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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onicore   

菊花链 

"儿童精品游乐场"

这家小商店提供高质量的替代范围的童装，而无需支付顶级设计师的价格。
雏菊链迎合新生婴儿的小学年龄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的装备或一些有点不同
寻常的地方。这也是一些创新的益智玩具和礼品，以及木制玩具，丰富的毛
绒玩具，手机，壁挂，甚至电池操作的木马店的伟大的商店。 Â

 +44 1789 26 6688  info@daisychaingiftcompany.com  7 Chapel Street, 斯特拉特福

 by Public Domain   

都铎王朝世界 

"期间博物馆"

这座屡获殊荣的都铎王朝时期的博物馆拥有互动式展览，莎士比亚之旅，夜
间幽灵之旅以及有组织的探访活动，为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带来生
机。游客可以坐在餐桌旁休息，坐在君主的床和宝座上，在烛光下聆听灵魂
。

 +44 1789 298070  info@falstaffexperience.co.uk  40 Sheep Street, Warwickshire

 by Nigel's Europe   

皇家莎士比亚剧院 

"莎士比亚剧场"

没有参观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家，去斯特拉特福旅行是不完整的。该剧院始
建于1926年，1879年原始建筑遭到火灾破坏。幸运的是，在火灾中没有被完
全摧毁。原始建筑的一部分，德国城堡和法国城堡之间的交叉，仍然清晰可
见。第二个礼堂，天鹅剧院也被纳入了较旧的部分。

 +44 1789 40 3444  www.rsc.org.uk/  info@rsc.org.uk  1 Bridge Street,
斯特拉特福

 by Amanda Slater   

蝴蝶农场 

"欧洲最大的蝴蝶农场"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蝴蝶农场自豪地宣称这是“欧洲最大的”事实，它为莎
士比亚的所有事物提供了一个和平的退却。数百只蝴蝶可以在近距离观看，
许多种类都具有壮观的色彩。对那些对不那么有吸引力，更可怕的生物感兴
趣的人来说，还有其他的昆虫展示，包括粘虫，吃叶子的蚂蚁和世界上最大
的蜘蛛。

 +44 1789 29 9288  www.butterflyfarm.co.uk
/attraction/

 sales@butterflyfarm.co.u
k

 Swan's Nest Lane,
斯特拉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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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k Bold   

Welcombe山 

"在历史设置的全景野餐"

Welcombe山是一个愉快的地区。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
Avon）镇中心不远，最好从Ingon Lane的停车场步行到Warwick路。从这里到
达方尖碑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是Welcombe
庄园的所有者），您可以在那里获得周围乡村的全景。山丘覆盖约72英亩的
土地，为大量的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已经提供野餐桌和一个观看点，以增加
游客的乐趣。尽管在这里看不到，但现在形成Menzies Welcombe酒店和高尔
夫球场车道的道路曾经是罗马人用来穿越Welcombe山的盐路。还有一点是当
地的历史兴趣，莎士比亚曾经在这里购买了当地十分之一的份额，后来又卷
入了关于共同土地封闭的争端。

 +44 1789 26 0616  www.warwickshirewildlif
etrust.org.uk/WelcombeHi
lls

 streetscene@stratford-
dc.gov.uk

 Tiddington Road,
斯特拉特福

 by Michelle Walz Eriksson 

安妮·海瑟薇的小屋 

"丰富的浪漫莎士比亚的历史"

安妮·海瑟薇的小屋最初是莎士比亚的岳父母的家，是一座迷人的半木结构
的茅草屋顶农舍。直到19世纪，哈撒韦家族的后代居住，小屋仍然包含曾经
属于他们的家具物品。外面是一个梦幻般的传统英式别墅花园，还有一个果
园。漫步在这个田园诗般的环境中，也许停下来购买由旅馆的园丁在途中种
植的植物和草药。茶园供应清淡的茶点，从3月至10月开放。还要注意，星期
五游览在小屋停留。

 +44 1789 20 4016  www.shakespeare.org.uk/
visit/anne-hathaways-
cottage/

 info@shakespeare.org.uk  Cottage Lane, 斯特拉特福

 by Booking.com 

斯特拉特福德庄园 

"完成休闲中心"

Stratford Manor酒店坐落在21英亩的起伏的乡村，是一家现代化的四星级酒
店。在外面用四个壁画描绘季节，酒店内部装饰得非常高。它还拥有一个令
人愉快的餐厅，提供一流的美食，美酒和专业的服务。个性化特色 -
休息室的开放式壁炉，令人印象深刻的休闲中心和两个全天候网球场 - 增加
了酒店的魅力和吸引力。距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市中心仅3英里，与沃里克
类似的距离，斯特拉特福庄园是一个理想的基地，从中探索斯特拉特福和莎
士比亚的众多美食。

