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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数超过1.5亿件，涵盖400多种语言。

所有藏品可填满625公里长的书架，每年新增的300万件藏品要用 
长达12公里的书架来摆放。

你或许想知道的大英图书馆冷知识

如果一天看5件藏品，你大概需要8万年才能看完所有馆藏。

大英图书馆简介

大英图书馆是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研究型图书馆之一，向社
会各界人士提供世界一流的信息服务。
大英图书馆的收藏迄今已有250多年的
历史，藏品数量超过1亿5000万件，覆
盖了有记载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藏
品类型包括书籍、日志、手稿、地图、
邮票、音乐、专利、照片、报纸和录音
等，涵盖了所有的书面和口头语言。

许多伟人包括孙中山、马克思、圣雄甘
地、萧伯纳、马克·吐温、列宁等都曾在
大英图书馆阅览室看过书。上世纪七十
年代，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独立出
来，位于伦敦圣潘克拉斯区的大英图书
馆于199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该建筑
不仅是英国二十世纪兴建的最大型公共
建筑，其远洋客轮般的轮廓也使它成为
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大英图书馆中文官网

“探索英国文学”是大英图书馆的中文
官网，提供简繁英三种语言版本，旨在
为中国读者提供探索英国文学文化的最
佳平台。从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到柯南·道
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网站呈现超
过200件数字化的馆藏珍宝，100多篇
解析文章，多媒体资源和互动内容。
www.britishlibrary.cn

大英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TheBritishLibrary

大英图书馆
官方微博
@大英图书馆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www.britishlibra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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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威尔士
Wales

25 苏格兰
Scotland

34 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想要计划一场文艺气息十足的英伦之旅
吗？亲自探访喜爱的作家们曾生活的地
方，深入体验那些为文豪们带来无限创
作灵感的迷人风光吧！这本由大英图书
馆倾情推出的《英国文艺地标手册》不
但能使你的英国之旅别具一格，还能让
你一站式获取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和北爱尔兰的小众旅行攻略。 

英语小说兴起于十八世纪，与之伴随的
是英国人对本地风光油然而生的认同
感。历史悠久的城镇为小说的人物、诗
歌的意象提供了背景，它们有时甚至成
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角”。

备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威廉·莎士比亚、
勃朗特姐妹、威廉·华兹华斯、简·奥斯
丁、弗吉尼亚·伍尔夫和J·K·罗琳等作
家的文学著作不仅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带来了愉悦的体验，更为读者打开了一
扇了解英国的窗口。若能有机会一睹他
们的出生地、念书的学校或写作的场
所，想必一定是件令人心驰神往的乐
事。  

我们相信无论你是一名阅读者还是一位
旅行侠，《英国文艺地标手册》都可以
为你提供一些丰富多元的文学灵感或旅
行选择。在体验英国独特魅力的同时，
也能近距离地回顾其背后的历史文化。

前言与目录 

Foreword & Contents

伦敦
London

5 英格兰
England

声明：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4

小编推荐

必游文艺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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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St Pancras)

1 环球剧场 
 Shakespeare’s Globe

2 福尔摩斯博物馆 
 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

3 海德公园 
 Hyde Park

4 戈登广场46号 
 46 Gordon Square

5 圣詹姆斯公园 
 St James’s Park

6 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 
 Charles Dickens Museum

7 育婴堂博物馆 
 The Foundling Museum

8 莎士比亚路 
 Shakespeare Road

地址

最近地铁站

开放时间

交通

更多信息

伦敦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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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伦
敦

 London

21 New Globe Walk,  
London SE1 9DT

London Bridge

10:00-18:00 (特殊节假日除外)

www.shakespearesglobe.com

莎翁朝圣者必游文艺地标

威廉 ·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伟大的文
学家之一。他一生至少创作了37部
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篇叙事
长诗。他的戏剧风靡全球，被译成
超过80种语言。莎士比亚身上还有
很多神秘的谜团——他的确切生辰
尚不得而知，生涯中有七年仿佛空
白，在历史档案中也找不出任何存
在的痕迹。

莎士比亚出生于风景秀美的埃文河
畔斯特拉福德镇，但伦敦是很多莎

翁戏剧创作和上演的地方，也是其
故事发生的舞台。在中世纪，书写
伦敦可谓是一种风尚。而在戏剧作
品《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把伦
敦生活风貌描绘得栩栩如生，既有
妓院酒馆的“低贱”情景，也有宫
廷的精致社交圈。中国观众最熟悉
的莎翁作品之一——《罗密欧与朱
丽叶》虽然故事设定是在维罗纳，
但灵感却源自当时充满喧哗暴力的
伦敦街头。

大部分莎翁戏剧都是在伦敦环球剧场上
演，这座露天剧场的旧址于1599年在泰
晤士河南岸建成。1613年，环球剧场不
幸被烧毁，同年，莎士比亚退出伦敦戏
剧界，还乡斯特拉特福镇。

环球剧场
Shakespeare’s Globe

1

http://www.shakespearesgl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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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221B Baker St, London NW1 6XE

Baker Street

9:30-18:00 (特殊节假日除外)

www.sherlock-holmes.co.uk

Hyde Park Corner, Lancaster 
Gate, Knightsbridge, Marble Arch

5:00-24:00

侦探迷必游文艺地标

文学人物福尔摩斯从1884至1904年间
居住在离摄政公园不远的贝克街221B公
寓里。这栋始建于1815年的寓所如今已
成为访客络绎不绝的福尔摩斯私人博物
馆，221B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门
牌号之一。

福尔摩斯博物馆
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

作为地道的“斜杠青年”，阿瑟·柯
南·道尔爵士不仅是一位作家同时还
是一名医生。他最终于1891年放弃
行医，专心致力于写作，并因名侦
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而家喻户
晓。柯南 ·道尔的文学创作涉猎广
泛：有戏剧、韵文、回忆录、体育
文章、短篇小说、历史小说，以及
超自然小说和通灵学著述等。但不
管他对此多么无可奈何，福尔摩斯

始终是他的代表作。

很少有英国作家像道尔那样，与伦
敦关系如此紧密。他笔下如雷贯耳
的福尔摩斯正是一位呼吸着维多利
亚时代伦敦城的工业雾气，谱写探
案传奇的神秘人物。然而许多读者
并不知道的是，道尔其实生于苏格
兰，只是偶尔逗居伦敦，虽然在城
里工作，却喜欢生活在乡下。

