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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s魔术店 

"神奇的地方在伦敦"

Davenports Magic位于伦敦市中心，是伦敦最受欢迎的魔术店之一。路易斯
·达文波特（Lewis Davenport）于1898年开业，继续由达文波特家族拥有和
经营，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店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场所为孩子和成
人储存了数以千计的奇特而有趣的魔术玩具和产品。 Davenports
Magic也经常在设施内的Davenport魔术工作室举办魔术课程和魔术表演。

 +44 20 7836 0408  www.davenportsmagic.co.
uk/

 all@davenportsmagic.co.u
k

 7 Charing Cross
Underground Arcade, The
Strand, 伦敦

 by QuentinUK   

舰队空中手臂 

"可爱的纪念"

坐落在泰晤士河与国防部维多利亚大楼主楼之间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空中
纪念馆。希腊神话传说代达罗斯（Daedalus）的美丽铜像偶像雕塑家詹姆斯
·巴特勒（James But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六千多名海军牺牲的海
军官员雕刻而成。翼状的代达罗斯2.5米（8.20英尺），上面列出了皇家海军
失去其成员的所有战争和战役。这是一个美丽的纪念，以牺牲战争为代价丧
失了所有的生命，并提醒他们为祖国作出的牺牲。

 +44 20 7606 303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fleetairarmoa.org/fleet-air-
arm-remembrance-memorials

 Victoria Embankment, 伦敦

 by Jorge Royan   

詹姆斯·史密斯父子 

"在伞下的记忆"

詹姆斯·史密斯父子（James Smith＆Sons）拥有超过175年的历史，在其商
店展出了各种各样的雨伞。雨或者是闪耀，用詹姆斯多彩的设计之一，做一
个全新的风格陈述。从大到小，便宜到昂贵，这家商店有一个所有的阴影。
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与你的爱人浪漫散步，还是在孩子倾盆浇灌的时
候，詹姆斯·史密斯父子都值得拥有美好的回忆。

 +44 20 7836 4731  www.james-smith.co.uk  retail@james-smith.co.uk  53 New Oxford Street,
Hazelwood House, 伦敦

 by nnoeki   

Mandara温泉 

"纯粹的放纵"

当你踏进曼德拉水疗中心的大门时，你会发现自己被运到了一片宁静祥和的
绿洲，远离城市外面的喧嚣。水疗中心拥有独特的现代风格，轻松融合了亚
洲风格的竹林装饰，手工吹制的玻璃和bab fountain喷泉。在Mandara经验丰
富的理疗师的帮助下，让您的身心恢复活力，并尽情享受奢华的特色护理。
一系列Bliss指甲和打蜡服务以及Elemis的护肤完成了这项服务，向您承诺纯
粹的放纵。健身中心配有温水游泳池，蒸汽浴室，桑拿浴室和健身器材，完
美呈现了Mandara Spa的完美画面。

 +44 20 7620 7300  www.radissonhotels.com/
en-us/hotels/park-plaza-
westminster-bridge-
london/services

 mandaraspawestminster@pp
he.com

 200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Park Plaza
Westminster Bridg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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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lobal Panorama   

花园博物馆 

"扎根于历史"

位于曾经被遗弃的圣玛丽教堂，花园博物馆是您可以在其中学习园艺的所有
其他的东西，包括英国的花园和着名的园丁的历史。博物馆的教堂墓地包括
一个历史性的结花园和许多着名人物的坟墓，其中包括六名大主教的重建。
博物馆里有一家咖啡馆和一家出售各种纪念品和书籍的礼品店。

 +44 20 7401 8865  www.gardenmuseum.org.uk
/

 info@gardenmuseum.org.uk  Lambeth Palace Road, 伦敦

 by br1dotcom   

格兰特动物学博物馆 

"所有关于动物学"

格兰特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保存和分享动物王国过去和现在成员信息的博物
馆，共有约68,000个标本。这里的藏品具有无价的保存骨架和现在已经绝迹
的物种，如渡渡鸟，塔斯马尼亚虎和木瓜。博物馆里还有其他珍贵的物品，
比如利奥波德和鲁道夫·布拉斯卡的动物玻璃模型以及维克多·内格斯爵士
的两边动物头像。格兰特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8年，对于任何好奇的
访客来说都值得一游。

