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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体育馆 

"芭蕾和歌剧院"

伦敦体育馆是ENO（英国国家歌剧院）和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所在地。拥有近
2500个座位，是伦敦最大的剧院之一。内部装饰美观，温和华丽，镶嵌淡蓝
色和金色，舞台上的风景总是微不足道的。体育馆位于市中心，坐落在特拉
法加广场和莱斯特广场之间，不容错过的商标冲天炉。对于芭蕾或歌剧的粉
丝们来说，这里的表演是游览伦敦时必看的景点。

 +44 20 7845 9300 (Box
Office)

 www.eno.org/  box.office@eno.org  St Martin's Lane, 伦敦

 by Peter Suranyi   

皇家歌剧院 

"伦敦最高级的文化宫"

这家歌剧院比以前更加宏伟了。这座残旧的建筑已经被重新装修，重拾昔日
的辉煌，至今仍然是伦敦最大的戏剧与芭蕾舞剧院，展出皇家芭蕾舞团、皇
家歌剧院和ROH乐队。在这里，观众可以欣赏到最著名的男高音、知名芭蕾舞
家和名人观众。即使不去看表演，光是到这里欣赏精致的建筑风格就已经值
得。入门大堂和展览都是供公众参观，这里还可以带观众到后台游览一番。
请致电票房查询更多信息。

 +44 20 7240 1200  www.roh.org.uk/  Bow Street, 伦敦

 by Taylor Friehl on 
Unsplash   

马戏团 

"晚餐，饮料和歌舞表演"

欢迎来到马戏团！这是一个有趣的疯狂的地方，美味的食物，饮料和现场表
演为您的享受。马戏团位于伦敦剧院区的考文特花园，每晚为您呈现现场歌
舞表演，确保您的夜晚难忘。它也有一个鸡尾酒酒吧，各种饮料，只为你挑
选。白天，会场是人们聚会喝酒的酒吧，到了晚上，慢慢变成一个舞蹈和歌
舞表演的活火圈，您可以享用鸡尾酒。沉浸在由着名厨师Andrew Lassetter
精心烹制的泛亚洲美食中。让马戏团把你带入一个愉快和满足的世界，一个
愉快的夜晚。

 +44 20 7420 9300  www.circus-london.co.uk  info@circus-london.co.uk  27-29 Endell Street, 伦敦

 by Jvdc   

萨默塞特府 

"露天乐趣"

如果你正在寻找乐趣，这是访问的地方。伦敦是一个繁荣的文化景点，这里
有溜冰场，举办特别的工作坊，活动和世界级的展览。这座宏伟的18世纪建
筑拥有Courtauld艺术学院，Gilbert Collection和Hermitage
Rooms的着名收藏。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德蒙·J·萨夫拉喷泉法庭（Edmond
J. Safra Fountain
Court）中享受美妙的户外空间，并进入散步长廊的众多咖啡馆和餐厅之一。

 +44 20 7845 4600  www.somersethouse.org.u
k/

 info@somersethouse.org.u
k

 Stran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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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剧院 

"剧作家复兴"

这个独立的，专门建造的剧院和作家中心就在苏豪区的中心，在那里你可以
体验到最好的新的，年轻的文字。坐落在驾驶舱剧院的Soho剧院公司，直到1
995年花了三年的时间，把这个前犹太教堂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化模式。在苏豪
剧院和作家中心比较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是“四四个星期”的新写作季节，每
个剧本在演出一周之前排演一个星期。剧院还展示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学校的1
1岁儿童戏剧性的一年一度的神奇表演，以及整个夏季的深夜喜剧表演。事件
时间不同，请检查网站的进一步细节。

 +44 20 7478 0100 (Box Office)  www.sohotheatre.com/  21 Dean Street, 伦敦

 by Matt Brown   

南岸中心 

"战后文化繁荣"