3 海德公园
Hyde Park

在《红发会》中，福尔摩斯讲到，“了解
伦敦这座城市各种情况，是本人的癖好之
一”。为了寻找线索，从莱姆豪斯的穷人
区，到海德公园及其西畔新建成的格洛斯
特街区，他的足迹遍布伦敦城的每个角
落。在今天，你依然可以实地走访《福尔
摩斯探案集》中出现的大部分地点和街
道。可见作者本人对伦敦的了解，完全不
亚于他笔下的名侦探。海德公园是英国一
级保护公园，它也是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
家公园。这里除了是当地居民散步、野餐
和享受阳光的热门去处，也经常举办中国
演出和文化活动。

2

http://www.sherlock-holme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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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

戈登广场46号
46 Gordon Square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Gordon Square, London,  
WC1H 0PD

Euston, Russell Square

St James’s Park, London SW1A 2BJ

St. James’s Park, Westminster

5:00-23:30

伍尔夫迷必游文艺地标

4

5

戈登广场46号
46 Gordon Square

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二十世纪最
具创新性的作家之一。她最为人熟
知的身份或许是《达洛维夫人》和
《到灯塔去》这两部巨作的作者。
伍尔夫的作品探索了现代主义的关
键意象，包括潜意识、时间、城市
和现代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凭借突
破性的“意识流”创作技巧，她刻
画出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蒙太奇
式的人类感知。

伍尔夫是名副其实的“伦敦人”，
她出生于伦敦西区肯辛顿的海德公
园门22号。伦敦也是伍尔夫文学
构思中的生命线：造访那些地标建
筑、流连于公园和花园是她最喜爱
的消遣之一；甚至可以说，每每被
卷入那些喧闹的人头攒动的喧闹街
道时，就是伍尔夫生命中最快乐的
时刻。

当伍尔夫的父亲于1904年去世后，范
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二人搬至布鲁姆斯
伯里地区的戈登广场。范奈莎是伍尔夫
的姐姐，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和室内设
计师。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当时著名的
文化圈核心，而戈登广场46号很快就成
为了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聚居地，
而后备受瞩目的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
里派”也在此诞生。

圣詹姆斯公园
St James’s Park

伍尔夫的笔下总流露着对伦敦的发自内
心的喜爱。小说《达洛维夫人》开头就
用浓重的笔墨描写主人公克拉丽莎·达
洛维在伦敦城中漫步穿行。梦境般的叙
述，也吸引着读者一起穿过拥挤的都
城，从伦敦高档的居民区出发，经过圣
詹姆斯公园，最后抵达伦敦的牛津街；
这样的穿行也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个孤岛
般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伦敦城的刻
画带有标志性现代主义气息，充斥着汽
车、双层巴士、巨幅广告牌和战争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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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迷必游文艺地标

40 Brunswick Square,  
Bloomsbury, London WC1N 1AZ

Russell Square

周二至周日10:00-17:00, 
周日11:00-17:00, 周一闭馆

www.foundlingmuseum.org.uk

48 Doughty St, London WC1N 2LX

Russell Square, Chancery Lane 

10:00-17:00 (1月至11月每周一闭
馆, 12月每周7天对外开放，特殊
节假日除外)

www.dickensmuseum.com

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
Charles Dickens Museum

育婴堂博物馆
The Foundling Museum

这 座 博 物 馆 的 前 身 是 查 尔 斯 ·狄 更 斯
的 住 所 ， 他 于 2 5 岁 时 搬 进 这 栋 乔 治
亚式建筑，每天早上8点至中午12点
他都会在房子里的学习室写作，并在
此 完 成 了 著 作 《 匹 克 威 克 外 传 》 、  
《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贝》。
论及揭露维多利亚早期伦敦的黑暗面，
抨击上流社会对于贫民遭遇的冷漠，没
有哪个作家比狄更斯更具代表性。他的
很多灵感都来自于夜晚独自漫步伦敦街
头的经历，狄更斯曾向朋友写信道：

      我……今晚想散个步，一场伟大
的、伦敦式的、贫民窟后巷式的散步，
就像骑士探寻冒险那样。

创作《雾都孤儿》时，狄更斯与家人住

在道蒂街48号，而在同一条街上，有

一家成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慈善机

构“育婴堂”，专收养被遗弃的孩子，

给予照顾，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礼拜天

的时候，狄更斯常会与家人同去“育婴

堂”的礼拜堂做礼拜，他将该慈善机构

的秘书布朗罗先生的名字用到小说中一

位善良而重要的人物身上。现实世界里

的布朗罗先生在“育婴堂”工作了58

年，而他本人也是一个弃儿。

7

查尔斯·狄更斯是一名小说家、剧作
家和记者，他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
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
读者最早接触的英国作家之一。作
为十九世纪最早用人性的笔触向中
产阶级读者揭露社会不公的作家，

狄更斯的作品开拓了社会改革的道
路。通过个性鲜明的角色和引人入
胜的情节，狄更斯为维多利亚下层
阶级打造了深入人心且发人深思的
形象，为贫穷注入希望，从绝望中
绞出幽默。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6

http://www.foundlingmuseum.org.uk
http://www.dickens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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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卡特 

Angela Carter

Shakespeare Road, Brixton

Brixton

卡特文学迷必游文艺地标

在《明智的孩子》中，伦敦城被泰晤士

河一劈为二：体面的北区和拿不出手的

南区——或者用小说主角朵拉·欠思的话

来讲，就是“左手边，观光客鲜少看见

的这一边，泰晤士河老爹的私生子这一

边”。莎士比亚和伦敦是这部小说的核

心元素，其开头和结束都在“吟游诗人

路49号，布里斯顿区，伦敦，邮编开头

SW2”。何其巧妙，南伦敦布里斯顿区

确有一条莎士比亚路。评论家认为，卡

特生前居住的克拉伯姆区距此地不远，

她笔下的吟游诗人路（莎翁又名“吟游

诗人”）可能是因此得名。

8 莎士比亚路
Shakespeare Road

安吉拉 ·卡特是二十世纪最大胆、
最具原创精神的英国作家之一。她
的创作既有哥特幻想、传统童话、
莎士比亚和歌舞秀，也有超现实主
义和电影。卡特击碎了长久以来的
种种禁忌和社会传统，直截了当地
把女性置于掌控叙述的核心地位。
《明智的孩子》是卡特的最后一部
作品，它歌颂了二十世纪伦敦人
文的丰富性、多样化和彼此间的
泾渭分明。小说的开场是一段自问
自答：“问：为什么伦敦像布达佩

斯？答：因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两
个城市。”

该作品讲述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
发生在伦敦的故事，描摹着伦敦这
座城市的变化不休以及南北伦敦之
间的二元对立。卡特的童年及成年
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伦敦度过
的，在卡特逝世后的第十六年，伦
敦朗伯斯区政府将南伦敦布里斯顿
区的一条街命名为“卡特巷”，以
此纪念这位英国文坛的一代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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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itish Library (Boston Spa)

