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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布里斯托尔 45 公里的格拉斯顿伯里以格拉斯顿伯里音乐

节闻名，音乐节又以它命名，可见这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事与城市

已经紧紧相关联在一起。这座小镇历史悠久，有着各种传说为其

增添许多神秘色彩。始创于1970年的音乐节也据说源于一场意外，

来自外地的不速之客带来了封闭的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帐篷，乐器

和摇滚乐，从而带来了一场狂欢。自此，每年即使刮风下雨，来

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人仍会如期而至， 即使喝着泥泞也要音

乐和摇摆！ 

音乐节
Music Fest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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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于 1971 年 6 月 14 日的 Hard Rock Cafe 座落

于 Old Park Lane，这里的价格非常优惠公道，然而

品质保证一流，他们自称在伦敦甚至英国都找不到同

样品质却如此实惠的了。这里店面并不算大，然而到

处都有摇滚音乐的氛围和感觉，有时他们会将场地布

置成为一个小型的摇滚表演现场，为的就是充分发挥

出英国摇滚的精神。在硬石餐厅的餐厅，您可以看到

通过使用林戈·斯塔尔加入了甲壳虫乐队前的鼓包。

Hard Rock Caf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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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又译甲壳虫乐

队）毫无疑问是流行音乐界历史上最伟大，最

有影响力，拥有最多歌迷，最为成功的乐队。

披头士乐队对于流行音乐的革命性的发展与影

响力无人可出其右，对于世界范围内摇滚的发

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影响了自 60 年代以

后的数代摇滚乐队的音乐和思想，直接影响了

摇滚乐的变革和发展，在英国，披头士乐队更

是影响了 60 年代至今几乎每一支乐队的形成和

发展。而乐队中四名伟大的音乐家，特别是约

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后辈摇滚歌

手及音乐创作者们的影响持续至今。披头士乐

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领了轰轰烈烈的，被

美国称为“英国入侵（British Invasion）”

的音乐文化入侵浪潮，从根本上冲击了美国音

乐的基础，彻底埋葬了“猫王”埃尔维斯·普

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王朝，统治了美国

唱片市场，并影响了此后美国本土流行音乐的

发展道路。

披头士乐队
The Beatles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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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馆位于利物浦标志性的港口 Albert Dock，港口停靠

着披头士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黄色潜水艇。潜水艇内部陈设豪

华，摆放着披头士珍贵的唱片。潜水艇旁边还有两个可以入住

的船屋，如果你足够幸运可以预约到，就能躺在随波荡漾的床

上，闭着眼听那首《Yellow submarine》了。

   这座纪念馆展示了披头士各个时期的珍贵资料，从默默无

闻，到小有成绩，再到引领全球风潮，直到列侬离开，记录也

没有停止。这里不仅展示了各个成员的成长故事，也见证了这

座城市的音乐发展历史。

   

披头士纪念馆
The Beatles Stor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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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园曾经坐落着一个孤儿院，小时候的列侬在这

里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那时列侬妈妈和男友住在一起，

便让列侬从童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和姨妈居住。由于不完

整的家庭，他倍受冷落和嘲笑。孤儿院孩子与他有相似

的成长经历，这让他找到精神寄托，总喜欢和这些孤儿

一起玩耍。在草莓园每年举办的花园节日中，列侬看到

了乐队的表演，便萌生了组建乐队的想法。直到成名后，

列侬对草莓园仍旧念念不忘，写下一首《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作为纪念。现在孤儿院已经被其他建

筑取代，但代表性的红色铁门旁仍然有披头士的追随者

写下的祝福。

草莓园
Strawberry Fiel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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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窟 酒 吧 位 于 马 修 大 街（Mathew 

