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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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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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欧洲最大的自然历史

博物馆。原为 1753 年创建的不列颠博物馆的一

部分，1881 年由总馆分出，1963 年正式独立。

为维多利亚式建筑，形似中世纪大教堂。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世界各地动植物和

岩石矿物等标本约 4000 万号，其中古生物化石

标本 700 多万号，图书馆有书刊 50 万种，并保

存着大量早期的自然研究手稿和图画等珍贵品。

全馆有 20间大陈列厅，内容包括古生物、矿物、

植物、动物、生态和人类等六个方面。中央大

厅为现代生命科学陈列厅，用立体景观、展柜

介绍进化论和人类学知识。1 层右翼各陈列厅展

示古生物化石标本，它展出有鱼龙，蛇颈龙，5

米高的霸王龙，体态极小的新颌龙，尾翼达 17

米的翼龙以及完整的始祖鸟骨骼等；左翼各陈

列厅展出现代动物,包括海洋无颈椎动物，鱼类，

鸟类及爬行动物。其中以鸟类的陈列最为出色。

2 层左侧展出哺乳动物，其中较精采的是非洲热

带草原动物和澳大利亚有袋动物的陈列；右侧

陈列矿物、岩石、宝石，大理石并有专室陈列

陨石。3 层是现代植物和化石植物的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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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TRIP

  英国国家博物馆（British Museum），又名

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

的罗素广场，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

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

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英国国家博物馆拥有

藏品 800 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还有大批

藏品未能公开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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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 简称 V&A) 是专门展出应用和装饰艺术

作品的博物馆，在伦敦诸多博物馆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博物馆以维多

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艾伯特命名，创立于1852年，展示空间共分4层楼，

共 146 个展览厅室，专门收藏美术品和工艺品。其中的欧洲服饰发展

史的展厅和摄影艺术馆比较著名，1858 年就举办了第一个摄影展。 

   博物馆的展品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印度、中国、韩国、日本

以及阿拉伯等地区。博物馆内有一系列的展馆，展出品包括雕塑、玻

璃制品、珠宝、教会餐具、盔甲、武器、服饰、纺织品、乐器、熟铁

制品、彩画玻璃、金属制品、陶器制品、家具、建筑、图片和水彩画等。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同时也收藏至 1900 年以前的英国国有

的雕塑作品，其中包括贝尔尼尼 (Bernini) 的“海神与人鱼喷泉

(Fountain of Neptune and Triton)”和卡诺瓦的“三夫人 (the 

Three Graces)”。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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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又译为国家艺廊），是位于

英国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正北

方向。

   国家美术馆又称伦敦国家美术馆，

成立于 1834 年。当时仅有 38 幅画作，

从这些由乔治四世说服政府购买林布

兰、拉尔等人的 38 个作品，陆续拓展

为现在以绘画收藏为主的国家级美术

馆。不论是巴黎卢浮宫和奥塞美术馆，

还是梵蒂冈博物馆和荷兰凡·高博物馆

等许多欧陆美术馆，它们的许多藏品其

实在国内的出版物上都见过。但是，不

知是何原因，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藏品却

在国内罕见。在国家美术馆迷宫似的展

厅，从达·芬奇、拉斐尔，到威尼斯画派、

英国山水画派、法国写实派、前期印象

派，直到塞尚、梵·高。所有学西画的

画家，到英伦最幸福的事，便是天天啃

着面包，喝着矿泉水泡在美术馆中。

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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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

岸，原是一座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始建于公

元 960 年，1045 年进行了扩建，1065 年建成，

1220 年至 1517 年进行了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在 1540 年英王创建圣公会之前，它一直是天主

教本笃会（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教堂。

   1540 年之后，成为圣公会教堂威斯敏斯特的

本义是西部大教堂的意思。由于这座教堂在伦

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西部，便得此名。曾

有过一座自东撒克逊王塞伯特在公元 7 世纪建

造后便长期矗立的教堂。它本应建在托尼岛。

该岛已经消失，因为泰晤士河道变窄后它与岸

地融为一体。这座教堂的建立似乎是遵循圣伯

多禄的指教，据说他曾在首位主教梅里图斯领

行的封圣典礼上现身。从巴耶彩（彩织广景壁画，

生动详细地记录了 11 世纪诺曼征服者威廉侵占

英格兰的过程。传说为威廉王后玛蒂尔达亲织，

画中共有 1152 人和 72 幕场景）上看，这座老

教堂建有中心塔楼、交成十字横线的两侧耳堂

和铅板屋顶。

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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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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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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