1 简·奥斯丁纪念馆 
 The Jane Austen Centre

2 巴斯集会厅 
 Bath Assembly Rooms

3 坎特伯雷大教堂 
 Canterbury Cathedral

4 莎士比亚故居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5 蒙克之屋 
 Monk’s House

6 查尔斯顿乡村别墅 
 Charleston Trust

7 惠特比修道院 
 Whitby Abbey

8 鸽屋和华兹华斯博物馆 
 Dove Cottage & the Wordsworth  
 Museum

9 赖德尔山庄 
 Rydal Mount

10 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Brontë Parsonage Museum

11 西约克郡高沼地的威森斯山顶农舍 
 Top Withens

5 6

7
9

11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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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巴
斯

 B
ath

巴斯不仅是奥斯丁多部经典著作的
背景地，更是十八世纪英国新潮社
会的最前沿。它坐落于英格兰的西
南部，横跨埃文河，气候温和，风
景如画，有街道广场、会堂剧院和
雅致的新月形排屋，公园花圃星罗
棋布，商铺与社交名所鳞次栉比，
自十八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广受欢
迎的温泉与度假胜地。

在乔治王朝时期的巴斯，选址与阶
级之间的联系在地形和地缘方面表
现得淋漓尽致。简单来说，相较贫
穷的劳动阶级分散居住于远离城中
心的南边，那也是邻近河边的最低
点。研究学者惠子 ·帕克探究巴斯
的地理环境在小说《劝导》中的重
要性时，曾作出这样的论述：“整
座城市成为了[奥斯丁]所描绘的社
会的一个隐喻”。此外，巴斯的温
泉被认为具有疗养治病的功效，来
此地洗浴与饮用温泉水的病人络绎
不绝。正如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
寺》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

兰匆匆赶去水泵房，去见潇洒的蒂
尔尼先生：

    除了他之外，在巴斯的人一个个
都可以在这温泉房里，在这黄金时
刻陆续看到；一群群的人一刻不停
地进进出出，在台阶上走上走下。
（《诺桑觉寺》，金绍禹 译）

在简 ·奥斯丁与许多成于十九世纪
的小说中，舞会是最令人心潮澎湃
的终极求爱场合，双方互相试探的
过程扣人心弦，极具撩拨与爱欲之
感。男男女女翩翩共舞，在众目睽
睽之下感受身体的亲近（尽管男女
均全程戴着手套），这样的场景在
《理智与情感》 、 《傲慢与偏见》
中均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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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巴
斯

 B
ath

奥斯丁迷必游文艺地标

简·奥斯丁纪念馆
The Jane Austen 
Centre

这里不仅设有介绍奥斯丁生平故事的长
期展览，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体验摄政
时代英式下午茶的绝佳场所，非常适合
想要过把“穿越”瘾的文学迷。

1

40 Gay Street, Queen Square, 
Bath, England BA1 2NT

距离巴斯温泉车站约13分钟步行
路程

10:00-16:00 (部分节假日及夏季
开放时间延长开放时间)

www.janeausten.co.uk

巴斯集会厅
Bath Assembly 
Rooms

舞会是十八、十九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一
项社交活动，而巴斯集会厅则是当时最
时髦的社交场所，由小约翰·伍德设计
并于1769年建成，是举办音乐会、舞
会的公共场所。在奥斯丁时代的“社交
旺季”，这些场面壮观的活动至少每周
一场。

2

Bennett St, Bath BA1 2QH

距离巴斯温泉车站约20分钟步行
路程，途径简·奥斯丁纪念馆。

10:30-17:00

www.nationaltrust.org.uk/
bath-assembly-rooms

https://www.janeausten.co.uk/
http://www.nationaltrust.org.uk/bath-assembly-rooms
http://www.nationaltrust.org.uk/bath-assembly-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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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坎特伯雷大教堂
Canterbury Cathedral

杰弗里·乔叟 
Geoffrey Chaucer

坎
特

伯
雷

 C
anterbury

中世纪文学迷必游文艺地标

《坎特伯雷故事集》以中世纪英语
写成，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
作品之一。故事围绕一群朝圣者而
展开，他们从伦敦一家客店出发，
踏上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漫长旅
程，目的是为了去瞻仰圣托马斯·贝
克特的神龛。时而妙趣横生，时而
颇具道德意味的故事鼓励读者反思
人生，并生动地刻画了十四世纪晚

期英格兰的风土人情。 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
让坎特伯雷这座历史小镇名垂千
古，而今天的坎特伯雷也因坎特伯
雷大教堂这座地标建筑而赢得“教
堂之乡”的美誉。漫步在古镇的街
道上，你依旧能捕捉到乔叟笔下的

中世纪英国掠影。

坎特伯雷大教堂曾在诺曼底主教兰弗朗
克的主持下进行过罗马式风格的重修。
它是英国国教的首席主教座堂以及最主
要的朝圣教堂。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
大教堂的装饰极尽隆重。就像《鲁滨逊
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所描述的，
坎特伯雷大教堂是“一幢名副其实的神
圣建筑，远看庄严肃穆，近看气势也丝
毫未减。” 

Cathedral House, 11 The 
Precincts, Canterbury CT1 2EH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周日 12:30-14:30 

距离坎特伯雷市中心的两个火车
站均10分钟步行路程

www.canterbury-cathedral.org

https://www.canterbury-cathedr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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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故居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埃
文

河
畔

斯
特

拉
特

福
镇

 Stratford-upon-Avon
莎翁朝圣者必游文艺地标

4

1564年4月26日，莎士比亚在埃
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圣三一教堂
受洗。他是一位名叫约翰·莎士比亚
的手套商人和一名当地农家少女玛
丽·阿登的长子。莎士比亚也许在埃
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国王新校上
过学，他在那儿学习了拉丁文、希
腊文、修辞学和逻辑学等科目。

在此之后，关于莎士比亚其人的书
面记录则是一张1582年11月27日
颁发的允许他迎娶安妮 ·海瑟薇的
许可书。据说，莎士比亚在埃文河
畔斯特拉特福镇待到了1587年，
因为在同时期的一起诉讼中提及了
他。

1587年到1592年间，莎士比亚
从目前所知流存下来的文字记载中

消失了。这段时间因此被称作“消
失的岁月”，并引来了诸多猜测。
有人认为，他这段时间成为了小学
校长；也有人推测，他可能是在女
王剧团或其它剧团造访埃文河畔斯
特拉特福时成为了一名演员。到
1592年，莎士比亚便已经是伦敦
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和剧作家了。