 +44 20 3108 2052  www.ucl.ac.uk/museums/z
oology

 zoology.museum@ucl.ac.uk  21 University Street,
Rockefeller Build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伦敦

 by Lonpicman   

园丁 

"向所有的园丁致敬"

园丁是由Karin Jonsen在一个白色石头基座上的一尊铜像，真人大小的雕像
。它显示了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倾向于在地面上的东西。藏在布鲁尔霍
尔（Brewers Hall）的小花园里，雕像于1971年被伦敦公园的树木，花园和
城市公开/空间委员会授权。这是所有的园丁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颂歌。

 +44 20 7606 3030 (Tourist Information)  London Wall, Brewers Hall Gardens, 伦敦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MykReeve at English
Wikipedia.   

老手术室博物馆和草本阁楼 

"没有麻醉！"

在南华克的圣托马斯教堂之上是伦敦最古老的幸存手术室。建于1821年，这
是用锯和无麻醉剂进行了许多截肢的场景。血液会滴落 - 或者可能从木桌上
倒下，被3英寸的木屑浸透。有人想知道下面的会众怎么会想到从楼上发出的
尖叫，鲜血滴在天花板上。在麻醉药不可用的情况下，患者在手术中经常从
醉酒状态中醒来（他们可以选择酒精或疼痛）。幸运的是，国家卫生部门的
手术室已经有了飞跃，医学生没有这么可怕的统治。

 +44 20 7188 2679  oldoperatingtheatre.com
/

 curator@thegarret.org.uk  9A Saint Thomas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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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arlesRondeau   

水晶宫温泉 

"风格和物质"

沉浸在水晶宫温泉的宁静绿洲，品尝土耳其浴或摩洛哥浴的难忘体验。在这
个神话般的水疗中心提供的疗程旨在与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上，以实
现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和谐平衡。除了放纵的水疗护理之外，水晶宫将为您提
供由经验丰富的造型师组成的服务团队，他们将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外观。
还提供男士专用美容服务。水晶宫水疗中心与其他水疗中心的区别在于，每
位宾客都非常满意，专注于个性化的关注。

 +44 20 7724 3113  crystalpalacespa.com/  info@crystalpalacespa.co
m

 39 Crawford Street, 伦敦

 by ceridwen   

铁匠铺行浴场 

"土耳其快乐糖果在伦敦中部"

距离城市一箭之遥，Ironmonger Row不仅仅是一个游泳池。这里的土耳其浴
室包括一间蒸汽浴室，一系列热室，最后还有一个冰冷的小型游泳池。如果
这听起来对系统有太大的冲击，你可以躺在休息室里睡个懒觉，看电视或者
享受按摩。其他设施包括健身房，日光浴床和洗衣服务。

 +44 20 7253 4011  Ironmonger Row, Aquaterra Leisure, 伦敦

 by jim crossley   

HMS贝尔法斯特 

"浮动博物馆"

HMS贝尔法斯特号是欧洲保存量最大的战舰之一。她于1938年成立，为二战和
朝鲜战争服务。她是为皇家海军建造的伟大军舰的最后幸存的例子。在她的
那一天，她是同类机器和设备中最强大的船只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她有几乎1000个人生活在狭窄的条件下。她于1965年退休，从保护帝国的
贸易路线退休，现在已经转换为一个浮动的海军博物馆，七个甲板供游客发
现。 16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进入。

 +44 20 7940 6300  www.iwm.org.uk/visits/h
ms-belfast

 learningbookings@iwm.org
.uk

 Morgan's Lane, Tooley
Street, 伦敦

 by Loz Flowers   

物理能量雕像 

"胜利雕塑"

物理能源是雕塑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George Frederic
Watts）在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的一座宏伟雕像。雕像是一个
男人栖息在一匹超越的马上。物理能雕像是致力于建立津巴布韦的先驱Cecil
Rhodes先生。您也可以拨打+44 300 061 2000与公园联系，了解更多信息。

 www.royalparks.org.uk/parks/kens
ington-gardens/things-to-see-and-
do/memorials,-fountains-and-
statues/physical-energy-statue

 kensington@royalparks.gsi.gov.uk  The Flower Walk, Kensington
Gardens, 伦敦

 by CharlesRondeau   

卡萨温泉 

"蒸汽放松"