Street），被称为披头士乐队的朝圣地。1961

年 3 月披头士在这里进行了首场演出，并在此

之后的两年每晚都在此演出。与披头士有关的

酒吧和商店集中分布在这条窄小的街道上，在

小街两侧，还有为了介绍甚至歌颂披头士的经

历而修建的纪念碑（又称为‘利物浦名人墙’）

以及约翰的铜像等。

   这是披头士乐队成名之地，4 位队员曾在这

里进行过近 300 场演出，这家酒吧位于利物浦

一条小巷子内，不留意很容易错过，但巷子口

的列侬雕像，和一整面红砖名人墙，立刻就能

让人感觉到与众不同。因为披头士的存在，对

许多歌手来说，能够到洞窟酒吧的舞台上表演

也成为了一种地位的象征。1997 年，为纪念开

业 40 周年，酒吧在墙上设立了“名人墙”，

将曾经在这里表演过的歌手和乐队名字篆刻在

砖块上。从绿洲乐团、埃里克·克莱普顿到阿

黛尔，流行音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名字几乎都

能在这里找到。

洞窟酒吧
The Cavern Club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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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头士博物馆，这是一座介绍披头士不同

时期星路历程的博物馆。披头士乐队对于流行

音乐的革命性的发展与影响力无人可出其右，

对于世界范围内摇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

贡献。如果说披头士乐队 The Beatles 是英国

流行音乐界最伟大，最为成功的乐队，估计没

有人异议。

   乐队的故乡就在利物浦。这里也有一座博

物馆用来纪念这支伟大的乐队。每个年代的故

事，每个年底他们的成功史，一直记录到乐队

结束。但博物馆并没有就此结束，还记录了乐

队解散后他们各自的生活。 珍贵的黑胶唱片，

记录了一个无比辉煌的音乐时代，也影响了一

个时代的人！

   每个人的签名照片，很多乐迷到这里的时

候，都会感触良多，但心里都向这支伟大的乐

队致敬。博物馆所在地是一个旧仓库改建的，

现在这个旧仓库已经变成一个商业艺术中心，

也蛮值得看看的。

披头士博物馆
The Beatle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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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利物浦的景点都出现在录制 披头士的《向鸟一样自由》

歌曲 MV 过程中， 在 MV 中， 拍到一只鸟飞跃草莓园的大门，下

一个镜头就是便土街。这里大部分商店和窗户都按次序重新装修。 

当时还动用了很多古董轿车，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用来重造 50 年

代的便士街景色。

便士街
Penny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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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咖啡，怀念四个人：披头士咖啡店

（前身为修道院路咖啡馆）位于圣约翰木站出

口。其中销售披头士纪念品。 在树丛尾路的

尽头，你可以看到现代的路牌的艾比路  

   这家披头士纪念品商店开在福尔摩斯博物

馆所在的贝克街上。除了披头士，店内还有皇

后乐队（Queen），大卫鲍伊（David Bowie）

等经典英国摇滚乐手的周边产品，从 CD、海

报到 T 恤衫，各类纪念品一应俱全。音乐爱好

者尤其是英伦摇滚爱好者值得一看。

  音乐人的买买买模式：各种木吉他，电吉他，

复古吉他，贝司，各种斑鸠等等品。

披头士咖啡店
Beatles Cafe

Wunio guitars 乐器行

披头士纪念品专卖店
Bake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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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首都，欧洲最大的

城市。与美国纽约并列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

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著名景点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格林威治天文台，伦敦眼，伦敦最高建筑碎片大厦等。

伦敦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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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河横穿整个伦敦市，沿途风光非常大气。泰晤士

河全长 346 公里，横贯伦敦与沿河的 10 多座城市，流域面

积 13000 平方公里，注入北海。在伦敦上游，泰晤士河沿岸

有许多名胜之地，诸如伊顿、牛津、亨利和温莎等。泰晤士

河热闹的入海口常常挤满了繁忙的英国商船。

   游船的设计充分考虑游客的宽广视野，其上层是开放式

甲板，游客可以站在上面看风景，下层为设有全景窗的宽敞

公共大厅，视野非常开阔舒适。游船沿途要经过诸多景点名

胜，包括“卡蒂萨克”号帆船、金丝雀码头、伦敦塔、塔桥、

退役战舰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圣保罗大教堂、莎士比亚环

球剧场和泰特现代艺术馆等。

   在欣赏炫美的夜景的同时享受美食，悠闲地坐在泰晤士

游船的餐桌旁享用美味可口的餐点。一顿丰盛的大餐，配上

精彩的现场音乐演出。饭后，在乐手现场演奏的美妙音乐的

伴随下，与你的旅伴共舞一曲浪漫的华尔兹。水上的伦敦之

夜，绚烂、温馨、难忘。

泰晤士河
Thames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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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是英国君主位于