称牛津，是一所位于英国牛津市的世界顶级公

立大学，建校于 1167 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

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

机构，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

机构之一。牛津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

大学声誉、巨大影响力的知名学府。

   牛津大学是英国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团、

欧洲顶尖大学科英布拉集团、欧洲研究型大学

联盟以及 Europaeum 中的核心成员。牛津大学

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

包括 20 卷《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大学城
University Of Oxfor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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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是英国剑桥郡首府，剑桥大学所在地，“英国惟一的大

学城”，位于伦敦北。剑桥大学城地处英国，气候冬暖夏凉，

偶尔下雨，且持续时间不长，四季皆宜旅游。国王学院对面的

圣玛利教堂 (Church of Great St Mary's)，在 18 世纪以前

是剑桥大学授予毕业生学位的场所，后来才改到现今的 Senate 

House。圣玛利教堂是剑桥大学城的中心，以前学校还规定学生

住宿的地点不得超过圣玛利教堂 3 英哩外，爬上圣玛利教堂 123

个阶梯后，可从屋顶眺望最近的国王学院。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在亨利六世的鼎力支持下

于 1441 年成立，学院草地中央即为亨利六世的青铜纪念像，国

王学院的主要入口是雄伟的 19 世纪哥德式门楼。 

   剑桥大学有近 800 年历史，孕育出 60 多位诺被而奖得主，

共有 31 个学院。科学和工业是剑桥最引以为傲的学术。三一学

院产生了牛顿、培根和 20 多位诺被而得主、6 位英国首相。圣

约翰学院中有著名的叹息桥。国王学院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学

院。各学院参观费不等。为了避免对教职员和学生造成不便，

参观者最好依据学院的参观路线指示行进。

剑桥大学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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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

名声最响亮的学院之一，拥有约 600 名大学生，300 名研究

生和 180 名教授。同时，它也拥有全剑桥大学中最优美的建

筑与庭院。

   三一学院是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于 1546 年所建，其前身

是 1324 年建立的米迦勒学院（Michaelhouse）以及 1317 年

建立的国王学堂。也因如此，今天学院中依然保留着的最古

老的建筑可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国王学堂所使用的学院钟

楼，直到今天还在为学院报时。

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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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河（Thames River）是

英国著名的“母亲”河。发源于

英格兰西南部的科茨沃尔德希尔

斯，全长 346 公里，横贯英国首

都伦敦与沿河的 10 多座城市，流

域面积 13000 平方公里，在伦敦

下游河面变宽，形成一个宽度为

29 公里的河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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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充

满了英国的繁忙商船，然而其上

游的河道则以其静态之美而著称

于世。在英国历史上泰晤士河流

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泰晤士河
Thanes River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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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公园（Hyde Park）是伦敦

最知名的公园。 海德公园是英国

最大的皇家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

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即西敏寺 ) 地区，占地

360 多英亩，原属威斯敏斯特教堂

产业。十八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

鹿场。16 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将

之用作王室的公园。查理一世执政

期间，海德公园曾向公众开放。

1851 年，维多利亚女王首次在这

里举办伦敦国际博览会。1944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和

英国首相丘吉尔（Churchill）曾

在这里签订了海德公园协议（Hyde 

Park Agreement），这项美英之

间关于二战期间核武器研发合作的

协议。现在也是人们举行各种政治

集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场所，有著

名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

海德公园
Hyde Park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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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动全球造成一股魔法旋风的哈利波特电影系列，许多市内

的场景、道具、特效都是在位于伦敦近郊的摄影棚拍摄。长达十

年的拍摄时间，留下许多令哈利波特迷印象深刻的场景，包括邓

不利多的办公室、斜角巷霍格华兹学校大厅等。为了圆影迷的魔

法梦，摄影棚于 2012 年 3 月底起开放参观，让游客可以置身电

影场景中，亲眼目睹电影中重要的道具，包括分类帽、葛莱芬多

之剑、飞天扫帚、飞天车、其实公车、大蜘蛛。哈利波特影城展

出了电影中的布景、服装、道具，以及1到8集所运用的电影特效。

哈利波特影城
WB Harry Potter Studio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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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莎乐高乐园坐落于英国伯克郡的温莎小镇，是以

