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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和公司 

"巴黎中心的传奇书店"

乍一看，莎士比亚与公司不过是另一家英文书店。但是，在门口走几步，你
就会明白为什么店面就像博物馆和传奇一样。在堆放在天花板上的书本之间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留下的笔记，公告和传单。自1919年以来，莎士比
亚和公司一直是作家的避难所。原来的书店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
等人的跺脚场。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分享他们的作品。不明身份的
作家也有一席之地。莎士比亚和公司借给睡眠空间换取店里几个小时的工作
。

 +33 1 4325 4093  www.shakespeareandcompa
ny.com/

 news@shakespeareandcompa
ny.com

 37 Rue de la Bûcherie,
巴黎

 by Jonathunder   

马克吐温少年时代的家和博物馆 

"马克吐温的家"

在由木镶板制成的简陋的两层楼房屋内，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不仅年
代久远，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有助于这个国家最令人难忘的文学时刻的经验。
马克·吐温的少年时代每年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游客，在汤姆·索亚（Tom
Sawyer）突出表现的白色木栅栏上，引起了吐温小时候的想象，

 +1 573 221 9010  www.marktwainmuseum.org/  120 North Main Street, Hannibal MO

 by Stephen Walker on 
Unsplash   

国会图书馆 

"宏伟的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原本是一个小型参考图书馆，现在是全球第二大图书和阅读材料
的收藏地，仅次于大英图书馆。这些藏品包括将近1亿件藏品，其中包括“古
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独立宣言”的早期草稿和林肯葛底斯堡
讲话等罕见文件。宏伟的主阅览室的辉煌只是国会图书馆值得一看的景点之
一。浏览图书馆三栋大楼展出的许多优秀展品，参加导游，或参加在此举办
的任何音乐会，讲座和其他活动。图书馆的馆藏向持有有效的读者身份证的
所有人开放，但是图书馆馆舍不能带走材料。

 +1 202 707 5000  www.loc.gov  vso@loc.gov  101 Independence Avenue
Southeast, Washington DC

 by Rudi Riet from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简·奥斯汀故居博物馆（Chawton

Cottage） 

"简·奥斯丁的家"

简·奥斯丁的故居博物馆是文学爱好者必看的地方。简·奥斯汀于1809年从
南安普顿搬到这里，开始写作，修改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
公园。你可以看到简写了什么，缝了什么，酿了什么酒，喜欢园艺。她的音
乐书，她穿的衣服，她缝的被子，写她书的工作桌都在展出。你也可以看到
她的驴子马车 -
门仍然吱吱作响警告，就像简匆匆地从游客那里藏起来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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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420 8 3262  janeaustens.house/  Winchester Road, Chawton

 by Andreas Lamecker   

欧内斯特·海明威故居和博物馆 

"创意空间"

海明威故居博物馆是着名作家海明威的故居。海明威因其超凡的个性和令人
惊叹的写作而闻名，包括“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展出的房
间和藏品让你深入了解这位着名作家的生活。请留意博物馆内传说中的海明
威宠物猫白雪公主的多头多趾（六趾）猫。

 +1 305 294 1136  www.hemingwayhome.com/  hemingwy@bellsouth.net  907 Whitehead Street,
基韦斯特 FL

 by b_d_solis   

Les Deux Magots 

"豪华与历史"

Les Deux Magots传奇式的露台一直是巴黎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聚会地点。
欧内斯特·海明威经常在酒吧里跳出来，难怪巴黎最好的书店在隔壁开店。
这个传说继续存在下去，就像咖啡店一样，经常在附近的商店购物后，人们
正在啜饮一杯Kir Royal。除了典型的巴黎咖啡厅餐厅菜单外，还有沙拉和冷
肉混合的盘子，以及一天中的一道菜，如乡村鸡肉料理鼠王汤和冷鲑鱼。

 +33 1 4548 5525  www.lesdeuxmagots.fr/  contact@lesdeuxmagots.fr  6 Place Saint-Germain-des-
Prés, 巴黎

 by Diliff   

三一学院图书馆 

"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图书馆"

三一学院图书馆收藏有600多万册，是爱尔兰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虽然占据了
几座建筑，但其中的四座主要位于三一学院校园内。从这四个角度来看，主
要的图书馆是老图书馆，它不仅容纳65米长（213英尺）长的房间，而且还装
有包含四本新约福音书的凯尔书。图书馆里其他同样引人入胜的东西包括191
6年“爱尔兰共和国宣言”，“德鲁书”和“霍斯之书”。如果您发现自己被
宏伟的图书馆的美丽和古老的魅力以及古代文本惊人的收藏迷住，不要感到
惊讶。参观完图书馆之后，前往三一学院图书馆购买纪念品，送给朋友和家
人。