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

   白金汉宫始建于 1703 年，1837 年白金汉宫正式成

为王宫，此后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府邸。虽然白金汉宫

自 1993 年 8 月向公众开放部分区域参观，但显然并非

所有人都有机会受到女王邀请，成为座上贵宾。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 1952 年即位以来，几乎每年都会

邀请来访的国家元首到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做客。而

白金汉宫的待客之道，堪称英伦典范的最高标准。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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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白金汉宫的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原本是圣

詹姆斯宫的鹿园，17世纪时查理二世聘请法国景观设计师重新造景，

19 世纪初在英国著名建筑师纳许进一步美化之下，至今成为伦敦市

中心最美丽的公园，是市民与游客最佳小憩休闲之地，处处可见晒太

阳、散步、野餐客。

   圣詹姆斯公园又有鸭园之称，公园中央长形水池聚集了各种大小

颜色鸭类，常可见到小鸭子在水面上展翅快飞，留下道道水痕，还有

天鹅、鸟类、雉等多种保护鸟类，每天下午 3 点是喂食时间。詹姆斯

公园最佳绝妙美景，就是从桥上隔着湖水眺望白金汉宫，特别是晚上

白金汉宫点灯夜景更为迷人。

圣詹姆斯皇家公园
St James'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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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科茨沃尔德的 " 威尼斯 " 之称的水上波顿镇恐

怕算得上是这一区最美丽且名气最大的小镇。清澈见

底的疾风河（Windrush River）贯穿整个村庄，六座

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低矮拱形石桥横跨其上，河畔两岸

绿村成荫，桥下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尽情享受

这悠然自得的风景。非得亲临其境，方可领略其传奇

般的美景。

   水上波顿镇除了令人窒息的自然美景，还有许多值

得参观的景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模型村，是以 1：10

的比例而建造的，其中还有个更微型的迷你模型村，

以示完整重现水上波顿整个村庄，有趣之至！小镇上

的几个博物馆，例如汽车博物馆可追溯到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尤其值得一看！这里还有传统的香水制

造厂，据说曾为英女皇及 Elton John 量身定制其专用

香氛，有意者何不也借机享受一次？

水上波顿
Bourton On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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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闻名的 The Ritz London 酒店俯瞰着

伦敦的格林公园 (Green Park)。这座令人惊

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极尽奢华，提供豪华的客

房、精致的英式菜肴和经典的下午茶。

    在伦敦，丽兹的下午茶和“蒂芙尼的早餐”

齐名，是老派英国贵族奢华生活的代名词。丽

兹酒店位于伦敦中心，酒店专门开辟了一片华

丽的庭园—棕榈庭 (THE PALM COURT) 供客人

享受英式下午茶。从吊灯帘幕到骨瓷茶具，每

样都古典奢华到极致，而老派的贵族名媛也时

常流连于此。在钢琴和竖琴的乐声中，可以尽

情享用精致的三文治，新鲜出炉的传统松饼，

香甜诱人的英式糕点，并伴有 17 种可供选择

的散叶茶以及里丝的招牌香槟酒。

   The Ritz London 酒店提供卓越的服务，

为每一位客人配备 2 名工作人员。酒店毗邻丽

兹俱乐部赌场 (The Ritz Club Casino)，靠

近伦敦西区的众多剧院。我们将在这里品尝香

浓精致的下午茶，融入英式上流社会的优雅气

氛当中。

   友情提示：进入酒店必须着正装，男士需

穿外套和佩戴领带，不允许穿牛仔裤和运动鞋。

丽兹酒店
The 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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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彼得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 建于 16 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