1613年，莎士比亚又回到了埃文
河畔斯特拉特福生活。1616年3月
25日，莎士比亚签署了他的遗嘱，
当时他已病入膏肓。1616年4月
25日，其遗体在斯特拉特福的圣三
一教堂下葬，而那里也正是52年前
他受洗的地方。

Henley St, Stratford-upon-Avon 
CV37 6QW

11月-3月10:00-16:00;  
4月-10月 9:00-17:00

从斯特拉特福镇火车站约15分钟
步行路程

www.shakespeare.org.uk

斯特拉特福镇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出生
地，更是他的求婚之地，他也是在这里
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步行在这座风景
如画的英式田园小镇，到处可见仍保留
着十六世纪风情与习俗的古老农舍，其
中便有莎士比亚与妻子安妮·海瑟薇的故
居：干茅草覆盖的屋顶、鸟语花香的庭
院，无一不在述说着关于这位伟大文豪
的故事。

https://www.shakespear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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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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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伍尔夫迷必游文艺地标

萨塞克斯郡的乡村风景激发了许多
伟大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灵
感，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
尔夫。她创立了伦敦“布鲁姆斯伯
里”文化圈，而后更是把他们的社
交圈延伸至英格兰东南部的萨塞克
斯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
年代期间的无数个清晨，这位小说
家都会早早离开她那位于萨塞克斯

郡刘易斯镇罗德梅尔村的寓所，步
行穿过小河和南唐斯丘陵，走上七
英里的路去姐姐范奈莎·贝尔的查尔
斯顿乡村别墅。恰如作家凯瑟琳·C·
希尔米勒所言，对伍尔夫而言，英
国乡村是遁世之地，是庇护之所，
是灵感的源泉。正是在那里，她在
孤独和写作中获得了自我实现。

伍尔夫的大部分著作
都是在蒙克之屋里完
成的，这是一间宁装
着十七世纪檐板的宁
静小屋，有一个种满
花 草 树 木 的 乡 村 花
园。这所房子值得夸

5 蒙克之屋
Monk’s House

Monks House The Street, Lewes 
BN7 3HF, England

4月至10月周三至周日12:30-17:30 

从伦敦乘坐约1.5小时火车抵达刘
易斯火车站，然后搭乘约20分钟
公交车。如果希望沿途参观其他邻
近景点，建议自驾。

www.nationaltrust.org.uk/monks-
house

6

查尔斯顿乡村别墅是范奈莎·贝尔的故
居，现由查尔斯顿基金会管理。贝尔是英
国后印象派画家、室内设计师，也是“布
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成员。如果你
也想亲身体验一下伍尔夫清晨散步的田园
风景，不妨花两个小时从刘易斯镇的蒙克
之屋出发徒步到查尔斯顿乡村别墅。建议
春夏季节游览，沿途你将欣赏到浪漫的英
国田园风光。

查尔斯顿乡村别墅
Charleston Trust

Charleston Trust, West Firle, 
Lewes BN8 6LL

10:00-17:00 (周一、周二闭馆，
具体开放时间请见景点官网)

建议自驾，或搭乘火车至刘易斯
后再转公交车。

www.charleston.org.uk

耀的还有范奈莎·贝尔和友人邓肯·格兰
特一同绘制的室内装潢，以及成堆的书
籍，包括伍尔夫亲手装订的莎士比亚全
集。

https://www.nationaltrust.org.uk/monks-house
https://www.nationaltrust.org.uk/monks-house
https://www.charlesto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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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比修道院始建于公元657年，是盎
格鲁-撒克逊时代宗教中心之一。维多利
亚时期的惠特比不仅启发了小说《德古
拉》的创作，这里最具哥特色彩的惠特
比修道院还成为小说的重要场所。

惠特比修道院
Whitby Abbey

7

布莱姆·斯托克生于爱尔兰都柏林，
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就学，后成为
公务员。1878因接受著名演员亨
利·欧文的邀请，出任伦敦莱塞姆剧
院的经理并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担任经理的这二十年使剧院的影
响力如日中天，工作空闲时他坚持
创作哥特奇情类小说和故事，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德古拉》。

惠特比是英国最具魔力的一座小
镇，拥有英国海岸线上最戏剧性的
景观之一。布莱姆·斯托克让惠特比
成为哥特小说《德古拉》的舞台，
从此为这里画下了一道神秘的文学
风景线。据说斯托克创作这部小说

的灵感，来自他在此地度假时读到
的一本历史书，上有图书编号“惠
特比图书馆 0.1097”。

后来他就将故事中最关键的一幕安
排在惠特比。在一场海上风暴中，
主人公德古拉附身于一只黑狗，从
一艘可怖的船骸里游向英格兰，船
的舵盘上绑着一具尸体，舱里还有
一些装着泥土的神秘盒子。时至今
日，这一幕景象仍然是许许多多哥
特迷心中的绝对经典，而每年举办
两回的“惠特比哥特周末”节庆活
动更是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

布莱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惠
特

比
 W

hitby

吸血鬼迷必游文艺地标

Abbey Ln, Whitby YO22 4JT

目前惠特比修道院废墟及博物馆
正在进行维修，景点将于2019年4
月重新开放 (修道院关闭期间，游
客可在周围山坡上观赏北海景色)

距离惠特比火车站12分钟步行
路程

www.english-heritage.org.uk/
visit/places/whitby-abbey/

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visit/places/whitby-abbey/
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visit/places/whitby-ab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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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住在“鸽屋”期间，塞缪·泰
勒·柯勒律治还有其它几位十九世纪浪
漫主义运动的代表诗人都曾前去拜访过
他。华兹华斯在这里写下了许多影响
至今的英国浪漫主义经典诗作。遗憾
的是，鸽屋和华兹华斯博物馆计划在
2019年进行大型修缮项目，除夏季导
览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将不对外开放。
计划前去参观的朋友请前往博物馆官网
查看景点的开放详情。

这里是华兹华斯的家族庄园，也是这
位“湖畔诗人”晚年居住的地方。附近
的赖德尔湖是华兹华斯最为中意的湖畔
之一，湖岸优美的风光为华兹华斯的浪
漫主义诗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此
外，环绕赖德尔湖徒步也是颇受欢迎的
湖区观光项目。

鸽屋和华兹华斯博物馆
Dove Cottage & the 
Wordsworth Museum

9 赖德尔山庄
Rydal Mount

威廉·华兹华斯这位桂冠诗人的创作
总是和英格兰的湖区紧密联系在一
起，作为当时的革新派他坚信诗歌
应探索自然的纯粹和美以及人类被
自然美景所激发的深沉情感。
 
1769年，当华兹华斯第一次来到
湖区时，他这样写道，

      没有哪一片红瓦，没有哪一位
体面绅士的房子或花园墙壁扰动着

这片不为人知的小小天堂的宁静；
一切都身披最简洁得体的衣装，沐
浴在平静、质朴和愉悦之中。
 
与多萝西一起走在湖区的村落时，
华兹华斯看到了一片遍布着鲜花的
田野，漫山花朵随风摇曳的景象启
发他写下了《我孤独地漫游，像一
朵云》一诗，而它另一个更为中国
读者所熟知的名字是《咏水仙》。

