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London"
In this timeless city built on historical grandeur, world-class fashion and theater, music and clubbing, and a stunning, eclectic

array of bars and restaurants draw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ondon is classic yet modern, dynamic, and always fascin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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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伦敦最热门的历史旅游景点"

大英博物馆是伦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库。藏
品于1753年遗赠给国家，博物馆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建于19世
纪。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博物馆的藏品大量增加， 藏品主要是英国于18世
纪至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中得来而闻名，至今藏品已超过650万件。这个博物
馆占地约5.5公顷（14英亩），根本不能在一次参观中看完所有藏品。 著名
的罗塞塔石碑、亚述浮雕、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和大量的埃及收藏品是大英博
物馆最著名的几件展品。

 +44 20 7323 8299  www.britishmuseum.org  information@britishmuseu
m.org

 Great Russell Street,
Bloomsbury,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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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眼 

"21世纪的地标"

这座位于南岸137米（450英尺）的巨大摩天轮被称为“伦敦眼”或“千禧轮
”，在那里可以鸟瞰伦敦的美景。在晴朗的天气里，从山顶向四面八方延伸4
0公里（25英里）的壮观景色包括温莎的景色。它在21世纪之交诞生，被授予
“千年轮”的称号，象征着迄今取得的进步和美好未来的希望。伦敦眼从此
成为城市的标志，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悬臂梁支撑和城市最高的景点之一。
“伦敦眼”每一个玻璃包裹的吊舱都能以一种悠闲的速度围绕其直径120米（
394英尺）可容纳多达25名乘客，一圈需时30分钟。在整个摩天轮旅程中，俯
瞰方圆25英里范围内的壮丽景色，其间还可以听到解说一一介绍进入视野的
主要地标。

 +44 870 990 8883  www.londoneye.com/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Riverside
Building, County Hall,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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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桥 

"伦敦最华丽的桥"

伦敦塔桥由霍勒斯·琼斯爵士设计，于1894年向公众开放，是伦敦最著名的
地标之一。这座著名的塔桥建在泰晤士河上，俯瞰着标志性建筑伦敦塔。由
于19世纪运河上交通量多，塔桥设计成分上下两层，两个可以升高的结构。
这座桥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砖石塔，里面装着用来提升
桥上升降机的煤发动机。这两座塔北塔和南塔现对游客开放。 塔桥设有玻璃
窗的封闭走道，连接在石塔之间，在这里可以饱览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街景
。

 +44 20 7403 3761  www.towerbridge.org.uk/
TBE/EN/

 enquiries@towerbridge.or
g.uk

 Tower Bridge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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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 

"权贵的历史"

900年的历史铸造了庄严并深藏其中的伦敦塔角楼墙，由壕沟和厚厚的城墙包
围着。伦敦塔最初由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作为据点开始修建，多年来由不同
的君主进行扩建。 它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古老的，那座白塔可以追溯到1078
年征服者威廉作为诺曼人至高无上的象征。尽管伦敦塔被用作皇家住宅、军
械库和铸币厂，但它最著名的地方是作为监狱和行刑地点，最著名的是安妮
·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伊丽莎白一世、沃尔特·罗利爵士和爱德华五世
王子是被囚禁在这里的其他几个著名人物。叛国、阴谋和间谍活动的故事充
斥在这些历史性的城墙中，无数的秘密等待着被揭露。其中有趣的事伦敦的
乌鸦，传说中乌鸦成了吉祥物，因此而受到了保护。如今伦敦塔是一座博物
馆，也是皇冠珠宝之家。城堡的游览由约曼狱吏带领的带领，也被称为吃牛
肉的人。

 +44 20 3166 6000  www.hrp.org.uk/TowerOfLondon/  Lower Thames Street, St Katharine's
& Wapping,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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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教堂 

"大不列颠的国家圣地"

座落于威斯敏斯特宫的西边，这座早期英国哥特式建筑十分宏伟壮观，以其7
00年的历史和与英国皇室的联系吸引了所有人。这座教堂最初是由忏悔者爱
德华国王在1042年至1052年间建造的，当时是圣彼得大教堂，是为他本人和
随后的所有皇室继承人提供的皇家墓地。很快，这座最初的罗马式教堂也成
为加冕典礼和皇家婚礼的举办地，从而成为英国君主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 虽然教堂在16世纪拥有大教堂的地位好几年，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它一直
是天主教本笃会（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教堂。之后，成为圣公会教堂
。这座修道院有着雄伟的象牙塔楼，面向天空，教堂南侧设开敞拱廊，两座
塔楼之间装饰诺曼风格的中殿，是当今伦敦最令人惊叹的皇家地标之一。