 +353 1 896 1657  www.tcd.ie/Library/  College Street, Trinity College,
都柏林

 by Reading Tom   

图书馆酒店 

"文学天堂"

这个独一无二的精品酒店重新定义了奢华。深色的木镶板和一排排书架迎接
客人，在图书馆饭店住宿的同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文学活动。每层十层
都是杜威十进制的范畴，从哲学到自然科学，每层的房间不仅按照主题进行
装饰，而且还放置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喜欢读书的人和喜欢读书的人都会
喜欢在阅览室吃早餐，在诗歌花园里享受早餐，在书签酒廊享用晚餐。在特
殊的图书馆酒店很难出错。

 +1 212 983 4500  www.libraryhotel.com/  reservations@libraryhote
l.com

 299 Madison Avenue, East
41st Street, 纽约 NY

 by Celest.ru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图拉的标志性地产"

位于俄罗斯的图拉，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一个庄园，还包含标志性的作家和
剧作家托尔斯泰的家。托尔斯泰已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着
名小说。当托尔斯泰在这里居住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遗产遍布了近16平
方公里（4000英亩）的土地面积，在一个倾斜的山坡上，被郁郁葱葱的绿色
森林和几个池塘包围。今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遗产的托尔斯泰的房子的保
存方式与他在1910年去世时一样。雅斯纳亚波利亚纳遗产最早的建筑是沃尔
肯斯基房子。托尔斯泰的祖父尼古拉住在这里。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emingwayhouse.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5/
https://cityseeker.com/zh/key-west/680285-欧内斯特-海明威故居和博物馆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riansolis/419209340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aris/5625-les-deux-magot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ong_Room_Interior,_Trinity_College_Dublin,_Ireland_-_Diliff.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dublin/979248-三一学院图书馆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6801915@N06/819032005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332045-图书馆酒店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Yasnaya_Polyana_2.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tula/852832-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7 4872 17 6073 (Tourist
Information)

 yaspolyana@gmail.com  Industrialnaya ulitsa, Tula

 by lukask   

爱丽丝的牛津店 

"爱丽丝的奇迹店"

爱丽丝的牛津店是一家出售当地纪念品的可爱商店，位于圣阿尔德特市附近
。这家店被认为是Henry Liddell的女儿爱丽丝将花时间浏览可爱的文章的地
方。她曾经住在附近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并且被称为“爱丽丝漫游仙境”（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今天，这家商店出售可爱的配饰，如胸针，吊坠，镜子，手镯，吊坠，耳
环等，吸引众多的小女孩。在圣诞节期间，这家商店出售一系列饰品和爱丽
丝梦游仙境主题的小雕像。

 +44 1865 72 3793  www.aliceinwonderlandsh
op.co.uk/

 info@aliceinwonderlandsh
op.co.uk

 83 St Aldate's, 牛津

 by melanzane1013   

纽约公共图书馆 

"石狮守卫"

坐落于光辉璀璨的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有两头著名的石狮守卫,名
叫耐心和毅力。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图书馆是一座宝库。馆里的许多图书大厅
包含数以百万计的书卷,成千上万的当前期刊和馆内有大量工作人员在必要时
刻给读者提供帮助。纽约公共图书馆于1897年开始建造,图书馆直到1911年才
竣工。图书馆无论建筑结构的内外都是纽约市的一个经典。图书馆偶尔提供
免费的艺术展览。

 +1 917 275 6975  www.nypl.org/  5th Avenue at 42nd Street, 纽约 NY

 by Anders Thirsgaard
Rasmussen   

福尔摩斯博物馆 

"世界最著名的侦探之家"

这座建筑并不是永远受惠于世界最著名的侦探福尔摩斯的。为了纪念作者柯
南道尔的作品，这里的地址已经改为221b。博物馆的其他部分仍然与小说中
的一样。游客还可以坐在福尔摩斯的摇椅上，玩弄福尔摩斯的各种科学实验
，并看看记录着福尔摩斯的冒险之旅的大事记。福尔摩斯迷一定会觉得物有
所值。

 +44 20 7224 3688  www.sherlock-
holmes.co.uk/

 curator@sherlock-
holmes.co.uk

 221b Baker Street, 伦敦

 by Chad and Steph   

秃头 

"开创了爱尔兰的酒馆文化"

