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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rassrootsgroundswell 

萨沃伊 

"传奇豪华"

萨沃伊是伦敦所有最着名和历史悠久的酒店之一。自1889年开放以来，它一
直是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到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各种明星的临时家园。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和他的内阁也经常在餐厅里发现。豪华的客房结合了最现代化的设施，如古
典，美丽的接触，如穆拉诺玻璃吊灯和大理石地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特殊
的个性化的触感，所以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对于最好的历史最好的酒店，萨
伏伊不会让人失望。

 +44 20 7836 4343  www.fairmont.com/savoy-
london/

 savoy@fairmont.com  Strand, 伦敦

 by morebyless   

常春藤餐厅 

"伦敦的高级餐厅"

常春藤餐厅拿到伦敦最高级餐厅的名衔实在是实至名归。这里有橡木镶板、
带有染色玻璃的V字形的房间和舒适的氛围。这里的用餐者多数都是电影明星
、戏剧明星或社交人物。但当然，这里的服务不会因人而异。从咸牛肉土豆
泥到鱼子酱，每道菜都经过精心烹调，而且卖相也相当诱人。因为这家餐厅
人气相当旺，所以你一定要在一个月前就预定好座位。但如果不是繁忙时间
，或许你还可以碰碰运气，看看临时有没有空缺的座位。

 +44 20 7836 4751  www.the-ivy.co.uk/  dodonavan@caprice-
holdings.co.uk

 1-5 West Street, 伦敦

 by Mike Miley   

Hazlitt的酒店 

"老式在伦敦市中心"

Hazlitt's Hotel酒店是一家老式的，友好而舒适的酒店，位于伦敦市中心。
它是以18世纪散文家威廉·哈兹利特的名字命名的，曾经居住在这里。它坐
落在一排格鲁吉亚房屋的一排安静的道路上，离牛津街不远。 30间典雅的客
房拥有镶板墙壁和旧式家具。他们为自己提供的护理质量感到自豪，并提供2
4小时客房服务。由于其受欢迎程度，其业务来自口碑推荐，所以你不可能看
到一个广告。

 +44 20 7434 1771  www.hazlittshotel.com/  reservations@hazlitts.co
.uk

 6 Frith Street, Soho
Square, 伦敦

 by Ewan-M   

Mahiki 

"阿罗哈！"

说阿罗哈在夏威夷高档酒吧Mahiki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位于多佛街道，Mah
iki有惊人的鸡尾酒，友好的服务，美妙的菜肴，是一个地方看到和被看到。
Mahiki酒店位于两层，拥有夏威夷乡村风格的装饰，配有竹制家具和热带植
物。酒吧供应波利尼西亚和夏威夷美食，包括有机菜肴。虽然食物是美味的
，大多数人来这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饮料菜单。这是威廉王子和哈里最喜欢
的夜景之一！

 +44 20 7493 9529  mahiki.com/london/  honey@mahiki.com  1 Dover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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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incent_AF   

太阳剧团Soir 

"马戏团主题的夜总会"

顾名思义，这个会员唯一的俱乐部是一个每周举办马戏表演的马戏团主题俱
乐部。装饰恭维的主题，工作人员，谁是友好的，完全符合人品。酒吧里有
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鸡尾酒单，上面摆放着穿着滑稽服装的酒吧女郎的混合
饮料。知名名人，如Cirque Club的常客，包括Lady Gaga，Usher，David
Guetta，Black Eyed Peas等等。提前打电话为您的团队预订一张桌子。

 +44 20 7287 8001  www.cirquelesoir.com/  15-21 Ganton Street, 伦敦

 by Booking.com 

桑德森伦敦 

"Ian Schrager＆Phillipe Starck再次"

即便在开设设计师酒店圣马丁巷一年后，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也
开设了这个更独特的西区绿洲，那里有白色，银色，窗帘或玻璃，而不是门
。大厅再次更具戏剧性，配有录像装置，歌剧窗帘，时髦的家具，然后在美
丽的充满鲜花的露台上呈现出色彩。 Sanderson酒店拥有健康水疗中心，美
食餐厅和各种装饰创意的客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酒店之一。