 +44 20 7222 5152  www.westminster-
abbey.org/

 info@westminster-
abbey.org

 20 Dean's Yar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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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 

"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

海德公园是伦敦市中心最具地标性的绿地之一，每一片草叶都浸透了16世纪
初的历史。这里有许多的历史景点，公园的主要景点包括象征性的演讲角,
休闲的 九曲湖 游泳区域, 以及著名的
蛇形画廊。还有琳琅满目的景色，例如伊西斯雕像 以及
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 如果你热爱大自然，还可以前往海德公园南部的骑兵
营，到了那里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幸福的玫瑰园之中。海德公园是伦敦一处必
去的公园，非常适合在那里度过一天的愉悦时光。

 +44 300 061 2114  www.royalparks.org.uk/p
arks/hyde-park

 hyde@royalparks.gsi.gov.
uk

 West Carriage Driv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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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钟 

"闻名于世的钟"

大本钟指的是著名的钟楼，位于 威斯敏斯特宫最北端, ，伊丽莎白塔或者称
为大本钟，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被认为是19世纪最时尚的计时设备
之一。这座宏伟的纪念碑是1834年威斯敏斯特旧宫被大火烧毁时建造的，这
引发了对新建筑的需求。就在那时，英国建筑师奥古斯都·普金（Augustus 
Pugin）为这座塔所做的设计取得了大众认可，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复兴建筑成
为大英帝国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之一。大本钟高达315英尺（96米），是一个由
沙色的安斯顿石灰岩构成塔的上下半部的混合物，铸铁尖顶让灰白的天空增
添一道绚丽的色彩。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钟楼上的计时装置重量超过5吨，钟
摆每两秒跳动一次，重量达203公斤（447.53磅）。虽然这座雄伟的钟楼可以
在远处被海外游客欣赏，但只有当地的居民才知道塔的内部深度。

 +44 20 7219 4272  www.parliament.uk/bigben  Parliament Square, Palace of
Westminster,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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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宫 

"英国皇后的住址"

宏伟庄严的白金汉宫自1837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官方住所。尽管
这座宫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白金汉宫的公爵在这里建造了他的
官邸，现在主要由建筑师建筑师约翰纳什和爱德华布洛尔主持。这座宫殿拥
有775间厅室，由艺术家伦勃朗、维米尔和范戴克等人用塞弗雷斯瓷器和艺术
品把宫殿装饰得十分奢华。从美丽时代的奶油色和金色，到中国皇宫的精致
，每间客房都展示着奢华而雅致的室内设计。大理石楼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
的青铜铸造的作品之一，由蚀刻玻璃圆顶和宫殿的焦点照明，而前院是伦敦
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 ,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每天的举行换岗仪式。皇
家马厩和女王艺苑是这座皇家官邸受欢迎的景点，也向游客开放。 白金汉宫
被周围经过修剪过的草坪和郁郁葱葱的花园所环绕，在夏天盛开着无数的花
朵，描绘出一幅英国王室风格的壮丽美景。

 +44 20 7766 7300  www.royalcollection.org.uk/visit
/the-state-rooms-buckingham-
palace

 Constitution Hill,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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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加广场 

"纳尔逊将军之家"

特拉法加广场结合过去和现在，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西敏市中心。广场全年举
办各种活动，沿着这条路可以看到宏伟的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画廊。特拉
法尔加广场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805年特拉法尔加战役而修建的，这一事件标
志着法国海军舰队的沦陷，使英国免受入侵。广场标志是南端的纳尔逊纪念
柱，上面刻有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的雕像，以纪念这位著名的海事将军
。柱底四周是四只巨型铜狮，两旁是潺潺的喷泉。2003年的翻新工程优化了
步行道，把南端的车道移除，通过楼梯把国家肖像画廊与广场相连接。熙熙
攘攘的人们穿梭在特拉法加广场，无论是游客们还是当地人都在前往画廊的
路上。

 www.london.gov.uk/about-us/our-building-and-
squares/trafalgar-square

 Trafalgar Squar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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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莎夫人蜡像馆 

"全球知名蜡像馆"

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由杜莎夫人于1835年成立，是伦敦最受欢迎的旅游
景点之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全球政治领袖和体育界人士到你
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和电视剧人物，在这座著名的博物馆里你可以找到所有名
人的蜡像。 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用你最喜欢的名人照片，点击蜡像状态，欣
赏其中的细节。

 +44 87 1894 3000  www.madametussauds.com/
london/

 guest.experience@madame-
tussauds.com

 Marylebone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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