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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剑桥必玩体验

泛舟徐志摩笔下的剑河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一首徐志摩的诗句使
泛舟剑河（River Cam）成了剑桥之旅经典中的经典。无论
是什么时侯，哪怕只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畅游于剑河之上
都可以轻松领略到剑桥的精髓。手指轻抚过水中的水草和
岸边的垂柳，眼前掠过的则是一座座百年学院的后花园，
著名的数学桥（Mathematical Bridge）、叹息桥（Bridge
of Sighs）以及剑桥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国王学院礼拜
堂（King's College Chapel）。

1
穿梭在大学城中
剑桥是一座具有 800 年历史的大学城，31 个学院紧密
相连，布满了剑桥市中心。这里是世界上科学家密度
最高的地方，也是学术气氛最浓郁的学府，一共获得
了 90 项诺贝尔奖。穿梭在剑桥的大街小巷中，游客随
处都可以看到许多教授学者的匆匆身影。与哪位诺贝
尔奖得主擦肩而过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当然如果碰
上了霍金，请不要打招呼问好，面带微笑以示尊敬便可，
因为近年来他说出每一个字都已经很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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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酒吧里喝一杯
百年来，剑桥市中心的老鹰酒吧（The Eagle Pub）
都是诸多科学家喜欢谈论学术的地方。1953 年，
生命的奥秘 DNA 的发现便是渊源于这里。老鹰酒
吧由此被誉为当今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地，吸引着世
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坐在酒吧古老的木桌前仍
然能看到当年酒吧的原状，再点一杯名叫 Eagle’s
DNA 的啤酒向生命科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沃森

3

（Watson）和克里克（Crick）致敬吧。

为毕业生欢呼
剑桥大学城里每一个月都有一天隆重的日子——毕
业典礼，六月和七月的毕业生人数最多、最气势恢
宏，不少游客就是为了一睹盛况慕名前来。这一天
市中心的大街小巷里充满了披着黑色学袍排成方队
的毕业生们，以及在一旁挥手、欢呼、无比自豪的
家长们。此时不妨放下手上的相机，向毕业生们挥
一挥手一起分享他们的喜悦吧。

4
大学城的日落
国 王 学 院（King's College） 对 面 的 圣 玛 丽 教 堂
（Great St Mary's Church）是剑桥市中心享受日
落黄昏的最好去处。登上教堂的顶楼便可以俯瞰整
个剑桥市的全景，夕阳下的剑桥往往是一片金色朦
胧，光影交纵。傍晚的钟声响起便有成群的鸽子在

5

大学城上空飞过， 学者与师生们惬意地畅步在大街
小巷中。这无疑是剑桥最美的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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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古春婧（BToxin），从剑桥大学神经生物学硕士到博士，从博士后再到工作，BToxin 在剑桥
定居了 8 年以上。酷爱地理摄影，是一个乐于享受极致生活的女生。近 10 年来足迹遍布欧洲、
非洲甚至非旅游景区的角角落落。 曾在冰岛追逐极光，阿尔卑斯山峰跳伞，三次置身北非撒
哈拉，也曾在纳米比亚严重的车祸死里逃生。BToxin 始终没有停下行走在世界的脚步。旅行
是一种态度，更是辛勤工作后对自己的嘉奖。BToxin 并不赞成一直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她努
力的在旅行、事业和家庭中保持着平衡。
新浪微博：BToxin
个人网页：www.guchunjing.com
本书摄影：孙熠
摄影网站： www.yisunphotography.com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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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Cambridge 关于剑桥

剑桥城市中大片的草坪和公园中坐落着数不清的中世纪建筑，31 座学院各有特色，
有的气势恢宏，有的精致优美，有的更是田园雅舍。步行在剑桥大学城的大街小巷
是了解剑桥的最佳方式。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关于这座城市，你必须要知道：
剑桥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以其卓越
的科学成就闻名于世。万有引力、运动定律、
微积分、进化论、DNA 结构的发现……剑桥
对人类科学文明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
何一座学府。剑桥大学没有围墙、校牌，整
个城市就是一座校园。剑桥的名称取自当地
的一条从市中心经过的河流——剑河。剑河
两岸风景秀丽，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
最好的诠释。无论是泛舟于剑河之上，穿梭
在百年的校园中，还是倚在教堂钟塔上享受
落日余晖，你都能感到剑桥神圣的灵魂无处
不在。