教堂之一，也是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大殿是著

名的天主教朝圣地点之一。教宗每年会在此举行

多个仪式，每次约有一万五千人到八万人参与。

圣彼得大殿与基督教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很强的

关联，教堂中央是直径 42 米的穹窿，顶高约 138

米，前面有两重用柱廊围绕的巴洛克式广场。占

地 23,000 平方米，可容纳超过六万人，这个伟大

的建筑是众多建筑师艺术家倾尽全力建造的，广

场的设计人是贝尼尼。堂内保存有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许多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的壁画

与雕刻。圣殇 (Pietra) 是米开朗基罗作品。雕塑

在进大门右手边，圣母小厅内。中央穹顶(Cupola)

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可以通过狭长的环形楼梯

一直抵达圣彼得大教堂的顶端，站在这里可以俯

瞰整个圣彼得大教堂和罗马全景，梵蒂冈墓窟

(SacreGrotte) 位于大教堂下方，是众多教皇的

陵墓。每周日教皇都会在教堂中为大众祈福，所

以如果你有幸是会见到教皇的。进入教堂不能穿

的太随意，裙子和短裤要过膝，男女装的袖子要

过肩。 

圣彼得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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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物浦大学宿舍楼【利物浦妇产医院】约翰 . 列侬（John 

Lennon）出生地 . 这间著名的妇产医院建立于 1924 年，是披头

士乐队主唱约翰 . 列侬（John Lennon）出生的地方。现在这座

建筑的内部已经被改造成利物浦大学学生公寓。

利物浦妇产医院
Liverpool Matern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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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比路录音室 (Abbey Road Studios) 是英

国唱片公司 EMI 在 1931 年 11 月于伦敦开设的

一家录音室。位于伦敦西敏市圣约翰伍德的阿比

路。这里曾是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等众多世

界摇滚殿堂级乐队的专辑录音地；曾经出产了大

量世界摇滚音乐史中的经典作品。 录音室的建

筑物建于 1831 年，1931 年被购入用作录音室和

音乐家休息的场所。这里门口那条斑马线，就是

Beatles 乐队那张经典的过马路照片的拍摄地。

艾比路录音室
Abbey Road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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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莎城堡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

温莎 - 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目前是英

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

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温莎城堡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一世时期，

城堡的地板面积大约有45,000平方米（484,000

平方英尺）。与伦敦的白金汉宫、爱丁堡的荷

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一样，温莎城堡

也是英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现任的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温莎城

堡度过，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人的娱乐活动。

她的另外两栋宅邸则是王室的私人住宅，分别

是桑德林汉姆别墅（Sandringham House）及巴

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

温莎古堡
Windsor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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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音乐之旅八晚九天
【英国几乎可以说是摇滚乐迷的朝圣之地，除了伦敦、曼城这两座南北重镇，还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Beatles的诞生地利物浦、Trip-hop的发源地布里斯托等等。

再加上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和演出⋯⋯想想都让人抓狂啊。】

主题亮点：感受英国音乐文化、寻找英国摇滚地标、探访披头士足迹、感受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

出发地：伦敦，结束地：伦敦

天数：9天

   途经城市：伦敦、格拉斯顿伯里、水上伯顿、切尔腾纳姆、曼彻斯特、利物浦

途经景点：伦敦眼、泰晤士河游船、白金汉宫、圣詹姆斯皇家公园、Hard Rock Cafe、教堂街 24 号、O2 演唱会、艾比路录音室、披头士咖啡店、披头士纪

念品专卖店、Wunio guitars 乐器行、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水上波顿、Piccadilly Records、Vinyl Exchange、the ritz、萨尔福德少年俱乐部、圣彼得

