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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艺术馆和艺术画廊 

"世界闻名的艺术"

伯明翰艺术馆和艺术画廊里存放着世界上最大最精美的拉菲尔前派的艺术作
品。其中包括罗塞提、福德·马多克斯• 布朗以及霍曼• 亨特的作品。这里
是伯明翰主要的博物馆和画廊，建筑外形一个令人晕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
筑物。博物馆陈列着不列颠以及欧洲的艺术家的作品，还存放着诸多陶瓷、
雕塑作品、银器和涂漆玻璃。还有许多考古和自然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展品，
其中包括埃及的木乃伊。这里免费进入，可接受善款。

 +44 121 303 2834  www.birminghammuseums.o
rg.uk/bmag

 bmag.enquiries@birmingha
mmuseums.org.uk

 Chamberlain Square, 伯明翰

 by GavinWarrins   

维多利亚广场 

"斥巨资重建的一个公共广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维多利亚广场还只是一个长满青草的斜坡，每逢夏季的
下午会有许多市民来这里进行烧烤活动。现在的广场却已经成为了一个深受
步行者欢迎的欧洲广场。现在伯明翰城镇厅和市政厅就位于这个广场上，拾
级而上的台阶取代了以前的斜坡，广场上新建了一个大型的喷泉，喷泉中的
雕塑被当地人戏称为冲浪浴缸中傻大姐。狮身人面像和石灯装饰着地面，此
外还有一座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现在维多利亚广场已经成了人们见面、休
闲、游玩的好地方。免费参观。

 +44 121 303 1111  contact@birmingham.gov.uk  New Street, 伯明翰

 by Gp258   

国家海洋生物中心 

"奇妙的鱼"

国家海洋生物中心是巴斯城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到这里旅行您至少要
准备5英镑。海洋生物中心最激动人心的体验之一就是三百六十度透明的水中
通道。在这里，您将置身于海洋的中间，不时可以看见鲨鱼以及其他水生物
在您的周围游动。该中心共有五十五个展出，包括“海马王国”、“巨爪世
界”—以巨型日本蜘蛛蟹以及其他大型可怕的甲壳纲动物而闻名。费用：成
人8.5英镑；儿童6英镑。

 +44 871 423 2110  www.visitsealife.com/Bi
rmingham/

 slcbirmingham@merlinente
rtainments.biz

 3 Brindley Place, The
Waters Edge, 伯明翰

 by Andy+Montgomery   

伯明翰植物园和温室 

"美丽的花园"

伯明翰植物园和温室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建于1832年，由约翰·克劳迪斯·
路登设计，他是当时领先的园艺师和园艺新闻工作者。 这个花园为您提供了
一个一睹世界上最漂亮的温室里的绿化设计的机会。这里的精彩游点有很多
，包括室内鸟舍、观景饭店、儿童游乐场、植物中心以及一个展示本地艺术
家作品的画廊。费用：成人4.8英镑；儿童2.6英镑（五岁以下儿童免费）；
家庭10英镑。十人以上的团队可以打折。

 +44 121 454 1860  www.birminghambotanical
gardens.org.uk/

 admin@birminghambotanica
lgardens.org.uk

 Westbourne Road, 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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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ed and Jen   

伯明翰佳能山公园 

"野餐好去处"

伯明翰佳能山公园是适合全家人一起来游玩的好地方，这里设施齐全，有可
以泛舟的湖泊、游乐场、网球场、温室热带植物园以及自然保护区。这里还
是中部艺术中心的所在地。地面上蜿蜒的步行/骑自行车游的路线最近才被延
伸了。公园内还经常举办许多音乐会、节目表演，每年的烟火节也在这里举
行。公园免费进入。

 +44 121 442 4226  www.birmingham.gov.uk/c
annonhillpark

 Cannon.Hill.Park@birming
ham.gov.uk

 2 Russell Road, 伯明翰

 by ell brown   

巴伯艺术学院 

"伯明翰最精美的画布"

巴伯艺术学院离城市中心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很容易找到，它毗邻伯明翰大学
。这是世界上最精致的小型艺术画廊，收藏着大量古代及现代的艺术杰作，
包括各种绘画以及雕塑作品。这里一般不象那些大型的画廊一样人流如织，
所以您可以在这里愉快而安适的观赏。这里陈列了贝利尼、卡纳莱托、莫内
、雷诺瓦、罗塞提以及凡高的作品。巴伯艺术学院还经常举办音乐会、讲座
以及其他活动。免费进入。

 +44 121 414 7333  www.barber.org.uk/  events@barber.org.uk  101 Edgbaston Park Road,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dgbaston, 伯明翰

 by Tristanb   

吉百利世界 

"巧克力之旅"