出发前的 6 个建议：
1. 对于从来没有了解过剑桥历史的人来说，
要想深入感受到剑桥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
提前预习功课，推荐读一读马伯英的散文集
《剑河的凝思》。此书收集了作者在剑桥学
习访问期间的见闻与感悟，充分描述了剑桥
的精髓，很值得一读。
2. 与英国其他城市相比，剑桥市中心停车
非常困难，也很昂贵。如果自驾，可以把车
停在剑桥市旁边的免费停车场（Park and
Ride），再坐公车进剑桥是最好的方式。
剑桥周围有 5 个这样的停车场，请参考网站
Tips 小贴士

www.cambridgeshire.gov.uk/transport/
around/park-ride（英）

以进入。如果有条件的话，临行前联系一下
你认识的剑桥学生帮忙订票是个很不错的选
择哦。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从国内来英国旅游的人都会觉得剑桥
是英国最美的小城镇，临走的时候有太多的
不舍。不仅仅因为清新的空气，宜人的自然
环境，直接饮用的自来水，更因为当地人健
康低碳的生活方式。从早上六七点开始街上
就有许多晨跑的人，每天八九点钟街上骑自
行车上学上班的人群浩浩荡荡，场面十分壮
观。剑桥几乎没有夜生活，八点一过街上就
冷冷清清。每到周末就是家庭时间，全家人
一起出动，做运动、晒太阳、在草坪上野餐
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3. 英国天气多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候

剑桥特色体验：

览剑桥，享受最地道的美食

一件保暖的衣服和一把雨伞都是非常有必要

剑河泛舟是游览剑桥经典中的经典，瞻仰一

和住心仪的旅馆，提前预约

的。游览剑桥基本都是步行，一双舒服的鞋

下牛顿的苹果树，国王学院的大教堂也是必

2. 早上 10 点到下午 5 点剑

子太重要了。

不能少的。在剑桥顶级的学术博物馆和艺术

桥市中全都是游人，想要拍

4. 剑桥大学最著名的 Formal Hall （学院长

博物馆里静静地感受一下剑桥文化的精髓绝

桌烛光晚餐）只有作为学院成员的客人才可

对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1. 剑桥是一座游人非常集中
的城市，想要从容不迫地游

餐馆和住宿十分必要。

出剑桥幽静的照片，最好在
8 点左右就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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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剑桥

800

1/150

剑桥大学有 800 年历
史，与牛津哈佛齐名，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高等
学府

剑桥是伦敦以北 50 公
里的一个小城市，面积
只有北京市区的 1/150

14

剑桥大学成就了 14 位英国首相， 90 项诺贝尔奖， 其中物理奖项
29 个， 医学化学奖 47 个。 仅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就出
了 32 位诺贝尔奖得主

120,000

12,000
13 billion

剑桥大学每年投入近 4
亿英镑 （40 亿人民币）
作为科学研究经费，平
均每年发表学术论文
12000 篇

剑桥每年都能为英
国 带 来 130 亿 英 镑
（1300 亿人民币）的
总产值，是英国高科
技的核心基地

8
时差：比北京晚 8 小
时，夏令时比北京晚 7
小时

16

剑桥只有 12 万人口，其中 1/2 的人
就业于剑桥地区 1500 多家高科技企
业， 1/4 的人口为剑桥大学在校学生
和大学员工

剑 桥 市 拥 有 16 座 博 物
馆， 其中剑桥大学拥有
9 座，菲茨威廉博物馆
（Fitzwilliam Museum）
是英国最著名的博物馆
之一

18℃

英镑（GBP）的硬币面
值 为 1、2、5、10、
20、50 便 士 和 1、2
英镑，纸币面值为 5、
10、20、50 英镑

剑桥夏天平均气温
为 18 ° C， 冬 天 平
均气温为 4° C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是英国仅有的两
所实行学院制的大学

剑桥、北京生活比一比 （汇率：1 英镑 ≈ 10 人民币）

25( £2-3)

45( £4.5)

20( £2)

25( £2.5)

13

24

10( £1)
15
3

1

出租汽车起步价

公交费价

麦当劳套餐

可乐

咖啡
剑桥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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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春 4~6 月（气候 & 提醒）