 +44 20 7300 1400  www.sbe.com/hotels/originals/san
derson#/home/

 50 Berners Street, 伦敦

 by joshuemd   

C伦敦 

"美好的用餐体验"

在C伦敦，除了最好的食物，葡萄酒和服务之外，别无选择。这里供应的美食
是意大利，所以探索美食和美酒的味道。 C London是威尼斯Harry's酒吧的
姐姐，也是一大群着名明星的明智之选。尝试任何菜，你保证一个快乐的肚
子。这是一个与你的特别的人一个浪漫的晚餐，或一个有趣的晚上与一群朋
友的完美设置。

 +44 20 7399 0500  www.crestaurant.co.uk/  london@crestaurant.co.uk  23-25 Davies Street, 伦敦

 by followtheseinstructions
   

戏园公园 

"浮华与魅力"

时尚舞蹈俱乐部戏园公园与其客户群一样魅力四射，自开幕以来已经囊括了
众多名流。这个伦敦热门地区的华丽装饰和节日气氛鼓励顾客放松和跳舞的
夜晚，使其成为复杂的梅费尔附近的首屈一指的夜生活场所。随着充满活力
的现代艺术墙壁和不断变化的娱乐，戏剧公园巷没有两晚是一样的。在客人
名单上获得您的名字，并前往这个专属俱乐部，度过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夜
晚。

 +44 20 7208 4125  www.dramaparklane.com/  35 Hertford Street, 伦敦

 by  Richard Oldale 

朗廷伦敦 

"现代国际酒店"

伦敦朗廷酒店自1865年成为欧洲第一家豪华酒店以来，一直为宾客带来迷人
的热情款待。现在，酒店经过大规模修复后重新焕发了活力，散发出优雅而
永恒的优雅气息，融合了过去的时尚感，今天。你一定会被令人兴奋的新面
貌所迷住。酒店迷人而迷人，从您踏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大堂的那一刻开始
。

 +44 20 7636 1000  www.langhamhotels.com/e
n/the-langham/london/

 tllon.info@langhamhotels
.com

 1c Portland Plac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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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UggBoy♥UggGirl [ PHOTO
// WORLD // TRAVEL ]   

多切斯特水疗中心 

"休息放松"

位于多切斯特内，这家水疗中心为男女士提供各种水疗服务。比预约时间提
前十五分钟过来，这样就可以在疗程开始之前有充足的时间换衣服和放松身
心。多切斯特水疗中心也欢迎非市民的顾客前往享受水疗服务。面部护理的
话，不妨试试Eve Lom面部护理、Thalgo面部护理或根部保湿面部护理；也可
以放松享受全身按摩，真正的香熏按摩与热石按摩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
里更为怀孕女士提供特殊的护理服务。

 +44 20 7319 7109  www.dorchestercollectio
n.com/en/london/the-dorc
hester/spa-hotel-london/

 spa.tdl@dorchestercollec
tion.com

 53 Park Lane, The
Dorchester, 伦敦

 by The Dorchester 

中国唐 

"中国的味道"

中国唐大卫的想法在伦敦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品
味。室内装饰高雅，让人想起30年代的装饰艺术。来自中国的一些传统和现
代艺术作品排列着巨大的餐厅。供应地道的粤菜，客人将品尝原有经典风味
，保留原样。北京烤鸭，红烧鲍鱼和炒龙虾是非常前卫的。点心，甜点菜单
是广泛的，客人宠坏了选择。一个优秀的酒吧不断努力把你放松的模式！放
下你的头发，私下里，选择一个餐厅坪，庞，庞！

 +44 20 7629 9988  www.chinatanglondon.co.
uk/

 reservations@chinatanglo
ndon.co.uk

 53 Park Lane, The
Dorchester Hotel, 伦敦

 by  The Lanesborough
Hotel 

兰斯伯瑞酒店 

"传统英伦奢华"