休息一下突尼斯土耳其浴室和美容护理专家所拥有的Casa Spa的日常生活的
狂热节奏。你可以利用的许多疗法，包括正宗的阿拉伯土耳其浴室，在那里
你可以把自己关在蒸汽房里，让你的身体脱落，打磨，直到你感觉像一个全
新的人！您可以通过使用Ghassoul粘土泥面膜等丰富您的肌肤，或使用矿物
质或蜂蜜面膜来增强体验。还提供按摩，面部护理，脱毛治疗等等。

 +44 20 7724 2030  www.casaspa.co.uk/  info@casaspa.co.uk  439 Edgware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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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manda Slater   

小威尼斯 

"威尼斯在这里"

如果你处于爱的境地，这是一个与你的特别的人共度美好时光的好方法。沿
着小威尼斯的运河漫步。它的登陆阶段在摄政运河和大联合运河的交叉点。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沿着运河漫步。一个浪漫的度假或一天，小威
尼斯是要去的地方。

 +44 20 7985 7200  www.visitlondon.com/att
ractions/detail/401228-l
ittle-venice

 enquiries.london@british
waterways.co.uk

 Off Blomfield Road, 伦敦

 by Matt From London   

村庄地下 

"在底部的乐趣"

Village Underground可能是一个为慈善事业而设立的机构，但是这个精美的
场地在伦敦的娱乐场所中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场地的每一个活动主要基
于不同的文化，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表演艺术。地下有一个画廊和摄影和
电影制作的宽敞区域。这是肖尔迪奇最好的娱乐场所之一。

 +44 20 7422 7505  www.villageunderground.
co.uk/

 tam@villageunderground.c
o.uk

 54 Holywell Lane, 伦敦

 by Andy Roberts   

Geffrye，家庭博物馆 

"中产阶级的设计"

Geffrye博物馆成立于1914年，为18世纪的历史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致力
于记录几个世纪以来伦敦中产阶级英国住宅的轨迹。整个空间按照时代分类
。带导游参观17世纪的住宅，格鲁吉亚和维多利亚以及20世纪的住宅。还有
期间的花园，以及草药花园和展品展出。参观他们的纪念品商店拿回家的手
工艺品，并在他们的餐厅用餐。

 +44 20 7739 9893  www.museumofthehome.org
.uk/

 info@geffrye-
museum.org.uk

 136 Kingsland Road, 伦敦

 by donvikro   

圣玛丽的秘密花园 

"绿色的土地"

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圣玛丽秘密花园隐藏在城市丛林中，跨越0.7英亩（0.
28公顷）的绿地。包括天然林地，药草园，花卉和蔬菜床，果树，还有一个
巨大的温室和教室，为有兴趣学习园艺。只有有机的方法来维护花园。这个
隐藏的宝石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社区花园推动的，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绿洲。

 +44 20 7739 2965  www.stmaryssecretgarden
.org.uk/

 info@stmarysgarden.org.u
k

 50 Pearson Street, 伦敦

606俱乐部 

"顶尖爵士乐"

这家俱乐部玩爵士乐已经超过了25年了，可以说是老行家了。俱乐部在伦敦
，乃至全世界的爵士乐圈子内都非常有名，不但有很多出名的爵士乐手在这
里表演，还有很多崭露锋芒新晋爵士乐手。只有会员才能入场，除非你认识
这里的管理层或者你在这里订了桌子吃饭。这是一个典型的地下爵士乐俱乐
部，昏暗的灯光和舒适的桌椅，为这里营造了一个完美的氛围。要成为这里
的会员需要交付费用，而且要成为会员，还要证明之前已经来过这家俱乐部
至少三次。

 +44 20 7352 5953  www.606club.co.uk/  jazz@606club.co.uk  90 Lots Roa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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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mages George Rex   

京都花园 

"宁静的花园"

京都花园建于1991年，是为了纪念1992年在伦敦举行的日本节日。藏在荷兰
公园内，这个设计精美的花园里有一个安静的石灯笼，瀑布和鱼塘。一个反
映以及享受愉快的公司的好地方。

 +44 20 7602 2226  www.rbkc.gov.uk/leisure-and-
culture/parks/holland-park

 100 Holland Park Avenue, Holland
Park, 伦敦

 by Ewan Munro   

达尔斯顿爵士酒吧 

"周末乐趣"

