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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艺术馆 

"艺术珍品"

这家位于特拉法加广场的北面的英国国家艺术馆是一座壮美的乔治式建筑，
这里收藏了众多西欧艺术品。达芬奇的作品，还有波提切利和贝利尼的艺术
品都可以在艺术馆的塞恩斯伯里翼找到。西翼有提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的作品，而北翼则有鲁本斯、伦勃朗和卡拉瓦乔的作品，东翼有瑟拉，卡纳
莱托，德加和莫奈的作品。这里还提供六种不同语言的便携式CD指引。请致
电查询更多信息。

 +44 20 7747 2885  www.nationalgallery.org
.uk/

 information@ng-
london.org.uk

 Trafalgar Square, Charing
Cross,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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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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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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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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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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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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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伦敦最热门的历史旅游景点"

大英博物馆是伦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库。藏
品于1753年遗赠给国家，博物馆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建于19世
纪。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博物馆的藏品大量增加， 藏品主要是英国于18世
纪至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中得来而闻名，至今藏品已超过650万件。这个博物
馆占地约5.5公顷（14英亩），根本不能在一次参观中看完所有藏品。 著名
的罗塞塔石碑、亚述浮雕、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和大量的埃及收藏品是大英博
物馆最著名的几件展品。

 +44 20 7323 8299  www.britishmuseum.org  information@britishmuseu
m.org

 Great Russell Street,
Bloomsbury,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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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美术馆 

"今天的新升星星"

在2000年正式对外开放，这个艺术廊让很多工业从业员、艺术爱好者和游客
都感到赞叹。这个位于河边单调的水泥区的博物馆，本来是一个发电站，改
造后仍然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征。在这里展出了很多富有创意和吸引人眼球
的艺术作品，从1900年到现代，从本世纪的著名艺术家到崭露锋芒的现代艺
术家。入场免费，但欢迎捐款。这是来到伦敦一定要看的景点。

 +44 20 7887 8888  www.tate.org.uk/visit/t
ate-modern

 visiting.modern@tate.org
.uk

 Banksid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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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 

"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

海德公园是伦敦市中心最具地标性的绿地之一，每一片草叶都浸透了16世纪
初的历史。这里有许多的历史景点，公园的主要景点包括象征性的演讲角,
休闲的 九曲湖 游泳区域, 以及著名的
蛇形画廊。还有琳琅满目的景色，例如伊西斯雕像 以及
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 如果你热爱大自然，还可以前往海德公园南部的骑兵
营，到了那里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幸福的玫瑰园之中。海德公园是伦敦一处必
去的公园，非常适合在那里度过一天的愉悦时光。

 +44 300 061 2114  www.royalparks.org.uk/p
arks/hyde-park

 hyde@royalparks.gsi.gov.
uk

 West Carriage Drive,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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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 

"伦敦最好之一"

V&A展示了一个远去时代的丰厚文化底蕴。这里的展品超过450万件，包括陶
瓷、时装、家具、玻璃、金属制品、照相、印刷品、雕塑和纺织品等。这些
展品有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也有来自中东和埃及。游客还可以在这里
欣赏到欧洲的后古典主义雕塑。博物馆不时都会为藏品举办展览。游客还可
以在这里购买书籍、文具、礼品和首饰。如果胃口好的话，还可以到V&A咖啡
厅品尝一顿。

 +44 20 7942 2000  www.vam.ac.uk/  bookings.office@vam.ac.u
k

 Cromwell Road,
Knights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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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iff   

自然历史博物馆 

"伦敦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在这个伦敦最受欢迎的博物馆里，你可以探索地球从史前时期到今天的自然
历史进程。在1881年博物馆搬到现在的地址。由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操刀设
计的，这座博物馆现在已经是伦敦最美丽、整理得最好的博物馆之一。这个
神圣殿堂里现在收藏有超过300年历史的藏品和6800万个标本。博物馆展区被
分为生命与地球两个画廊。这里的藏品多得一天无法看完，而你的脚累了，
你的脑袋还是想要继续。孩子看到恐龙骨架、喷发的火山模型和实物大小的
蓝鲸模型，肯定会兴奋不已，而且他们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次经历
。

 +44 20 7942 5000  www.nhm.ac.uk/  Cromwell Road, South Kensington,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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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天堂乐园 

"与动物享受欢乐时光"

这里是一家人享受一天欢乐时光的好地方。这个野生动物公园是英国第一家
互动野生动物园。这里有超过400种动物，与其他动物园和保护区不同的就是
这里让各种动物可以互动，包括喂养野生动物与企鹅。不仅如此，这个在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幕的野生动物公园有一个室内儿童游乐区和户外景点，如
野生动物园探险公园、Fantasyland和游乐场。这里每天都有娱乐节目，如动
物奥林匹克表演、奇怪也奇妙表演和恐怖生物表演，都是几个特别受儿童欢
迎的表演节目之一。由Sampson Family所管理，这里全天对公众开放，而且
就在2012伦敦奥运场馆之一的李谷白水中心附近。

 +44 1992 47 0490  www.pwpark.com/  info@pwpark.com  White Stubbs Lane,
Brox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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