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湖
区

 Lake D
istrict

浪漫主义诗歌迷必游文艺地标

Dove Cottage & the Wordsworth 
Museum, Grasmere, Ambleside 
LA22 9SH

www.wordsworth.org.uk/your-vis-
it/planning-your-visit

Rydal Mount, Ambleside, Lake 
District, LA22 9LU

每年3月3日至10月 9:30-17:00 

从格拉斯米尔约15分钟公交车
路程

www.rydalmount.co.uk

8

https://wordsworth.org.uk/your-visit/planning-your-visit/
https://wordsworth.org.uk/your-visit/planning-your-visit/
http://www.rydalmoun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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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勃朗特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
人，也是安妮、艾米莉·勃朗特和布
兰韦尔的姐姐。夏洛蒂本人极为腼
腆，但她的作品却大胆地挑战了同
时代的社会成规。童年时代勃朗特
家的兄弟姐妹们，在家中接受父亲
帕特里克和婶婶的启蒙教育，涉猎
十分广泛。他们共同创作并装订了
许多迷你书，一起编织出了一个纷
繁多彩的幻想世界。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笔下，现实和虚
构你中有我、亲密无间。这种融合
幻想和现实主义元素的能力，以及
在哥特与现实主义等多种文学类型
间流畅过渡的技巧，都在维多利亚
时期哥特式小说的典范《简·爱》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说起西约克郡的哈沃斯，人们会觉
得那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而这里正
是夏洛蒂·勃朗特的故乡，它在十九
世纪初便已有着“双重身份”。一

《呼啸山庄》很大程度上取材自艾
米莉 ·勃朗特所钟爱的沼泽荒原，
不仅是因为这一地理环境在小说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事都在荒原
上展开；也因为小说的原动力正是

方面，它就像我们从《呼啸山庄》
里所读到的那样，是荒凉而贫瘠的
沼泽。

但若着眼城市的那一面，我们就会
发现哈沃斯是一个川流不息的现代
工业小镇。它距离曼彻斯特（也是
那个时代最具震荡冲击力的城市）
，以及熙熙攘攘的大都会利兹并不
算遥远。它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
中期城乡自然景观与产业劳动的骤
变，以及铁路和沿铁路而建的工厂
所催生的变革，勃朗的弟弟布兰韦
尔·勃朗特也曾在铁路单位工作。

源于自然环境本身的象征意义和感
染力。众所周知，艾米莉与她在哈
沃斯的家和以及家周边的荒原有着
深刻的联系，当她远离家乡时常常
陷入乡愁。艾米莉和荒原之间的联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艾米莉·勃朗特 

Emily Bront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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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Brontë Parsonage 
Museum

这栋乔治时代风格的住所是勃朗特一家
生活与写作的地方。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的图书室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勃朗特手稿
集、信函和早期出版的小说和诗歌，以
及与勃朗特家族有关的资料。

充满荒凉美的西约克郡高沼地极大地影
响了读者和批评家对《呼啸山庄》的解
读。他们眼中这部小说奇异、狂野，
展现的是偏僻荒芜、人迹罕至的自然风
景。据说威森斯山顶农舍，便是呼啸山
庄的原型。每年都会有众多文学朝圣者
从哈沃斯镇出发，沿着勃朗特姐妹的散
步路线，穿过风光壮丽的荒原和田野，
前往威森斯山顶农舍朝圣。该徒步路线
约耗时3小时，长9公里。

系，本质上映射了她与姐姐间无法
割舍的关怀，在夏洛蒂的一封书信
中这种情感表露无疑，她写道：

  我的妹妹艾米莉热爱着沼泽荒
原……她在光秃秃的孤独中寻得
了许多宝贵的快乐，而这其中她最
珍爱的却非唯一珍爱的是——自
由……

哈
沃

斯
 H

a
w

o
rth

勃朗特迷必游文艺地标

Church Street, Haworth, Keighley, 
West Yorkshire BD22 8DR

博物馆正在进行维修，将于2019
年2月4日重新对公众开放。

距离哈沃斯镇的蒸汽火车站约13
分钟步行距离。可从附近主要城
镇的火车站转乘公交车。

www.bronte.org.uk

徒步参考路线 
https://www.walkingenglishman.
com/westyorkshire04.htm

西约克郡高沼地的 
威森斯山顶农舍
Top Withens

11

10

https://www.bront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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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开放时间

交通

更多信息

1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城市观光路线  
 Alice in Wonderland Town Trails

2 狄兰·托马斯的船屋 
 Dylan Thomas’ Boathouse

威尔士
Wales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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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计划游览威尔士北部的海边

小镇兰迪德诺，别错过这条专为文

学迷量身设计的观光路线，跟随童

话故事人物来深入探索这座充满想

象力的城市吧！该探索路线的地图

及游览详情可从兰迪德诺的游客中

心获取。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城市观光路线
Alice in Wonderland 
Town Trails

兰迪德诺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之间的关系要追溯到1861年，爱
丽丝 ·利德尔（故事主人公爱丽丝
的真实原型）第一次来到了兰迪德
诺，此地是北威尔士知名的度假胜
地。

爱丽丝·利德尔随家人在兰迪德诺度
假期间曾住在一座名为“潘摩法”

的宅邸，它建在兰德迪诺的西海岸
上。许多人相信，爱丽丝把她在兰
迪德诺的冒险经历分享给了《爱丽
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
尔，因为他和爱丽丝一家是相熟的
世交。现实生活中的爱丽丝成为了
童话故事的主角，而一些取材自兰
迪德诺的有趣元素也被卡罗尔别出
心裁地加入到故事当中。

兰
迪

德
诺

 Llandudno

和爱丽丝一起掉进兔子洞的必游文艺地标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 
Library Building, Llandudno 
LL30 2RP, Wales

兰迪德诺游客中心距离兰迪德诺
火车站约5分钟步行路程

www.visitllandudno.org.
uk/things-to-do/alice-in-
wonderland-town-trails-p296751

童话人物“爱丽丝” 
Alice (fictional character)

1

http://www.visitllandudno.org.uk/things-to-do/alice-in-wonderland-town-trails-p296751
http://www.visitllandudno.org.uk/things-to-do/alice-in-wonderland-town-trails-p296751
http://www.visitllandudno.org.uk/things-to-do/alice-in-wonderland-town-trails-p29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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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狄兰·托马斯曾在这里写下了众多著