南岸中心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1951年的英国节日引起了人们对英国艺术界
的兴趣。该中心是该市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建
筑。南岸中心由皇家国家大剧院（包括奥利维尔，利特尔顿和科特斯洛剧院
）和国家电影院组成，国家电影院展示了国际艺术家电影的精华。南岸区拥
有许多其他画廊和景点。

 +44 20 7960 4200  www.southbankcentre.org
.uk/

 customer@southbankcentre
.co.uk

 Belvedere Road, 伦敦

 by Alberto Ceballos   

维多利亚宫剧院 

"西区剧院"

维多利亚宫自1832年以来一直在现址。最初是一个有音乐厅的酒店。在20世
纪初，结构被拆除，让位给维多利亚宫剧院。自1911年成立以来，一直表现
出色。剧院主要演奏音乐剧，例如Grease，Fame，Tonight's Night和Billy
Elliot。

 +44 20 7834 2781  www.victoriapalacetheat
re.co.uk/

 enquiries@victoriapalace
.co.uk

 126 Victoria Street, 伦敦

 by Public Domain   

科西嘉工作室 

"现代派对"

科西嘉工作室一直持有一些城市最极端的地下音乐派对。工作室内有不同的
空间可以雇用私人或公共职能。高科技DJ设备，声音放大器，屏幕，投影仪
和舞台完全照顾到场地的音乐和娱乐。口渴的游客有一个储藏丰富的酒吧，
定期举行的现场表演进入科西嘉一个备受追捧的票。

 +44 20 7703 4760  www.corsicastudios.com/  info@corsicastudios.com  4-5 Elephant Road, 伦敦

 by Photo: Andreas Praefcke
   

巴比肯中心 

"表演艺术中心"

巴比肯中心被混凝土塔楼和摩天大楼所包围，是音乐和表演艺术的活跃场所
。在复杂的内部，你会发现巴比肯电影院，它总是在艺术屋电影的最前沿;主
办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巴比肯剧院等;伦敦交响乐团的故乡巴比肯音乐厅;和
巴比肯画廊（Barbican Gallery），这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视觉艺术人才
的中心。您可以在Searcy's的优秀餐厅享用后戏。

 +44 20 7638 4141  www.barbican.org.uk/  tickets@barbican.org.uk  Silk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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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Oxyman   

圆屋 

"艺术遗产"

建于1846年，作为一个引擎棚，Roundhouse在1964年首次进行了翻修，以举
办音乐和戏剧活动，并呈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表演者
，如Jimi Hendrix和Pink Floyd。 Roundhouse于1983年因资金短缺而关闭，
于1996年重新开放，并于2006年进行大规模翻新后，一直作为各种音乐会，
戏剧，马戏，诗歌朗诵和其他表演艺术活动的中心。检查他们的网站的事件
日历。不仅仅是成年人，这个空间还允许为11岁以下的孩子们全年编排各种
活动。

 +44 300 678 9222
(Tickets)

 www.roundhouse.org.uk/  boxoffice@roundhouse.org
.uk

 Chalk Farm Road, 伦敦

O2 体育馆 (北格林威治体育馆) 

"位于泰晤士河畔的著名体育馆"

位于泰晤士河河畔，O2是伦敦东南部最大最明亮的多功能场馆。这里有现场
音乐厅indigO2、一个展览厅、一个拥有11个屏幕的电影院和众多餐饮食肆与
商铺。这里的体育馆用于举办各种重要体育赛事，包括体操和篮球冠军赛。
更重要的是，O2是O2体育馆的所在地，这里可以容纳两万观众，举办著名音
乐会和娱乐节目。这里也是2012伦敦奥运的场馆之一，将会举行艺术体操、
蹦床、篮球和轮椅篮球比赛。在奥运会期间，这里将会以“格林威治北体育
场”而称呼。

 +44 20 8463 2000  www.theo2.co.uk/  customerservices@theo2.c
o.uk

 Peninsula Squar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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