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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迪利圆环广场 

"伦敦的拉斯维加斯之光"

多年以来，皮卡迪里广场，这个伦敦最繁华的五条街的汇合之地，已经被认
为是伦敦的主要地标，也是伦敦的中心。在白天，这里满目都是购物者、商
务人士和游客。但在夜晚，这个地方真正开始注入生命力，灯光璀璨，很多
泡夜店的朋友和情侣都会聚集到这里，享受多姿多彩的夜生活。在皮卡迪里
广场的中心是一个喷泉，上面有一个铝制的射手雕塑。虽然很多伦敦人都称
他是爱神，但实际上，这是阿尔弗雷德吉伯笔下天主教堂的一个天使。由于
这个雕塑在问世之初并不是很受欢迎，所以他就自行流放自己了。今天，这
个雕塑成为了伦敦最出名的地标，而且受到很多游客和浪漫情侣的钟情。这
真的是通往西方极乐的一扇大门。

 +44 20 7234 58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london.com/things-to-
do/place/77552-piccadilly-circus

 Coventry Street, 伦敦

 by Photo: Andreas Praefcke
   

新考文特花园市场 

"哑剧、市场和机械博物馆"

这个区域本来是伦敦水果和蔬菜市场，但现在这个市场也已经搬迁到位于比
门西区的新考文特花园市场。今天，这里有售卖各种各样商品的商店，从古
董到手工艺品，从图画到手工缝制的衣服。这里还有一个鹅卵石区，偶尔还
会发现在这里模拟剧和抛球的人在这里表演。也有不少音乐家在市场摊位旁
边的漂亮庭院里演奏音乐。这里还有几个不错的地方可以吃午饭和雪糕。

 www.coventgarden.london/  info@coventgarden.org.uk  Covent Garden, 伦敦

 by Free-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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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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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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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vidMartynHunt   

国会大楼 

"权利之座"

九百多年来，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一直都是英国政府的所在地。这座建筑
物占地八公亩（3.23公顷），里面有房间1100间、100个楼梯和11个庭院。上
议院位于这座建筑的南面，而下议院则在这座建筑的北面。如果你想要看这
座举行建筑物的全景，那最佳地点非附近的议会广场莫属了。议会大楼里有
瓦的西敏厅、地窖教堂、成员大厅、下议院图书馆和贵族图书馆。在这里还
可以看到大笨钟的远景。如果要参加下议院的PMQ（首相问题时间），英国公
民需要先提前与他们的议员联系。否则，就要在圣史蒂芬的前门排队等候了
。

 +44 20 7219 4272  www.parliament.uk/visit
ing/

 hcinfo@parliament.uk  Abingdon Street, 伦敦

 by SAC Matthew 'Gerry'
Gerrard RAF/© MoD Crown
Copyrigh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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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uk/visit/the-state-rooms-
buckingham-palace

 Constitution Hill,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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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世界的舞台"

今天看到的莎士比亚全球剧院是在莎士比亚本来的剧院在建成四百年后经过
重建而成的。在伦敦大火以来，这里是伦敦第一座草顶建筑。这个部分露天
的剧院为观众提供站的位置和一些座位。全球剧团、莎士比亚全球展览和全
球教育合力在这家闻名于世的剧院中为观众提供最好的演出，让观众可以有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体验。如果不熟悉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也可以到这里
来感受一下氛围。观众可以在网上购票或直接到全球售票处购买。

 +44 20 7401 9919 (Box
Office)

 www.shakespearesglobe.c
om/

 info@shakespearesglobe.c
om

 21 New Globe Walk,
Bankside, 伦敦

 by Bernard Gagnon   

圣保罗大教堂 

"克里斯多佛·雷恩的杰作"

最初建于694年，但在1666年毁于大火灾中，这座美丽的建筑是由克里斯多佛
雷恩所设计，在1710年重获新生。圣保罗大教堂是很多重要活动的举办地，
包括1965年温斯顿丘吉尔的葬礼和1981年戴安娜皇妃和查尔斯皇储的婚礼。
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瑰宝。所以你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景点。
其中，圣保罗耳语廊尤其值得一游。只要对着空旷的圆墙轻声耳语，在42米
（137.7尺）以外边也能听到。

 +44 20 7246 8357  www.stpauls.co.uk/  reception@stpaulscathedr
al.org.uk

 St. Paul's Churchyard,
伦敦

 by The Bei Posti   

伦敦大桥 

"不下来！"

跨越泰晤士河，目前伦敦桥的化身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结构稳固的城市和南
华克区的另一端。在这个被称为伦敦池（潮流）的地区，罗马人首先建造了
一座跨越强大的泰晤士河的建筑，随后一座桥以某种形式存活下来，尽管存
在衰退和重建的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亚利桑那州哈瓦苏湖市的创始人罗
伯特·麦卡洛克（Robert McCulloch）购买了沉没的桥梁，并将其重新组装
在亚利桑那州哈瓦苏湖（Havasu）的田园诗般的水域中。但是，自从那座桥
离开后，又有一座桥突然出现，今天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和游客每天穿过这座
钢筋水泥桥。