名作品，而船屋所在的拉恩小镇及

其优美的风景更深深启发了这位天

才诗人。船屋如今已成为纪念狄兰·
托马斯的博物馆，游客可以身临其

境地体验一把诗人的生活，欣赏当

年曾打动这位“摇滚诗人”的湖光

美景。

狄兰·托马斯的船屋
Dylan Thomas’ 
Boathouse

狄兰·托马斯是威尔士最著名的诗人

和作家之一，他出生于威尔士的斯

旺西，后居住在南威尔士的海边小

镇拉恩，并在这里完成了他大部分

的经典著作。

被美誉为“摇滚诗人”的狄兰·托马

斯既写诗和短篇故事，也为电影和

广播节目创作脚本，还常出演自己

的作品。托马斯最受人喜爱的作品

大多从威尔士的优美风光中汲取灵

感，譬如《十月之诗》中他生动地

描述了自己三十岁生日之际在拉恩

小镇周边闲逛的经历。

狄兰·托马斯 

Dylan Thomas

拉
恩

小
镇

 Laugharne

“摇滚诗人”的粉丝必游文艺地标

Dylan’s Walk, Laugharne, 
Carmarthenshire, SA33 4SD

距离拉恩小镇市中心约10分钟 
步行距离

10月1日至3月31日 10:30-15:30 
4月1日至9月30日10:00-17:30

www.dylanthomasboathouse.com

http://www.dylanthomasboat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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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burg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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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开放时间

交通

更多信息

1 福尔摩斯雕像  
 Sherlock Holmes Statue

2 大象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3 灰衣修士教堂 
 Greyfriars Kirk

4 卡特琳湖 
 Loch Katrine

5 罗伯特·彭斯故居 
 Robert Burns House

6 内斯特角灯塔 
 Neist Point Lighthouse

7 亨得利城堡 
 Huntly Castle

8 皮特洛赫里小镇 
 Pitlochry

9 考德城堡 
 Cawdor Castle

苏格兰
Scotland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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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职业——观察到水手结、女仆

手上的茧子之类的细节，并用这些

信息勾勒出病症背后的原因。正是

现实中的贝尔给予了道尔创作福尔

摩斯的灵感。

柯南·道尔在爱丁堡皮卡第广场上的

故居早已不在。如今有一块牌匾指明

了他的出生地，广场中心还矗立着一

座福尔摩斯雕像。这些标志无一不向

人们诉说着柯南·道尔和他笔下的大

侦探与爱丁堡的紧密联系

说起《福尔摩斯探案集》，你或许

会立刻想到伦敦和贝克街221B，

但你知道吗？福尔摩斯真正的故乡

其实是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而且

这里不仅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作

者柯南·道尔的出生地，还是福尔摩

斯人物原型所居住的城市。在成为

一名作家之前，柯南·道尔曾就读于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并结识了时任

医学讲师的约瑟夫·贝尔博士，在校

期间道尔曾担任过贝尔的助理，据

说，贝尔不仅能通过仔细的科学观

察给病人看病，还能看出他们的背

爱
丁

堡
 Edinburgh

这尊福尔摩斯雕像位于爱丁堡街头，柯

南·道尔故居就在附近。如果你是福尔
摩斯迷，千万不要错过这里，记得与偶
像的雕塑和张影。雕像斜对面有一家以

J·K·罗琳命名的酒吧，过去它也曾叫

作“柯南·道尔酒吧”。

Picardy Place, Edinburgh  
EH1 3JT

阿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1 福尔摩斯雕像 
Sherlock Holmes

侦探迷必游文艺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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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丁

堡
 Edinburgh J ·K ·罗琳是英格兰人，但爱丁堡

却是她写作生涯中无比重要的一

站。1993年底，刚经历了离婚打

击的罗琳带着还在襁褓之中的女

儿，提着三章《哈利·波特》的手稿

来到爱丁堡。之后的几年里，她一

边在爱丁堡大学修习教育学，一边

进行《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的创

作。

位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对面的大象

咖啡馆是罗琳当时最爱光顾的咖啡

馆之一，更是《魔法石》的诞生

地，如今已成为哈迷们的必访之

地，不远处的灰衣修士教堂墓园更

为罗琳提供了无数灵感，据说伏地

魔的原名汤姆·里德尔就来自其中一

座墓碑。

J·K·罗琳 

J K Rowling

哈迷必游文艺地标

大象咖啡馆因J·K·罗琳而广为人知，如今
已成为了所有哈迷心中的圣地。大象咖啡
馆以“大象”为主题，随处可见大象的身
影，玻璃柜里放着各种大象玩偶，窗户上
贴着大象贴纸，咖啡杯上印着大象，连椅
子都是大象形状的。可不要以为这家店只
是拿大象当作符号，其实它更意在呼吁人
们尊重动物、保护自然。

21 George IV Bridge,  
Edinburgh EH1 1EN

周一至周五 08:00-22:00;  
周六 09:00-23:00; 周日09:00-22:00

大象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2
3 灰衣修士教堂

Greyfriars Kirk
灰衣修士教堂是一座苏格兰教会教堂，
在宗教改革前其所在地属于方济各会，
故命名为灰衣修士教堂。该教堂建于
1602-1620年，是爱丁堡老城外现存最
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苏格兰东部唯一
使用盖尔语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堂。

1 Greyfriars Place, Old Town, 
Edinburgh EH1 2QQ

周一至周五 10:30-16:30; 周六 
12:00-16:00; 周日 11:00-13:30

www.greyfriarski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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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琳湖邻近大不列颠最大的淡水湖洛
蒙德湖，位于特罗萨克斯山国家公园。
在这里你可以租辆自行车游览卡特琳湖
周边的风光，还可以乘坐“沃尔特·司各
特爵士”号蒸汽船或“湖上美人”号游
览欣赏壮丽的湖光山色。

4 卡特琳湖
Loch Katrine

浪漫主义诗歌迷必游文艺地标

被誉为“欧洲历史小说之父”的沃

尔特·司各特爵士是十九世纪最著名

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苏

格兰的一个名门望族，尤其钟爱于

苏格兰的高地风光。他不仅创造了

一系列苏格兰高地的英雄形象，还

将狂野的风景、动荡的历史和浪漫

的传统融合成强有力的爱国主义叙

事，在塑造苏格兰民族形象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司各特曾多次前往位于格拉斯哥附近

