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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角 兽 剧 院 [Unicorn 

Theatre] 是英国最具影响力和创

新意识的儿童戏剧演出、教育机

构。剧院位于伦敦中心区域邻近伦

敦桥和泰晤士河的图利街 [Tooley 

Road]。

   独角兽剧院初为流动剧团，

由英国现代杰出儿童剧作家、戏

剧教育家卡瑞尔 . 詹纳 [Caryl 

Jenner] 女士于 1947 年创建。独

角兽剧院从此在有“全球戏剧中心”

之称的伦敦西区 [London’s West 

End] 场驻演。

    2016 年暑期，独角兽剧院与

芳年文化达成独家合作，定于 7

月在伦敦为 18 名优秀的中国儿童

开办为期一周的英文戏剧文化与表

演培训。这将是一次充满乐趣的学

习体验，更是对孩子语言、创意、

社交和独立生活能力的考验和历

练，如此注定，意义非凡！ 

独角兽歌剧院
Unicorn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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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 1987 年建造的一座

专为欣赏、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优秀剧作

家的作品的剧场。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英国戏

剧艺术的中心。17 世纪时莎士比亚大多数作品

都在环球剧场（GlobeTheater）演出。剧院高

13.7 米，主要由环球剧场、环球教育、环球展

览三个结构组成。通过多处舞台地板开口和活

板门的设计，共有四层，创造出演出所需的空

间层次感。剧场的附近还设有用于展览及处理

行政事务的主体建筑。

   中国人说 " 不到长城非好汉 "。那么，在英

国恐怕只有看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方能算是真正

到了英国。矗立于泰晤士河南岸、伦敦圣保罗

教堂对面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即是一座专为欣

赏、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优秀剧作家的作

品而建造的世界级剧院。

   环球剧院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它还是一个艺

术教育和学习的地方。剧院由三个机构组成：

环球剧场 -- 一个由国际艺人组成的专业剧团；

环球教育 -- 与不同年龄的学生共同研究莎士比

亚的剧作手稿及舞台表演；环球展览 -- 专为莎

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而设立的涵盖面最广、

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Shakespeare’s Globe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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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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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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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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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浴池博物馆位于英国巴斯，在罗马帝

国统治英国的时代，罗马人在巴斯修建了

许多带有桑拿及泳池的大型浴室，还把这

里定为水和智能女神米诺拉的领地，并建

起了华丽的宫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

建筑大部分都被埋在了地下，直到 19 世

纪末，英国又重新唤醒了这些沉睡在地下

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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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TRIP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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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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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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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北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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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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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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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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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以西 180 公里的斯特拉特

福镇，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

士比亚的诞生地和逝世的地方。莎

士比亚的故居在小镇的亨利街北

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本

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顶、泥土

原色的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

廓使这座 16 世纪的老房在周围的

建筑群中十分显眼。莎士比亚故居

里的家具和其他物件构成了莎士比

亚出生地管委会下属博物馆的收藏

品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故居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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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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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尔加广场，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

市中心，东面是伦敦城，北接伦敦的闹市索荷区，南邻

白厅大街，西南不远是王宫，适中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

广场建筑，使它成为伦敦的名胜之一。它是为纪念著名

的特拉法尔加港海战而修建的，广场中央耸立着英国海

军名将纳尔逊的纪念碑和铜像。每当节日来临，如圣诞

节或除夕，成千上万的伦敦居民便会聚集到特拉法尔加

广场通宵达旦地狂欢。即使不相识的男女，也会彼此送

上香吻和祝福，场面相当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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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丁堡城堡是爱丁堡甚至于苏格兰精神的象征，耸立

在死火山岩顶上，居高俯视爱丁堡市区，每年八月在此举

办军乐队分列式 (Military Tattoo)，更将爱丁堡城堡庄

严雄伟的气氛表露无遗。 到爱丁堡旅游的人都不会错过

爱丁堡城堡，爱丁堡城堡在市中心各角落都可看到。爱丁

堡城堡在 6 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爱丁堡城堡自此成为重

要皇家住所和国家行政中心。

    城堡从公元 12世纪到 16世纪一直是苏格兰皇家城堡，

见证了苏格兰的多次战争。17 世纪起成为军事基地，当前

归属于苏格兰文物局（Historic Scotland），仍有军队

驻扎在城堡上。

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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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戏剧之旅
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住宿 用 餐