教堂、草莓园、Penny Lane、洞窑酒吧、帕尔街录音棚、披头士博物馆、The Picket、利物浦妇产医院、温莎古堡

行程标签：音乐、特色体验、乡村

产品属性：主题定制

       温馨提示：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每年 6 月举行，需要提前预订门票，其他音乐演出需要根据出发时间查询是否可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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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住宿 用 餐

1
中国北京

$
伦敦

ñ/v 首都机场集合，乘坐国际航班飞往英国首都伦敦，抵达后专人接机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晚

2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开始全天市容观光：【伦敦眼】*（陪同入内）：是世界上首座、也曾经是世界

最大的观景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它于 1999 年年底开幕，总高度 135 米（443
英尺），竖立于伦敦泰晤士河南畔的兰贝斯区，面向坐拥国会大楼与大本钟的西
敏市。【泰晤士河游船】*（陪同入内）：泰晤士河将伦敦市区的许多名胜如珍
珠一样串起，沿岸景点非常多，如伦敦眼、千禧桥、伦敦塔、塔桥、大本钟、国
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等等。乘船游河，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将这些景致尽收眼底，
顺便游览该段泰晤士河的两岸风光。随后参观女王的住所【白金汉皇宫】*（外观，
仅8月1日 -9月 30日对外开放）和【圣詹姆斯皇家公园】（请提前准备一些坚果，
在这里有很多小动物等着小朋友们互动哦）

12：00午餐于【Hard Rock Cafe】：在这里寻找摇滚的记忆:可以看到很多摇滚纪念品，
你可以看到约翰·列侬的手写原歌词，他在纽约市一个披头士演唱会穿的衣服和
戴过的眼镜。也有他们的专辑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已经实现销售价值 100 亿美元
的美国金唱片奖。在硬石餐厅的餐厅，您可以看到通过使用林戈·斯塔尔加入了
甲壳虫乐队前的鼓包。

15：00 前往【教堂街 24 号】披头士经纪人故居（外观拍照）：布莱恩·爱泼斯坦于
1961 年十二月在跑了利物浦的几个音乐 / 唱片店成为披头士的经理，他之前的谈
判合同备案与 EMI，并更换了鼓手皮特与林戈·斯塔尔。他还管理其他艺人利物
浦格里包括：心脏起搏器和西拉黑色。他于 1967 年 8 月从药物过量去世住在他
伦敦的家中，在 24 教堂街

15：30 乘车前往 O2 体育场
17：00 晚餐
18：30 做一日粉丝，看一场【演唱会】*（根据时间安排一场演唱会，如行程当天无演

出则取消陪同入内）
21：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中 /晚

http://baike.haosou.com/doc/2588749.html


www.china-pt.cn
TRIP

22

3 伦敦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艾比路
10：00 抵达后入口处的修道院路是一条斑马线。这是精选的披头士的专辑《Abbey 

Road》的封面。我们将拍一张海报同款
10：30 在【艾比路录音室】*（外观，如入内需要提前联系）留下我们来过的痕迹：大

部分披头士的歌曲被记录在艾比路录音室。许多歌迷披头士写外墙壁上的消息
12：00 午餐于【披头士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怀念四个人：披头士咖啡店（前身为

修道院路咖啡馆）位于圣约翰木站出口。其中销售披头士纪念品。 在树丛尾路
的尽头，你可以看到现代的路牌的艾比路

13：00 乘车前往【披头士纪念品专卖店】为歌迷代购纪念品：您可以参观伦敦披头士
专卖店，这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披头士纪念品

15：00【Wunio guitars 乐器行】音乐人的买买买模式：各种木吉他，电吉他，复古吉
他，贝司，各种斑鸠等等 品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中 /晚

4

伦敦
$220KM

格拉斯顿伯
里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格拉斯顿伯里
12：00 午餐
13：00 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露天【音乐节】*（小镇内体验，如需购票需提前约 1 年