吉百利世界为孩子们和巧克力爱好者们准备了足够多的快乐和惊喜。在这里
有骑马活动，工厂旅游活动，巧克力制作工艺展示，并且在工厂的商店里还
有许多深受消费者喜欢的巧克力销售，而且都是打折价格。通过这里的一系
列多姿多彩的展示和互动式表演，你还可以了解到巧克力和吉百利家族的历
史。值得提醒您注意的是：吉百利旅游十分热门，要想参加需提前预定。费
用：成人8.5英镑；儿童6.4英镑。

 +44 844 880 7667  www.cadburyworld.co.uk/  cadburyworldgeneralenqui
ries@mdlz.com

 Linden Road, 伯明翰

 by ell brown   

圣Alphege教区教堂 

"历史的教会"

St Alphege教区教堂位于教堂山路对面，是一座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的历史
悠久的教堂。经过一段时间，它被翻新了几次，钟声和教堂的郡也被翻新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修复宗教空间和古老的风琴管风琴，属于不同时期的彩色
玻璃窗，整体建筑值得探索。除此之外，这个教堂还有社区功能，合唱团，
青年团体，布道，讲座和类似活动。

 +44 121 705 5350  www.solihullparish.org.
uk/index.php?zonename=st
alphegechurch68

 office@solihullparish.or
g.uk

 Church Hill Road, The
Square, Solihull

 by lisibo   

Ash End House儿童农场 

"拥抱-A-小鸡"

一个有趣的一天，特别是因为重点是与动物密切联系的儿童。年轻人可以举
行新孵出的小鸡，乘坐小马，并帮助喂养动物。你们所有熟悉的农家朋友都
在这里，而且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稀有品种。还有与农场有关的传统工艺如
羊毛纺纱的示范。农场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家长也应该喜欢。

 +44 121 329 3240  www.childrensfarm.co.uk
/

 contact@childrensfarm.co
.uk

 Middleton Lane, Middleton

http://www.flickr.com/photos/tedandje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1453-伯明翰佳能山公园
http://www.flickr.com/photos/ell-r-brown/420672395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692-巴伯艺术学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dbury_factory_dunedin.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670-吉百利世界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ll-r-brown/3976876417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741616-圣alphege教区教堂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sibo/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15128-ash-end-house儿童农场


 by Tony Hisgett   

中西部野生动物园 

"野生动物和娱乐公园"

中西部野生动物园距离伯明翰有一个小时的车距，占地面积达到了200英亩，
游客开车游览公园也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里你可以在不同动物
区中看到大象、犀牛、长颈鹿、狮子、猴子、鼠和老虎等等。游乐园有许多
不同的乘驾活动，一个价值7.25英镑的腕套票可以使您体验所有的乘驾活动
。园中其他的娱乐项目还有海豹馆、爬行动物馆和海狮表演。这里还有许多
可以用餐和购买纪念品的地方。费用：6.25英镑。

 +44 1299 40 2114  www.wmsp.co.uk  info@wrnsp.co.uk  Spring Grove, Bewdley

 by DeFacto   

沃里克古堡 

"全英格兰最好的古堡之一"

沃里克古堡是整个英格兰最好的中世纪的古堡之一。古堡距离伯明翰有三十
分钟的车程。古堡内装入了英格兰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有壁垒、城垛甚至
土牢和酷刑室，全都是真正的历史遗迹而且保存完好。城堡内还为您提供了
中世纪的武器展示以及大约1898年某个周末聚会时人们所制作的一些蜡制品
。这里的孔雀园和玫瑰园最受游客的喜爱。每年在这里都将举行多如牛毛的
各种活动，其中包括中世纪节日、放飞老鹰以及见见城堡工艺者等。费用：
成人10.75—12.50英镑；4至16岁儿童8.10—9.40英镑；老年游客7.70—9英
镑。

 +44 871 265 2000  www.warwick-
castle.co.uk

 customer.information@war
wick-castle.com

 Off Barnbury Road, Castle
Hill, Warwick

 by Gene Hunt   

陶器博物馆和美术馆 

"陶瓷及更多"

陶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是一个迷人的收藏空间，您可以找到陶瓷和陶瓷作品
的精美展示。博物馆记录代表当地历史和艺术的藏品。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装
饰花盆，雕塑，艺术以及展出的考古收藏品。画廊还举办了一些展览和活动
。

 +44 1782 23 2323  www.stokemuseums.org.uk
/pmag/

 museums@stoke.gov.uk  Bethesda Street, Cultural
Quarter, Stoke-on-T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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