夏 7~8 月（气候 & 提醒）

剑桥的春季并不温暖，气温在 12 度左右。整个城市一片

夏季是剑桥最美的时节，温度在 20 度左右。无论是各个

花海，景色怡人，是剑桥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

学院还是剑河两岸绿荫成林，整个城市一片清凉，也是
游人最多的季节。

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剑桥啤酒节 （Cambridge Beer Festival） 5 月下旬

剑桥民歌节（Cambridge Folk Festival）7 月底 8 月初

喜欢啤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每年 5 月下旬的剑桥啤

剑桥民歌节是全欧洲最大的音乐庆典之一，也是世界上

酒节，剑桥啤酒节已举办了 40 年，通常每届为 5 天左右。

持续时间最久的民歌盛会。音乐种类十分丰富，从英国

在这期间可以品尝到百种剑桥附近以及英国本土甚至国

和爱尔兰的传统音乐，到美国的乡村和蓝调，加上蓝草

外的啤酒， 包括窖藏啤酒（lager），爱尔啤酒（Ale），

音乐、现代爵士、黑人说唱等，每年都吸引了上百名听众。

果酒（cider），甜酒（Port wine）等。还可以尝到英

参加活动需要先行购票。

国本地的小吃以及种类繁多的奶酪（cheese）。

地点：Cherry Hilton Hall （剑桥南部，需要乘 City3 公

地点：剑桥 Jesus Green 大草坪

交车到达）

网址：www.cambridgebeerfestival.com（英）

票价：£144 起
网址：www.cambridgefolkfestival.co.uk（英）

剑桥每年规模最大的毕业典礼 （Degree Ceremony）
剑桥大学每年最隆重的日子莫过于 6 月和 7 月的的毕业

剑桥大学每日艺术活动 (Cambridge University Whats

典礼（6 月 4 次，7 月 1 次）。这一天在国王学院旁边

On) 常年

的评议会大楼中（Senate House）会给每个毕业生授予

剑桥市每年都会面向大众举办大型活动，但是 BToxin 认

学位。学生由学院长者引领按照学院历史长短先后步入

为想要更深入地感受到剑桥大学的气氛，参加剑桥大学

评议会大楼，并行跪礼被大学校长亲自授予学位。每个

举办的小规模活动是最棒的选择。在剑桥大学的官方网

学院的毕业生都会身着黑色礼服，列方队走出学院，整

站上都列有当日和近期将要举行的活动，每日大约 20 个

个剑桥满城欢庆。

左右，比如音乐会，话剧表演，画展……这些活动全部

地点：剑桥大学 Senate House 评议会大楼

面向于大众，但有些活动需要提前预订。BToxin 建议在

网址：www.admin.cam.ac.uk/students/studentregistry/

行前参考官方网站，以便提前安排： www.admin.cam.

current/newstud/graduation/dates.html（英）

ac.uk/whatson（英）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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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气候 & 提醒）

冬 12~3 月（气候 & 提醒）

秋季的剑桥是彩色的，斑斓的秋色仿佛童话世界一般，

冬季的剑桥虽然寒冷，但是游人却依然不减。 冬日沉浸

这是剑桥一年中最有感染力的季节。学生已回学校上学，

在晨雾里的剑桥是一年中最富有诗意的时节。

整个大学城充满了学术的气息。

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焰火节（Bonfire Night） 11 月初

剑桥大学科技节（Cambridge Science Festival）

晚上 6 点到 10 点

—适合亲子游 3 月上旬到中旬

剑桥每年的焰火节是英国除了伦敦之外最大的焰火表演。

剑桥大学科技节是大学的传统节日，有 20 年历史。对于

这一天晚上，整个剑桥的居民几乎都聚集到这里观赏剑

游客来说，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可以参加剑桥大学举

河旁的焰火表演。焰火持续 30 分钟，在剑河的的映衬下

办的活动。剑桥的大学的专家学者都将会聚一堂，举行

剑桥的焰火璀璨生辉，照亮了整个大学城的夜晚，绝对

为期 2 个星期各种演讲、讨论及互动活动。总共活动多

是剑桥冬日里最温馨的时刻。期间，剑桥政府在草地周

达到 250 场，完全免费。

边搭建了临时的嘉年华游乐场，晚上更是灯火通明，音

地点：每场活动都会在剑桥大学不同场地举行，行前请

乐震天。
地点：剑桥 Midsummer Common 大草坪

参考网页
网址：www.cam.ac.uk/science-festival（英）

网址：www.cambridge.gov.uk/fireworks（英）
牛津剑桥划船比赛 （University Boat Race）
国王学院的赞歌 - 唱诗班音乐会（ King’s College Choir