确认），不仅仅是场演唱会，不只为舞台上的表演者而存在，更是台上台下双方
互动交流的一场庞大集体创作。除了有知名乐团在被数万观众包围的大舞台上卖
力演出外，周遭亦有着数不清的小舞台，无数个叫不出名字、风格迥异的乐团在
此表演着欢庆的民俗音乐，邀请路过的人一同加入舞蹈。它不必然关乎音乐或绕
着音乐打转，更有着行动剧、抗议运动、扮装、人偶剧、魔术戏法等各式表演艺
术随时随地上演。每一个帐篷、每一个转角都有人拿起吉他与萨克斯风席地而坐，
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即兴演奏起美妙的旋律。只要你有新奇的点子与足够行动力，
就能透过彩绘与扮装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活动的实验小剧场，对每位经过身边的观
众展示上一段小故事 ;在这里你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接收者，只能随他人之声起舞，
更是主动出击的积极发声者。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格拉斯顿伯里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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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格拉斯顿伯
里

155KM
水上波顿
30KM

切尔滕纳姆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水上波顿
12：00 午餐
13：00 参观小镇美丽风光：Bourton-on-the-Water 是极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小镇，小镇

非常的小而精致。Windrush 河从村中心 5 座矮桥下穿流而过，两岸星星密布着
酒吧，餐馆，摊档，报亭，构成了颇有水乡小镇风味的迷人景观。小桥流水人家，
清澈见底的小溪，迷人的连接两岸的低矮石桥，河岸边杨树下成荫的男女老少，
形成了Bourton-on-the-Water 才具有的独特风景线。镇上还设有许多旅游景点，
包括模型村庄博物馆，香水博物馆，汽车博物馆，St. Lawrence 教堂，和颇吸
引人的有着 53 年历史的鸟园 Birdland。

17：00 乘车前往切尔滕纳姆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切尔滕纳姆
早 /中 /晚

6

切尔滕纳姆
$220KM
曼彻斯特
$55KM
利物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前往曼彻斯特
12：00 午餐
13：00 北区唱片店为歌迷代购唱片：曼彻斯特的北区是城市创意活力中心，也是人气

颇旺的酒吧、餐馆、音乐表演场地、特色店铺、艺术画廊和顶尖唱片店的集中地，
如皮卡迪利唱片店【Piccadilly Records】和【Vinyl Exchange】。

    Piccadilly Records 是音乐爱好者们经常光顾的音乐宝库，也是曼城音乐文
化的纪念碑，唱片店售卖朋克音乐、舞曲、摇滚、funk、电子乐等。Vinyl 
Exchange：即便是最精明的顾客也不会空手离开这家曼城最大的二手音乐商店！

15：00 参观【the ritz】摇滚乐队钟爱的舞台：丽思是一个现场音乐表演场地惠特沃
思街西，曼彻斯特，英格兰。建于 1927 年，丽思被指定为二级保护建筑。已使
用了在会场乐队包括披头士，被诅咒，REM，石玫瑰，北极猴子，史密斯，Snow 
Patrol 的，快乐星期一，亚当蚂蚁，踢反弹球墨菲，坏宗教，死的 Kennedys 和
明眸眼部

16：00 参观【萨尔福德少年俱乐部】*（陪同入内）Smiths 朝圣地：数以万计的
Smiths 迷们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使这里成为朝圣之地，为乐队提供了经典专辑
《The Queen is Dead》内封套的背景画面。

17：00 乘车前往利物浦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利物浦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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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物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参观【圣彼得教堂】*（外观）：碑上刻着一段话，记录着 1957 年 7 月 6 日，

The Querrymen 在圣彼得教堂演出。伊万将保罗介绍给了列侬，列侬曾说：“就
在那天，我遇到了保罗。一切从那一天开始！”（that was the day, the day 
that I met Paul, that it started moving）圣彼得教堂墓地中的一块墓碑，
因为其上面的 ELEANOR RIGBY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被游客拍摄最多次的墓
碑之一

