. 准备申请材料。（见下页签证申请材料）

3. 访问申请中心，递交在线申请表以及支持材料，并支付签证申请费

800 元（申请中心可以使用现金支付签证申请费。也可以使用 Visa 卡、

Master 卡或银联卡支付。）。必须本人亲自前往签证申请中心以完成整

个申请流程，递交所有申请材料。

4. 采集申请人的生物识别信息。

包括指纹和脸部照片（拍照时不得配戴墨镜或有色眼镜，头发不得遮住

眼睛，或有任何面部遮挡物。）

签证申请材料

1. 护照原件（有效期 6 个月以上），且至少有一张正反两页的空白页

2. 彩色护照照片（35Mm ﹡ 45mm）

3. 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并签字

4. 身份证复印件

5. 目前工作或学习的证明文件

（申请人雇主用单位抬头纸出具的证明信，此证明信应注明工资及在此

单位已工作的时间，确认已获批假期，并说明此假期是否带薪。企业注

册文件，以确认企业所有者的姓名及企业开业日期。若学生需学校用单

位抬头纸出具证明信，此证明信应确认是在校生及已获批假期的情况）

6. 资金证明（银行对账单或存折、银行存款或余额证明、工资单、税单、

房产证等以证明可负担出行费用）

7.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8. 住宿及往返旅行预订的具体信息，包括酒店预订确定（通常为电子邮

件）、旅行预订确认（可为电子邮件或票据复印件、机票订单等）

中国各地签证中心地址

北京签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 5 号，北京 Inn，2 号楼 A 座，9 层 A 区，

A901 至 919 室，100010

咨询邮箱：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7:30-14:30

武汉签证中心

地址：武汉市徐东路凯旋门广场 A 座 1502，430063

咨询邮箱：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沈阳签证中心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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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室，

110013

咨询邮箱：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济南签证中心

地址：济南市泉城路 180 号齐鲁国际大厦 B10-15 室，250011

咨询邮箱：infopek.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重庆签证中心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77 号 J.W 万豪酒店国贸中心 3 楼 3U-7，

400010

咨询邮箱：infockg.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成都签证中心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广场 16 楼 C2，

610017

咨询邮箱：infockg.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上海签证中心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1 楼，200023

咨询邮箱：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杭州签证中心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 334 号同方财富大厦 503 室，310003

咨询邮箱：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南京签证中心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18 号南京国际贸易中心 11 层 C4，210005

咨询邮箱：infosha.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广州签证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广场 215 室，510620

咨询邮箱：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深圳签证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38 号国际商会大厦 A 座二楼 06-07 室，

518048

咨询邮箱：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福州签证中心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 18 号正大广场御景台 20 层，350001

咨询邮箱：infocan.ukcn@vfshelpline.com

办公时间：8: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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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 入境卡

英国入境卡填写说明

在到达英国之前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会发一张 UK Border Agency 的 

Landing Card，这张卡填好后随护照一同交给边检人员审查。由于边检

的队伍时常很长，到了再填卡会很耽误时间，所以最好自己带一支笔，

在飞机上提前填写。

（蓝色背景部分是海关工作人员填写部分，未做说明部分均用英文填写）

Family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Sex 性别（在对应的方框里打 ×）

Date of Birth 出生年月日（按日 - 月 - 年的顺序，填
写阿拉伯数字）

Town and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国家及城市（按护照的籍贯填写）

Nationality 国籍

Occupation 职业

Contact address in the UK 英国地址（访友可填朋友的地址，旅
行可填在英国住宿宾馆的地址）

Passport no 护照号码

Place of issue 护照签发地（按护照填）

Length of stay in the UK 在英国的停留时间

Port of last departure 最后出发口岸

Arrival flight/train number/ship 
name

抵达英国的飞机航班号（或者火车、船）

Signature 签名（中英文均可）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图书《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讲述了孤儿奥利弗在伦敦的心酸

悲惨生活。虽然书中讲述的只是奥利弗的遭遇和身世，但孤儿院、童工、

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描写，是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真实写照。这部

经典的小说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等。

图书《查令十字街 84 号》 84, Charing Cross Road

这本书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

缘情缘。双方 20 年间始终未曾谋面，相隔万里却深厚情意。无论是平淡

生活中的讨书买书论书，还是书信中所蕴藏的难以言明的情感，都给人

以强烈的温暖和信任。他们来往的书信被海莲汇集成此书，并被全球人

深深钟爱。

音乐专辑《Abbey Road》

这张《Abbey Road》是 Beatles 乐队的第十一张专辑，也是解散前的

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Abbey Road 是乐队在伦敦所在录音棚的街名，

封面照片即在该路口拍摄。不少音乐界团体或其它大众娱乐文化都曾以

该唱片的封面模样作为模仿或致意的题材。而 Abbey Road 亦成为代表

性的披头士歌迷朝圣、观光景点。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