从四院的河对岸站立着秃顶，被誉为欧洲最古老的酒吧。自维京时代以来，
一个小酒馆就站在这个地方，而Brazen
Head在1998年庆祝了它的800岁生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一个常客，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提到了两个“Brazen He
ad”。今天，你可以享用一杯饮品，点一些美味的食物，听听周末常见的即
兴爱尔兰传统会议;都在历史和文学的环境中。

 +353 1 677 9549  www.brazenhead.com  info@brazenhead.com  20 Bridge Street Lower,
都柏林

 by jarmoluk   

奥斯卡王尔德中心 

"奥斯卡王尔德的家"

奥斯卡·王尔德中心位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内，成立于1998年，是一所备受
赞誉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单位，提供研究生课程。中心的结构和伟大的作家出
生的地方是一样的。着名诗人杰拉尔德·达维（Gerald
Dawe）和布伦丹·肯尼利（Brendan Kennelly）建立了爱尔兰文写作中心（M
.Phil），这是爱尔兰第一个这样的节目。

 +353 1 89 62 885  www.tcd.ie/OWC/  oscar@tcd.ie  21 Westland Row, 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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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都柏林

 by Dickens Museum   

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 

"不是这样一个荒凉的房子"

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着名地记载了19世纪伦敦在工业革命的阵痛中的生活
和戏剧，他对贫民窟和家庭的描绘，借鉴了他自己家庭的贫穷和债务经验。
狄金斯之家举办文学沙龙的客厅经过精心修复，在其他地方您可以查看狄更
斯用具的所有方式，包括私人信件和笔记以及手稿和第一版的书籍。

 +44 20 7405 2127  www.dickensmuseum.com/  info@dickensmuseum.com  48 Doughty Street, Camden
Town, 伦敦

 by Marit & Toomas
Hinnosaar   

Libreria Acqua Alta 

"古怪的书店"

城堡繁华的街区是城市里最有趣的书店之一。一看Libreria Acqua Alta，你
会爱上这个地方。书籍似乎洗劫了整个商店，从书架上溢出到稀疏地区的每
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从装饰性的缆车到不在现场的浴缸。这个混乱的建筑
有着奇特的魅力，并且使这个书店成为了这个城市里一个受人喜爱的机构。
不用说，这家商店的收藏是不拘一格的。

 +39 041 296 0841  Calle lunga Santa Maria Formosa, Castello 5176, 威尼斯

 by Bart Everson   

艾米莉·狄金森博物馆：宅基地和常
青树 

"“大自然就是我们看到的 - ”"

来到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出生，她
出生于1830年12月。这位着名的诗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写作了1800多首诗
。该物业包括两个不同的住宅，向公众开放Evergreens，艾米莉的哥哥奥斯
汀的家乡，她的住所，她的死亡后，她的许多未发表的诗歌找到她的地方。
游客可以通过特别的导游和音频旅游看到两个房子。

 +1 413 542 8161  www.emilydickinsonmuseu
m.org/

 info@EmilyDickinsonMuseu
m.org

 280 Main Street, Amherst
MA

 by City.and.Color   

国王十字站/平台9 3/4 

"站到想象"

由着名的“哈利·波特”小说和电影特许经营推广，国王十字火车站和它的9
3/4平台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神奇。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火车站，但它并
不能阻止成百上千的游客，在传奇的入口处拍摄照片到平台9/3。虽然跑到支
柱上实际上不会让你到火车到霍格沃茨，你可以跳上一列火车，将带你到全
国各地的目的地。

 Euston Road, 伦敦

 by Niels Mickers   

埃尔雅典耀大辉煌 

"独特而可爱的书店"

经过对这个美丽的1919年剧院的彻底和仔细的修复，拉美最大的书店开始了
昔日的大辉煌电影院。在不改变与巴黎歌剧院结合的旧式结构的情况下，它
仍然具有原始的特征和壮观的头饰，就像壮观的圆顶上的一样。现在有一个
食堂来代替舞台，在那里你可以读书架上的书。在主楼的角落和一楼的旧阳
台上还有阅读场所，配有桌子和舒适的扶手椅，用于搜索或在线购买的电脑
以及专门为儿童设计的“El Ateneo Junior”区域，游戏和讲故事。还有一
个小型的音乐舞台，出售的CD和DVD，三楼的艺术展览以及观看DVD的设施。

 +54 11 4813 6052  1860 Avenida Santa Fe, 布宜诺斯艾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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