10：00 参观【草莓园】寻找歌曲中的元素（外观）：约翰列侬小的时候，“草莓园”
和姨妈家相隔几步之遥，因此列侬小时候经常同这里孤儿院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11：00【Penny Lane】寻找歌曲中的元素：彭尼街因与其同名的歌曲而出名，它位于艾
勒顿路之外，你可以在此参观理发店、银行、消防队和“环行路中央的避难所”，
它们为甲克虫乐队提供了创作灵感。

12：00 于【洞窟酒吧】午餐：2007 年，俱乐部庆祝了它成立 50 周年，但这里已不是
1961 年甲克虫乐队被发现时的所在，而是用原来的设计图和砖头重建而成。深洞
俱乐部一如既往地举办各个新兴乐队的演出 - 这里是The Coral乐队的发祥地。
俱乐部前面的名人墙是为纪念利物浦的表演艺术家，每个上榜乐队都曾拥有排行
第一的殊荣。

13：00 参观【帕尔街录音棚】*（外观，如需入内参观或录音需提前联系）格莱美奖录
音棚：获格莱美奖的录音棚 - 伦敦之外的英国最大的音乐制作室 - 帕尔街录音
棚以其为经典乐队制作音乐而著称，如 Coldplay、Doves、New Order、Pulp、
The Charlatans 和 Badly Drawn Boy 等。

14：00 参观【披头士博物馆】*（陪同入内）追忆披头士：这是一座介绍“披头士”不
同时期星路历程的博物馆。馆内设有购买“披头士”商品专柜，你可以买到许多
与“披头士”相关的纪念品，如马克杯、T 恤、布徽章等。游客服务中心还为热
情的歌迷特别设计了“传奇之旅”，参观彭尼小巷（Penny Lane）、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以及乐队四位成员曾经长大和玩耍的房子。

16：00 参观【The Picket】*（外观）利物浦摇滚地标：这是利物浦最著名的表演场地
之一，曾经为许多当地乐队举办他们的首场演出，其中包括 The La’s、Cast、
Space 和 The Coral。

17：00 前往利物浦大学宿舍楼参观【利物浦妇产医院】（外观）：Liverpool 
Maternity Hospital, 约翰 .列侬（John Lennon）出生地 . 这间著名的妇产医院
建立于 1924 年，是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 .列侬（John Lennon）出生的地方。现
在这座建筑的内部已经被改造成利物浦大学学生公寓。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利物浦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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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物浦
$340KM
伦敦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在港口漫步，寻找创作灵感
12：00 午餐于利物浦最高的餐厅 panoramic34，俯览利物浦（周一不开）
13：00 乘车返回伦敦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中 /晚

9

伦敦
$40KM
温莎
$

北京

ñ/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温莎小镇
10：00 抵达后游览小镇风光
12：00 午餐
13：00 游览【温莎古堡】*：温莎古堡，中世纪建筑，占地 7 公顷，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一座尚有人居住的古堡式建筑，收藏着英国王室数不清的珍宝，其中不乏有
达 . 芬奇、鲁斯本、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每一个房间都是一座小型的艺术展室
也一点都不夸张。温莎古堡所有的建筑都用石头砌成，共有近千个房间，四周是
绿色的草坪和茂密的森林。莎士比亚曾在这里创作了《温莎的风流娘们儿》。

16：00乘车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注意办理登机手续请至少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
如在奥运期间或其他特殊时期请提前至少 4小时换过机场办理手续）

19：00 乘坐航班离开伦敦，结束此次愉快而难忘的伦敦之行。

―― 早中—

    行程中加粗部分为景点，未标明注解景点为外观景点，一般是不对外开放；标有“【  】”并黑色字体景点为首道免费入内景点，可能有中文耳机或其他收费项目；标

有“【  】”并蓝色字体加“*”景点为收费景点，如客人不特别要求入内的情况下自动视为外观。若行程中涉及协议中进入参观的收费景点临时关闭情况 ，我方选择更换

类似景点或退门票的方式处理，敬请理解

http://baike.haosou.com/doc/2556725.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367583.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7084638.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2025276.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6927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