乐高玩具系统为主题，主要针对三至十二岁儿童的主

题公园。乐园于 1996 年开园，是世界上第二个乐高乐

园，乐园中有以乐高积木所砌成的英国名胜微缩景区

(Miniland)，包括大笨钟、伦敦眼、市政厅及泰晤士河

等著名地标建筑，还有王国之谜、维京人的土地、骑士

王国、冒险乐园等多个活动设施。

乐高乐园
Lego Lan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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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古堡
Windsor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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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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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博物馆夏令营行程
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餐 住宿

第 1天

北京
-

西斯罗机场
伦敦  
-30KM   

（30 分钟）
伦敦

ñ
v

首都机场乘坐国际航班飞往英国首都伦敦，抵达西斯罗机场后专人
接机前往剑桥随后午餐 , 下午游览抵达开始全天市容观光：英国国
王加冕登基的地方—【威斯敏斯特教堂】* 外观，伦敦的象征——大
笨钟，国会大厦，白厅街，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皇家骑兵营】*
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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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晚 伦敦

第 2天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前往参观欧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位于伦敦市中心西南部、海德公
园旁边的南肯辛顿区。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 4 万多平方米，馆内大
约藏有世界各地的 7000 万件标本，其中昆虫标本有 2800 万件。英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欧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此天课程有安排）
12：00 午餐 
13：00 随后下午乘船游泰晤士河

【伦敦塔桥】*、金融城、【伦敦塔】*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伦敦

第 3天

伦敦
95KM

1 小时 20 分钟
牛津
51KM

水上波顿
    50KM
格洛斯特郡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牛津
11：00抵达后参观亚斯幕联博物馆、各个学院、图书馆、学位颁发处、

大学城商业中心等地
12：00 午餐
13：00 乘车前往水上伯顿
14：00 科兹沃尔德的“威尼斯”之称的水上伯顿小镇，也是科兹沃

尔德最美丽且名气最大的小镇之一。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格洛斯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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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天
格洛斯特郡
  192KM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随后前往伦敦，
11：00 抵达后乘坐【伦敦眼（The London Eye）】VIP 参观时段需
要提前预约 ，坐落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是世界上首座、同时截
至2005年最大的观景摩天轮，为伦敦的地标及出名旅游观光点之一。
伦敦眼于 1999 年年底开幕，当时赞助商还是英国航空公司因此又称
千禧之轮，总高度 135 米（443 英尺）。
12：00 午餐
13：00 海德公园进行，游玩互动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伦敦

第 5天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格林威治村观光（路程约半小时），并欣赏沿途两
岸风光，抵达格林威治天文台村参观：【本初子午线和皇家天文台】*。
12：00 午餐
13：00【大英博物馆】*，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

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
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
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
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伦敦

第 6天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简称 V&A) 是专门展出应用和

装饰艺术作品的博物馆，在伦敦诸多博物馆中拥有重要的地位。
博物馆创立于 1852 年，展示空间共分 4 层楼，共 146 个展览
厅室，专门收藏美术品和工艺品。

12：00 午餐
13：00【国家美术馆】* 英国国家美术馆，又译为国家艺廊，是位于

英国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正北方向。国家美术馆又称伦
敦国家美术馆，成立于 1834 年。当时仅有 38 幅画作，从这些
由乔治四世说服政府购买林布兰、拉尔等人的 38 个作品，陆
续拓展为现在以绘画收藏为主的国家级美术馆。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伦敦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9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4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27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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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天
  伦敦
  40KM
  温莎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游览【哈利波特影城】*，陪伴许多大朋

友小朋友长大的哈利波特电影系列已经画下
句点，但不要难过，华纳兄弟伦敦工作室也就
是近十年来拍摄制作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摄
影棚已经开幕。

12：30 午餐
13：30 乘车前往伦敦商业街活动。
18：00 晚餐后返回温莎小镇入住酒店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温莎

第 8天 温莎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前往【乐高乐园】*开启一天的乐高之旅。乐 高
       玩具绝对是我们成长中的好伙伴。据说 LEGO
       一词来自丹麦语中的 leggodt，意思是 play 
       well，也就是既好玩，又玩得好，这也恰如其
       分地描述了乐高积木的特征，即有趣味性又在
       游玩中开发了创造力。
12：30 午餐
18：00 晚餐后返回温莎小镇入住酒店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早 /中 /晚 温莎

第 9天
   温莎
   15KM

西斯罗机场
北京

v
ñ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游览【温莎古堡】*

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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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英
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

12：00 午餐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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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 乘坐航班离开伦敦，结束此次愉快而难忘的伦敦之行。

早 /中 /-- -----

第 10 天
   北京 ---- 安全抵达首都北京结束英伦夏令营 ---- ----

行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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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2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27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