 +44 1789 73 1173  www.qhotels.co.uk/hotels/stratfo
rd-manor-warwickshire.aspx

 Warwick Road, 斯特拉特福

 by Booking.com 

Ettington公园酒店 

"留在哥特王室"

Ettington大厅是位于Ettington村庄的一家乡间别墅转变了豪华旅馆。酒店
拥有新哥特风格的外观和皇家毛绒内饰。当你进入酒店，你将被优雅和奢华
的室内装饰所震撼。 Ettington由精心挑选的酒店连锁经营，已成为当地最
好的酒店之一。它有单人房和适合上议院的套房。与他们住在一起，成为享
受豪华庄园的幸福的一部分。孩子们会喜欢游泳池和地面跑来跑去。

 +44 845 072 7454  ettingtonpark@handpicked.co.uk  Stratford Road, Alderminster,
斯特拉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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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ve Hamster   

哈顿国家世界 

"家庭农场乐趣和国家购物"

位于沃里克北部，参观哈顿乡村世界是整个家庭的一天。对于那些渴望花钱
的人来说，看看哈顿购物村（Hatton Shopping Village），前维多利亚时代
的农场里有超过30家商店。无论是花园装饰品，厨具还是用来放纵自己的东
西，礼物，书籍或玩具，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一旦购物完成，让孩子们
在农场周围旅行。寻找宠物的角落，豚鼠村，冒险乐园和全年举办的众多特
别活动。进入购物村，餐馆和停车场是免费的。

 +44 1926 84 3411  www.hattonworld.com/  hatton@hattonworld.com  Dark Lane, Hatton

 by ell brown   

圣约翰故居博物馆，华威 

"社会历史观"

距华威市中心四分之一英里处是一座早期的詹姆士一世的房子，致力于沃里
克郡的社会历史。圣约翰故居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陈列，包括一个服装画廊
和一个19世纪的厨房，客厅和教室。注意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在等待他们的
课程！圣约翰故居也是皇家沃里克郡军团博物馆的所在地，那里有军服和奖
章。这里有令人愉快的花园，周围有绿草如茵的野餐区。

 +44 1926 41 2132  museum@warwickshire.gov.uk  St. John's Court, Warwick

 by amandabhslater   

Jefferson花园 

"有趣的日子"

杰夫森花园是绿旗和绿色遗产奖的获得者，位于利明顿市中心，风景如画。
随着各种景点和活动的追求，花园提供了完整的一天为全家。参观的各个景
点包括温室，其中有趣的热带植物和金鱼池。你也可以去河里姆划船或探索
大量的树木和植物收集。这种感觉的花园之一也是一个必须参观的地方，它
包括触摸和嗅觉的植物。

 +44 1926 41 0410  www.warwickdc.gov.uk/in
fo/20312/jephson_gardens

 contactus@warwickdc.gov.
uk

 24 Newbold Terrace,
Leamington Spa

 by David Stowell   

皇家水疗中心 

"多样的表现"

皇家水疗中心提供给大家的东西，因为它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这包括才艺
表演，演讲，音乐剧，舞蹈表演，巡回演出，致敬乐队和定期向儿童展示的
节目。该中心还拥有一个电影院屏幕，其中包含目前的电影和你第一次错过
的电影。

 +44 1926 33 4418  www.warwickdc.gov.uk/ro
yalspacentre/site/index.
php

 boxoffice@royal-spa-
centre.co.uk

 Newbold Terrace,
Leamington Spa

 by Public Domain   

Ufton领域自然保护 

"丰富的自然栖息地"

位于沃里克郡的Ufton Fields地区面积达77英亩（31.16公顷），受到林地，
草地，游泳池和池塘等一系列栖息地的欢迎，是一个美丽的自然保护区。这
里有丰富的蝴蝶，蜻蜓，野花和鸟类，标志明显的小径是一种欣喜之情。沃
里克郡野生动植物信托基金会（Warwickshire Wildlife
Trust）保存，无论季节如何，全年都可以全家享用。

 +44 1926 30 2912  www.warwickshirewildlif
etrust.org.uk/UftonField
s

 enquiries@wkwt.org.uk  Ufton Fields, Leamington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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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vid Stowell   

诺顿剧院 

"剧院时间"

奇平诺顿剧院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有着适合每个人口味的东
西。无论是音乐，还是喜剧，戏剧，还是放松的电影放映，这都是它的所在
。

 +44 1608 64 2350 (Box
Office)

 www.chippingnortontheat
re.co.uk/

 boxoffice@chippingnorton
theatre.com

 2 Spring Street, Chipping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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