兰斯伯瑞酒店位于大名鼎鼎的骑士桥附近，对面就是海德公园。这家酒店里
有95间客房，其中43间是套房。酒店的宾客都会被视为住在私人住宅里的荣
誉宾客，都会有私人服务助理来服侍。所有的客房和套房都配有最先进的设
备，这些设备为你提供很多辅助服务，像免费无限地线电话，可以连接美国
和欧洲其他国家、互联网、预定电影、报纸、矿泉水、水果、茶或咖啡，还
有电话闹钟。餐厅让顾客可以感受到现代意大利餐饮体验，品尝最新鲜的当
季食材。好好享受享誉盛名的茶室里的下午茶，茶店有新鲜出炉的圆饼、味
道浓厚的凝结奶油和自制的水果饯，这可是被英国茶叶协会评为“2008英国
最佳下午茶”！

 +44 20 7333 7711  www.oetkercollection.co
m/hotels/the-
lanesborough/london/

 reservations@lanesboroug
h.com

 Hyde Park Corner, 伦敦

 by Booking.com 

The Rookery酒店 

"在城市的浪漫之旅"

The Rookery Hotel酒店在伦敦Barbican社区附近提供独一无二的住宿设施。
它提供精美，设备齐全的生活区，装饰着豪华的古董和家具，提供最好的舒
适。酒店地理位置便利，曾经被许多名人参观过，经常被吹捧为内伦敦地区
最好的浪漫之一。

 +44 20 7336 0931  www.rookeryhotel.com/  reservations@rookery.co.
uk

 Peter's Lane, Cowcross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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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dy Roberts   

多立克式的拱门 

"永恒的优雅"

多立克式拱门是当地很受欢迎的城市里的一家老酒馆。它从Euston驻地的一
个被拆毁的曲拱得到它的名字。不少流行明星和名流来到这个地方，尽管如
此，却有着轻松的气氛。装饰是旧世界和传统的灯笼和火车纪念品排队在木
地板上。另一个富勒的酒吧这个地方也有很棒的食物和饮料。它靠近尤斯顿
火车站也使它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早餐场所，而美味的菜单确保这个地方永远
拥挤。如果一个人正在心情重温旧时光，就放在这里。

 +44 20 7383 3359  doric-arch.co.uk/  doricarch@fullers.co.uk  1 Eversholt Street, 伦敦

 by Booking.com 

Baglioni酒店 

"在伦敦的意大利酒店"

这伦敦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是一个理想的住宿地点。这里提供的款待和设施一
定会让您留下难忘的回忆。这家精品酒店在城市的一个更高档的地区提供优
雅的套房。酒店内的Brunello Lounge and Restaurant餐厅供应意大利美食
和500多种葡萄酒。您还可以在Brunello酒吧品尝伏特加酒，威士忌或尝试选
择雪茄，放松身心。对于更具冒险精神的当地选择包括Westbourne
House，Kensington
Arms或长颈鹿。在酒店的健身中心配备给你一个美好的锻炼体验。

 +44 20 7368 5700  www.baglionihotels.com/
pages/eng_hp_londra.jsp

 info.london@baglionihote
ls.com

 60 Hyde Park Gate, 伦敦

 by nnoeki   

巴列尼奥SPA由Elemis 

"步入宁静"

休息一下周边城市的旅游和购物活动，花时间在Elel的Baglioni SPA享受放
松。坐落在伦敦Baglioni酒店内，这个温泉浴场使用值得信赖的品牌Jessica
和Elemis的产品。这里提供的服务范围确保您从头到脚轻松。按摩，身体磨
砂，裹敷，面部护理，修甲和修脚等都是所提供的一些疗法。这里还提供像
减肥，排毒，产前按摩和男性治疗等特殊治疗。

 +44 20 7368 5923  www.baglionihotels.com/
baglioni-spa/

 spa.london@baglionihotel
s.com

 60 Hyde Park Gate,
Baglioni Hotel London, 伦敦

 by Ewan Munro   

霍利手臂 

"在桥下"

霍利胳膊没有什么特别的显着，但它是一个愉快的地方。装饰简单明快，夏
天的周末有一个啤酒花园，可以让卡姆登市场的购物者非常忙碌。客人在白
天由市场观众和其他人组成，晚上则主要是年轻时尚的人群。有时候，人们
可以在这里找到像Amy Winehouse这样稀有迷人的名人在这里喝酒。尽管如此
，霍利酒吧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经过艰苦的一天购物后，你可以把双脚放在
一两杯。

 +44 20 7428 5979  www.thehawleyarms.co.uk/  2 Castlehaven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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