 +44 20 7234 5800 (Tourist Information)  Borough High Street, Off Tooley Street, 伦敦

 by Jordiferrer   

碎片大厦 

"令人惊叹的地标"

高达310米（1017.06英尺）的高度，The Shard在2013年完工后永远改变了伦
敦的天际线。它是英国最高的，共有97层，包括高科技办公室，顶级餐厅，
豪华住宅公寓，香格里拉大酒店精致的住宿和从碎片观看 -
一个观景台，一个壮观的全新视角的城市。由Renzo Piano设计，这座令人惊
叹的尖顶建筑以其半透明的外观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美景。令人惊叹的剪影与这个城市的历史遗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从
一块石头和混凝土床上升起的一座闪闪发光的玻璃山。

 +44 20 7920 3161  www.the-shard.com/  enquiries@londonbridgequ
arter.com

 32 London Bridge Street,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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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斧街30号 

"四十一个壮观的故事"

30圣玛丽斧（St Mary Axe）是伦敦一座商业摩天大楼的建筑奇迹。站在41个
故事，从城市的大多数地方可以看到巨大的结构，由于其不寻常的外观，通
常被称为“小黄瓜”。独特的玻璃建筑由英国Foster and Partners公司设计
，英国一家以玻璃和钢结构建筑而闻名的建筑公司，于2003年完工。位于酒
店40层的酒吧提供360度全景视野。它也有39楼的餐厅和38楼的包房，可以在
特殊场合租用。无论您是远近闻名，还是远远欣赏，这座伦敦天际线的标志
在周游城市时都不容错过。

 +44 20 7071 5029  www.30stmaryaxe.com/  30 St Mary Axe, 伦敦

 by Bob Collow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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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of-london/  Lower Thames Street, St Katharine's
& Wapping, 伦敦

 by Fuzzyp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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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quiries@towerbridge.or
g.uk

 Tower Bridge Road, 伦敦

 by Andrew and Annemarie   

肯辛顿宫与花园 

"戴安娜王妃故居"

维多利亚女皇在1819年出生于此，而玛格丽特公主和其他皇室成员都曾经居
住在这里。这座黑橡木大楼就位于肯辛顿花园里（海德公园旁边），肯辛顿
宫就是已故威尔士公主戴安娜在伦敦的居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其居所、
皇家典礼服装，还可以在橘园或冬季咖啡厅享用午餐或下午茶。开放时间随
季节改变。

 +44 20 3166 6000  www.hrp.org.uk/kensingt
on-palace/

 kensingtonpalace@hrp.org
.uk

 off 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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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蒂萨克 

"海洋的骄傲"

在公海航行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卡蒂萨克号（Cutty Sark）是当时速度最快
的茶具，也是最后一艘将要建造的茶具，现在自豪地坐落在格林威治（Green
wich）。 1869年由约翰·乔克·威利斯（John'Jock）威利斯（John'Jock）
委托，这种三爪缚的英国帆船被用来运送来自中国的茶叶，羊毛和水牛角，
由于其出色的设计能够达到超过17节的速度。在2007年遭受火灾损坏之后，
这艘船进行了5000万英镑的翻新工程，博物馆于2012年4月由女王重新开幕。
船已经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已经升高到3米9.84英尺），以便观众可以充分探
索下船体。游客甚至可以冒险登船，在货舱内的茶柜中漫步。船上餐厅Even
KeelCafé供应轻便的自制美食，可直接坐在巨大的船下。

 +44 20 8312 6608  www.rmg.co.uk/cutty-sark  King William Walk, 伦敦

 by Mike_fleming   

汉普顿宫 

"宏伟的绿色迷宫"

汉普顿宫融合了都铎王朝和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占地六公顷，位于泰晤士河
旁边。在没收了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宫殿后，亨利八世就在这里与其众多不幸
的妻子住。汉普顿宫以其美丽的公园而著称。很多音乐会和花卉展览都曾经
在这里举行。汉普顿宫的迷宫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点。这里更提供（
穿着古代服装的）导游陪同的行程。要去往汉普顿宫，游客可以从威斯敏斯
特，里士满和肯辛顿搭乘游船抵达，途中还可以欣赏到泰晤士河的美丽风光
。如果不搭船的话，也可以达成从滑铁卢到汉普顿宫的火车，每隔三十分钟
一班。开放时间随季节而变。在2012奥运会期间，这里也是男子女子道路自
行车赛的起点和终点。

 +44 844 482 7777 (Tourist
Information)

 www.hrp.org.uk/hampton-
court-palace/

 hamptoncourt@hrp.org.uk  Hampton Court Way, East
Molesey, Molesey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flickr.com/photos/karen_roe/747154945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763664-卡蒂萨克
http://www.flickr.com/photos/flem007_uk/376581471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859-汉普顿宫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