在Dalston爵士酒吧的周末环绕着悠扬的音乐和你最喜欢的一群人陪伴。这家
酒吧以每个周末有才华的艺术家举办爵士乐和蓝调表演而闻名，确保您度过
愉快的时光。当现场表演结束后，DJ开始旋转，这样你就可以整夜呆在外面
。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之外，还可以选择各种鸡尾酒调
制品。如果您觉得肚子饿，Dalston爵士酒吧以诱人的冒险风格，如斑马酱，
袋鼠肉片或鳄鱼汉堡包等刺激您的味蕾。所以，如果您期待在伦敦度过一个
愉快的夜晚，那就去Dalston爵士酒吧吧。

 +44 20 7254 9728  www.dalstonjazzbar.co.u
k/

 info@dalstonjazzclubrest
aurant.co.uk

 4 Bradbury Street, 伦敦

 by David Jones   

在O2 

"感觉在世界之巅"

对于那些在伦敦寻求冒险刺激的人来说，在格林威治的O2有着独特的体验。 
O2于2012年开放，允许游客使用O2的桅杆悬挂的人行道爬过着名的O2圆顶。
首脑会议是观景平台，高出地面53米（174英尺），可以欣赏到泰晤士河防波
堤，碎片，金丝雀码头和安纳什·卡普尔的安塞乐米塔尔轨道的全景。爬升
和下降，虽然不陡峭，保证让你肾上腺素抽水。每次考察都由专业登山者进
行指导，参观者将穿上安全带和特殊服装。强烈建议提前预订，优先票也可
用。

 +44 20 8463 2680  www.theo2.co.uk/upattheo2  Peninsula Square, The O2, 伦敦

 by Ewan Munro   

水晶宫公园 

"多么愉快！"

在伦敦南部这个极大的公园举办了几个不同的展览，户外音乐会和11月份日
益流行的焰火表演，以纪念Guy Fawkes日。该公园拥有一个恐龙的地方，暴
龙潜伏在芦苇和湖泊之间。有一个美妙的百合池塘，舞台上演奏音乐会，甚
至迷宫。旧水晶宫殿的遗址也是可见的。公园内设有大型体育馆。水晶宫公
园过去和现在依然是营地的热门地点，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可爱的住宿地点，
而且因为许多巴士停在公园外面，并将带你进入伦敦市中心或更远的南部，
以便您可以探索。

 www.bromley.gov.uk/directory_record/1212687/cryst
al_palace_park

 Thicket Road, Crystal Palace, Bromley

 by Les Chatfield   

伦敦水和蒸汽博物馆 

"抽水"

这个19世纪的前抽水站是伦敦古怪的博物馆之一，它拥有互动展品和蒸汽机
。建于1846年，在这里安装从泰晤士河泵水到伦敦的家庭，基尤大桥是本身
的先驱。 1944年关闭，1975年成为博物馆。

 +44 20 8568 4757  www.waterandsteam.org.uk/  Green Dragon Lane, Brent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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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igel Cox   

汉姆东自然保护区 

"沿着路径走"

这里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享受天伦之乐，即使是在这里随便走走也十分宜人。
这个保护区是很多本地生物的天堂。而保护区中的路径引领着游客观赏各种
昆虫和野生动物。游客也可以随便沿着路径走走，即使使用童车或推车都可
以在这些路径行走。到这里游览也是一个教育孩子的好机会。这个保护区以
前曾经是伦敦东部最大的教堂，这个事实让这里显得更加有趣。开放时间随
季节而变。请浏览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44 20 7234 5800 (Tourist
Information)

 nature.reserve@community-
links.org

 1 Norman Road, Newham

 by Public Domain   

特伦特公园高尔夫俱乐部 

"伦敦北部最好的公共课程"

位于靠近奥克伍德地铁站，特伦特公园高尔夫球场被认为是伦敦北部最好的
公共课程之一。 18洞球场全天开放，为所有客人提供世界一流的设施。基于
特伦特公园郊野公园修剪整齐的草坪，该课程为期待磨练技能的业余爱好者
提供教训。在某个周末前往游戏中，真正被提供的服务和设施所尊敬。

 +44 20 8367 4653  www.trentparkgolf.co.uk
/

 info@trentparkgolf.co.uk  Bramley Road, Oakwood,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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