1
中国北京

$
伦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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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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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内）
12：00 午餐
13：00 海德公园游玩
17：00 晚餐
19：00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中晚

3-6
伦敦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从此刻起，你将在随后 5 天仅为 18 名中国少年开放的剧场里，在

独角兽剧院导演和技术团队的专业培训中，体验英式舞台剧的创作、
排练和表演的全过程。这里欢迎放肆的想象——迦太基军团在汉尼拔
将军一声令下后扫荡罗马，莎翁名著《第十二夜》中粗鲁的马伏利奥
丑态百出，或者穿越宇宙虫洞返回史前时代，你的剧本你做主！如果
你认为虫洞之旅需要借助一条飞毯，而且起飞时应有一束神秘昏黄的
月光，这也应该不成问题，只要你能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制作出你想
要的物件，并且说明你期待的灯光效果。你有点担心自己的英文不够
流利？没必要！投入这次英伦戏剧之旅，本也是为了学习纯正的伦敦
英语，更何况不止一位中文翻译可以帮助你。你要做的就是贡献故事
创意、设计服装道具、背熟英文台词、记下你在舞台上的行动路线还
有导演给你的表演建议，然后，等着演出开始。

12：00 午餐
13：00 学习时间
16：00 返回住处
18：00 晚餐。

伦敦 早中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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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伦敦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独角兽剧院
09：30 这时孩子们将开始展示他们在过去一周的创作成果，换句话说，一

场经英国专业儿童剧导演培训完成的，由你和你的同伴们联合出演的，
实景、带妆、英文对白的舞台剧即将在伦敦独角兽剧院的 Weston 剧
场开幕。即便是专业的儿童剧演员，也未见得有机会在这里登台演出，
所以无论你是否在乎，中国学生在这家英国顶级儿童剧院表演的历史，
确是从你们开始。这场演出的全部过程将被摄像记录，我们会将视频
发给孩子们，并感谢支持孩子们来伦敦享受这充满艺趣的戏剧体验的
家长们。演出结束后，独角兽剧院还将举行颁发证书仪式。

12：00 午餐自理
16：00 返回酒店，自由活动
18：00 晚餐自理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

8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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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内）；
12：00 午餐
13：30 参观【大英博物馆】800 万件藏品，占地逾 6万平方米，每年约 600

万游客到此参观，这里是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世界上第
一家国立公共博物馆，只有法国卢浮宫、俄罗斯冬宫和美国大都会博
物馆能与之比肩并列的全球博物馆圣地，你到伦敦后的必去之处。从
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到中国唐代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再到埃及小村罗塞塔的石碑，自 1753 年建立以来，大英博物馆搜罗
了大量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而它本身，则成为不列颠帝国的脸面及
其殖民历史的物化展示。即便是走马观花，看遍大英博物馆的 100 多
个展厅也非要花上一天不可，所以，从步入博物馆外的罗素广场开始，
你就要抓紧时间啦！

16：00 参观【特拉法加鸽子广场】，【国家画廊】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中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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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伦敦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钟情戏剧的你一定知道著名的“伦

敦西区” [London’s West End]，此地面积不足 1 平方英里，却坐
拥 40 余家各式剧院，因而成为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
心。为了领略“西区”的艺术气息，我们的大巴会专门从此穿行而过，
不过今天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泰晤士河南岸，那里有莎士比亚曾工作过
的环球剧院。

12：00 午餐
13：30 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欧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馆内藏有约 

7000 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生物、化石标本，比如身高 5 米的霸王龙、
生活在 1000 米深海中的巨型鱿鱼，还有各式各样的鸟兽、花草和矿
石。

16：00 继续游览伦敦的象征——大笨钟，国会大厦，【伦敦眼】*（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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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中晚

10
伦敦
$98KM
剑桥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剑桥
10：30 开始一天的剑桥深度之旅
12：00 午餐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剑桥 早中晚

11

剑桥
$162KM
斯坦福德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斯坦福德镇
11：00 抵达后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游览爱芬河、小城风貌、莎士比亚

及其作品雕塑
12：00 午餐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斯特拉福德 早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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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德
$130KM
温莎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温莎小镇
10：30 抵达后游览小镇风光
12：00 午餐
13：00 游览【温莎古堡】*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温莎 早中晚

13

温莎
$40KM
伦敦
$

北京

/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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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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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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