的洛蒙德湖与特罗萨克斯山国家公

园，并将公园中一个长达十三公里的

淡水湖泊卡特琳湖选为了其著名史诗

《湖上美人》的背景地。这首史诗于

1810年出版，是司各特最畅销的一

部作品，它将特罗萨克斯的悠久历史

和雄壮风景带入了众多读者的家中。

司各特极富戏剧性的诗行令特罗萨克

斯的美生动起来，可以说是司各特的

诗作改变了人们看待和欣赏苏格兰高

地景观的方式。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洛
蒙

德
湖

与
特

罗
萨

克
斯

山
国

家
公

园
 Loch Lom

ond and the Trossachsburgh

Trossachs Pier, Loch Katrine, 
Callander, FK17 8HZ

距离格拉斯哥约1.5小时车程

www.lochkatrine.com/cruises/
loch-cruises

https://www.lochkatrine.com/cruises/loch-cruises/
https://www.lochkatrine.com/cruises/loch-cru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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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苏格兰民族诗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人
生的最后几年时光，里面完好地保存着
他的遗物、信件和诗歌手稿，楼上有一
扇窗户刻着诗人的亲笔签名。彭斯的墓
地就位于故居东南不远处的圣迈克尔教
堂墓地，采用了洁白和浅绿色的半球外
形，非常醒目，墓碑上还刻着这位“农
民诗人”的画像。

罗伯特·彭斯故居
Robert Burns House

罗伯特·彭斯被视为苏格兰的民族诗

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苏

格兰和散居在世界各地苏格兰人的

文化偶像。其创作的著名抒情诗有

《一朵红红的玫瑰》、《致老鼠》

等。

彭斯一生致力于收集和保存苏格

兰民歌。当他于1788年搬到拥有  

“南方皇后”别称的邓弗里斯居住

后，开始用苏格兰方言撰写民歌歌

词，其中就包括了享誉世界的诗篇

《友谊地久天长》。

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邓
弗

里
斯

 D
um

fries

苏格兰诗歌迷必游文艺地标

Robert Burns House, Burns 
Street, Dumfries,  
Dumfries & Galloway, DG1 2PS

4月至9月周一至周六 10:00-17:00;  
周日14:00-17:00; 10月至3月周二
至周六10:00-13:00, 14:00-17:00 
(周日、周一闭馆）

www.dumgal.gov.uk/article/15733/
Robert-Burns-House

5

http://www.dumgal.gov.uk/article/15733/Robert-Burns-House
http://www.dumgal.gov.uk/article/15733/Robert-Burns-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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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迷必游文艺地标

内斯特角灯塔由艾伦·斯蒂文森设计，建
于1909年，坐落在苏格兰天空岛的悬
崖上，是岛上最西边的建筑。灯塔边的
屋舍属于私人所有，但游客可以到灯塔
上眺望大海，寻找鲨鱼、海豚和海鸟的
踪影。

6 内斯特角灯塔
Neist Point Lighthouse

弗吉尼亚 ·伍尔夫被誉为二十世纪

最具创新性的作家之一。她的经典

著作如《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

去》也在中国被广泛阅读。

《到灯塔去》的发生时间设置在一

战后，主角是拉姆齐教授一家，故

事讲述了他们在天空岛上的度假

生活。小说的背景地天空岛也被译

作“斯凯岛”，是苏格兰内赫布里

底群岛最大、最北的岛屿。尽管

这部小说情节简单，但伍尔夫企图

探讨的主题却很深邃，面对看似永

无尽头的时间，她一边发出“逝者

如斯夫”的慨叹，一边诘问着人生

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小说名称中

的“灯塔”指的是内斯特角灯塔，

它位于岛屿最西端，直直地伸入北

大西洋，是绝佳的观海点。而伍尔

夫正是用这座灯塔不间断的“塔尖

闪光”，来象征人类不灭的灵魂之

光。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天
空

岛
 Isle of Skye

Neist Point Lighthouse,  
Isle of Skye, Highland, IV55 8WU

建议自驾或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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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得利镇是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一个小
镇，人口不到五千人，是作家乔治·麦克
唐纳的家乡，小镇上四散着属于这位伟
大作家的回忆。小镇最著名的景点是亨
得利城堡，可以俯瞰周边风景。这里也
出产世界著名的苏格兰黄油小酥饼。

乔治·麦克唐纳是苏格兰著名作家，

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童话之王，其

作品多反映苏格兰生活，代表作为

《北风的背后》。

阿伯丁郡的亨得利小镇是乔治·麦克

唐纳的故乡，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

小说《大卫·埃尔金伯德》即以阿伯

丁作为背景。这部小说讲述了苏格

兰一对农民父女的虔诚生活，整个

故事笼罩在神秘主义之下，甚至出

现了催眠、电子生物等元素。全书

通篇使用阿伯丁方言，得到了很高

的评价。

乔治·麦克唐纳 

George MacDonald

苏格兰童话迷必游文艺地标

亨
得

利
小

镇
 H

untly

7 亨得利城堡
Huntly Castle

4月至9月9:30-17:30; 10月至3月
10:00-16:00 (周四、五闭馆）

从阿伯丁市区约1小时火车路程

www.historicenvironment.scot/
visit-a-place/places/huntly-castle

https://www.historicenvironment.scot/visit-a-place/places/huntly-castle/
https://www.historicenvironment.scot/visit-a-place/places/huntly-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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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洛赫里位于苏格兰中部珀斯市西北
45公里，邻近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是
一个山谷中的小镇，远离尘世的喧嚣，
安静而美丽。自1863年铁路通车后，
皮特洛赫里一直以其南部高地田园风光
吸引着各地游客，是英国一处颇有名气
的度假地。皮特洛赫里背靠法斯科利
湖，为了不妨碍鲑鱼洄游，人们特地在
湖上的大坝旁建造了鲑鱼阶梯，充分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皮特洛赫里小镇
Pitlochry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维多利

亚晚期最著名的英国作家之一。 他

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父母期望他

能继承家族产业灯塔建造。但从小

备受肺病困扰的史蒂文森最终走上

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其创作类型和

风格相当广泛且不拘正统，代表作

包括《金银岛》和《化身博士》。 

当史蒂文森与家人在凯恩戈姆山脉

附近的布雷马村度假时，他在某个

阴雨天与继子一起画了一张岛屿地

图。看着这张虚构、浪漫的绘画，

史蒂文森回忆起了自己刚刚结束的

美国游历，他对旅途中所遭遇的贫

穷、疾病、历险和新婚等经历仍然

印象深刻。于是，他将地图和回

忆揉杂在一起作为灵感，在皮特洛

赫里小镇开始创作其最著名的小

说——《金银岛》，并开拓出了全

新的文学题材“海盗寻宝”。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凯
恩

戈
姆

山
国

家
公

园
 C

airngorm
s N

ational Park

从珀斯市中心约30分钟火车路程

史蒂文森迷必游文艺地标

8



32图片来源：© Gordon Chirgwin via Flickr

9 考德城堡位于因弗内斯以东20公里，建
于十四至十七世纪。莎士比亚的《麦克
白》曾描写过这座城堡，它也因此被广
为人知。城堡每逢夏季会举办戏剧、音
乐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此外，城堡还
拥有三座超过三百年历史的花园，它们
也是最受游客们喜爱的地方。

