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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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nanim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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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liament Square, Palace of Westminster,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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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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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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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tin Pettitt   

从碎片看 

"如此之高的成就"

在这个大都市空灵的景色等待着你的云层之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本，
眼，桥，宫殿和泰晤士河。 “The View from the Shard”是伦敦最高的观
景台，从244米（800英尺）的高度可以360度全景观赏。 “碎片”上的这个
标志性景点是在2013年初向公众开放的，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68,69和72.
装有多媒体的超音速电梯仅需30秒就可以进入“视图”。从72层的最高层开
始，波光粼粼的城市的壮观景色就会解开，如果你看上面那么你会看到玻璃
碎片融化到天堂。这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你不能错过，所以提前预订门票。

 +44 844 499 7111
(Tickets)

 www.theviewfromtheshard
.com/

 enquiries@theviewfromthe
shard.com

 Joiner Street, The Shard,
伦敦

 by Filip Maljković from
Pancevo, Serbia   

纪念碑 

"纪念伦敦大火"

这个纪念碑是全世界最高的独立石柱。这座石柱是1671年到1677年之间由克
里斯托弗·乌仁伯爵所建，用于纪念1666年九月二日在伦敦大火。这座宏伟
的波特兰石碑高202尺，正正位于大火爆发的布丁巷面包店西面的202尺位置
。要到达纪念碑的顶层，游客首先得爬上312级螺旋楼梯。一旦来到纪念碑的
顶层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景色。

 +44 20 7626 2717  www.themonument.info/  Monument Street, Fish Street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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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of-london/  Lower Thames Street, St Katharine's
& W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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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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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erry Lawford   

温布利球场 

"富有传奇色彩的体育馆"

这个尤其出名的温布利体育馆经常都会举办英国最好的体育赛事和音乐会，
包括2012年奥运会足球赛的金牌赛事。这里也是英国高级国家赛、英格兰足
总杯决赛和半决赛、社区盾杯和英格兰足总嘉士伯奖杯决赛的赛场。除了足
球和橄榄球外，很多世界顶级音乐家都曾经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体育馆还提
供导游陪同，同时更有会议与宴会设施。请浏览网站查询更多信息。请致电+
44 844 980 8001查询更多信息。

 +44 844 980 8001  www.wembleystadium.com/  Stadium Way,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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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uno Girin   

Richmond 公园 

"鹿自由行走的地方"

这个公园本来是1637年查尔斯一世的猎苑。这里现在仍然保留了很多中世纪
鹿苑的元素。鹿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种地势，包括般自然的酸性草原、沼
泽与蕨菜地区、湿地、林地和柏龄古树。成群的红鹿仍然在公园中自由自在
地行走。而别致的伊莎贝拉植物园也特别值得一游，尤其是初夏这里的杜鹃
花都开满的时候就最美。这个时候是公园最可爱的季节。不妨带上足球、野
餐用具，到这里来踩自行车、溜旱冰或遛狗，同时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这
里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所以在公园中骑车的时候不同跟骑车抢道。这里开放
至黄昏，逗留几个小时呼吸新鲜空气或者过来游玩一天就最适合了。

 www.royalparks.org.uk/parks/rich
mond_park/

 richmond@royalparks.gsi.gov.uk  Sawyer's Hill, Richmond, Richmond
upon Th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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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Mole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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