考德城堡
Cawdor Castle

与阿加莎·克里斯蒂齐名的英国著名

推理小说家约瑟芬·铁伊出生于苏格

兰的因弗内斯市，1929年以笔名

戈登·达维奥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

小说《排队的人》，创造出了大侦

探艾伦 ·格兰特这个人物。不过，

格兰特并未被塑造成一位神探，相

反，铁伊是这样描述他的：“一个

努力工作，心怀善念，普通聪明的

平凡探长”。

铁伊最成功的小说是《时间的女

儿》，在这本书中，卧病在床的格

兰特探长依靠书本和信件解开了理

查三世谋杀塔中王子的真相，得出

了王子之死与理查三世毫无干系的

结论，推翻了十五世纪以来的历

史定案。小说标题出自一则古老的

苏格兰谚语——“真相是时间的女

儿”。此书影响深远，一直拥有大

量读者，1990年还被英国犯罪作

家协会评选为有史以来一百部最佳

推理小说之首。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因
弗

内
斯

 Inverness

Cawdor Castle, B9090, Cawdor, 
Nairn, IV12 5RD

从因弗内斯火车站坐公交113路 
50分钟可到达

4月中至10月初 10:00-17:30   

www.cawdorcastle.com/

推理小说迷必游文艺地标

https://www.cawdorcastle.com/welcome-to-cawdor-castle/opening-times-and-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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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开放时间

交通

更多信息

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1 C·S·刘易斯广场 
 CS Lewis Square 

2 科尔爵士纪念雕塑 
 Cole’s Monument

3 谢默斯·希尼故居 
 Seamus Heaney Home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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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S·刘易斯广场位于贝尔法斯特东部，
为纪念《纳尼亚传奇》系列童话，广场
上坐落着7座雕塑，包括阿斯兰、白女
巫、图姆纳斯先生、海狸夫妇等。这
个广场巧妙地传达了公共艺术的核心内
涵，在广场东侧的游客中心还可以拿到
免费的导览地图。

C·S·刘易斯广场
C S Lewis Square

C ·S ·刘易斯是英国二十世纪著名

的文学家、学者和批评家，代表

作是大名鼎鼎的《纳尼亚传奇》 

系列童话。

尽管刘易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

任教于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但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

特却是这位文学大师的故乡。童

年时代的动物幻想，以及爱尔兰神

话和文学都对刘易斯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刘易斯曾直言自己儿时居住

的“Little Lea”为其创作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灵感，“衣橱”、“路

灯”等经典意象都能在这座老宅中

找到印证。如今，在贝尔法斯特东

部的斯特兰德镇有以C·S·刘易斯命

名的广场，坐落着包括魔衣橱、魔

法师的外甥、阿斯兰以及其他纳尼

亚故事人物的雕塑。

C·S·刘易斯 

Clive Staples Lewis

贝
尔

法
斯

特
 B

elfast

童话迷必游文艺地标

278 - 280 Newtownards Road, 
Belfast BT4 1HU

从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约15分钟公
交车路程



35图片来源：postcardsfromfermanagh

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位风格浮夸、机

智过人的剧作家、诗人和评论家，

也是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

者。“为生活，我投入所有天赋；

为创作，我只投入才华”等诸多名

言金句均出自王尔德。

靠近北爱尔兰西南边境的恩尼斯基

林小镇上有一所普托拉皇家学校，

王尔德自九岁起入读于此，在这里

渡过了整整七年的青春时光。学校

生涯熏陶着王尔德的文学素养，并

培养了他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浓

厚兴趣。王尔德曾经的宿舍位于顶

层，可以俯瞰小镇，风景极佳，

甚至还能望见远处山丘上的科尔爵

士纪念雕塑。这座塑像被安放在一

根大圆柱上，高高地耸立于小镇上

空，与《快乐王子》开篇的描写如

出一辙。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恩
尼

斯
基

林
 Enniskillen

42 Forthill Rd, Enniskillen  
BT74 7BA

距离恩尼斯基林镇中心大巴站10
分钟步行路程

5月至9月周末13:00-15:00 (法定
节假日及夏季可能增加开放日)

discovernorthernireland.com/
Forthill-Park-And-Cole-s-Monu-
ment-Enniskillen-P2908

王尔德迷必游文艺地标

福希尔公园是位于恩尼斯基林的一个占
地五英亩半的森林公园，科尔爵士纪念
雕塑就坐落在这个公园的中心。科尔爵
士是一位杰出的陆军将军和政治家，他
的纪念雕塑高达三十多米，底部采用多
利克圆柱的形式，顶部则是爵士本人的
雕像。

科尔爵士纪念雕塑
Cole’s Monument

2

https://discovernorthernireland.com/Forthill-Park-And-Cole-s-Monument-Enniskillen-P2908/
https://discovernorthernireland.com/Forthill-Park-And-Cole-s-Monument-Enniskillen-P2908/
https://discovernorthernireland.com/Forthill-Park-And-Cole-s-Monument-Enniskillen-P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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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谢默斯·希尼故居是专为纪念已故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的生平和
工作而建造的艺术和文学中心。故居被
打造成了一个灵感之家，与这位伟大诗
人的生活、文学和遗产遥相呼应。

谢默斯·希尼故居
Seamus Heaney 
HomePlace

谢默斯·希尼是爱尔兰著名的作家、

诗人，1995年因其诗作“具有抒

情诗般的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生

活中的奇迹和现实历史中的往事得

以升华”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名

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

内伊湖是英国面积最大的湖泊，位

于北爱尔兰中部。谢默斯 ·希尼就

出生于内伊湖北岸靠近卡斯道森镇

的一个农村家庭，幼时举家迁往了

临近的贝拉恩镇。希尼的作品经常

涉及北爱尔兰的当地环境，这些描

写大多源于他在内伊湖畔的童年记

忆。

谢默斯·希尼 

Seamus Heaney

内
伊

湖
 Lough N

eagh

希尼诗歌迷必游文艺地标

45 Main St, Bellaghy, 
Magherafelt, BT45 8HT

从贝尔法斯特约45分钟车程

周一至周六10:00-17:00; 周日
13:00-17:00

www.seamusheaneyho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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