每年 3 月底或 4 月初的周末

Concerts）常年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划船比赛，自 1829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唱诗班在英国很有名气，每年圣诞

年以来延续至今。为了公平起见地点不在剑桥也不在牛

节，复活节期间的演出常被英国 BBC 电台转播。唱诗班

津，而是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两个学校分别派出各自

有童声合唱，也有男声混合，音色纯洁明净，男孩的童

最优秀的选手们一争高低。由于参加的选手基本上是学

声与成人声音相互叠加交织更是妙不可言，有如天籁。

校在读的硕士和博士，所以此项目被戏称为“英国最重要

唱诗班每日 17:30 都会在国王学院的大教堂理进行演出，

的高富帅体育赛事”。每年 2 至 3 月，剑河 Fen Ditton

周日为上午 10:30 和下午 15:30，大学暑假寒假除外。

和 Waterbeach 水域都会有许多船队在此集训备战。

地点： King’s College Chapel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大教堂

地点：伦敦的泰晤士河 Putney 和 Mortlake 水域之间

网址： www.kings.cam.ac.uk/events/chapel-services.

网址：theboatrace.org/men/the-basics（英）

html（英）

Qunar 提醒：
由于每年举办节日的日期和时间不定 , 具体的时间请以各个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出行前请上网查看剑桥天气一周预报 www.bbc.com/weather/2653941

Qunar 骆驼书

|

04

S
TRAVEL

MART

剑桥住宿指南
剑桥治安非常棒，无论哪里住宿安全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只是步行游览剑桥的话住
宿于市中心是首选。剑桥市中心住宿的选择并不多，除了常用旅行网站 Booking、
Edreams 等以外，在 map.cam.ac.uk/colleges（英）上预订剑桥大学学院的住宿
是最好的选择，不仅有众多选择还能有机会体验一下剑桥大学的学院生活。剑桥的
住宿房源非常有限，提前预订是非常有必要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Cambridge College Rooms
学院住宿 | 剑桥住宿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住宿剑桥最好的选择是住在学院里，和剑桥大学的学
生们住在一起，享受学院生活。剑桥的官方网页里提
供网上预订服务，你所需要做的功课就是选择你最喜
爱的学院。选择住在哪个学院便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
和体验这个学院生活，是来剑桥旅行不可错过的体验。
如果住在剑桥不止一日，可以每日选择住在不同的学
院里。

Cambridge College Rooms
照片来自 Jesu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ww.jesus.cam.ac.uk( 英 )

学院住宿平均单人每晚 35 英镑起
map.cam.ac.uk/colleges（英）
点击每个学院 Conference （会议）这一栏下面
的 Accommodation，可以直接在上面预订房间
学院住宿一定要提早预订， 很多学院只提供几个
房间。有些学院的经典房间甚至一年以前就被预
订完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Cambridge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Cambridge
奢华浪漫 |5 星级现代风格酒店，与市中心剑河相连，奢

Cambridge City Hotel

华游首选

奢华传统 | 传统英式风格奢华酒店

剑桥希尔顿酒店为 5 星标准，占据了剑河边最优美的地

剑桥市中心最大规模的 4 星级酒店，198 个房间，是剑

理位置，室内游泳池更是直冲剑河。有自己的停车场、

桥大学商业活动使用最频繁的酒店。酒店装修是现代化

会议厅、咖啡馆等等，一律希尔顿标准。

风格，客服一流。坐落在剑桥的最市中心的唐宁校区旁边，

Granta Place Mill Lane, CB2 1RT,
United Kingdom

酒店的餐厅提供 24 小时服务，住在这里可以享受顶级的
传统英式服务。

达尔文学院旁边，距剑河划船的起点位置仅几步

Downing Street, CB2 3DT

之遥，随便询问路人便会被指明方向

Emmanuel 学院往南 200 米

单间 249 磅起，不含早餐

单间 198 磅起，不含早餐

www.doubletreecambridge.com/（英）

www.cambridgecityhotel.co.uk（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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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tle B&B

级美食是最大的特色，许多人选择这个旅馆都是为了餐
厅的美食。提供免费停车位。
32 Chesterton Road, CB4 3AX
穿过 Jesus Green 草坪往西 100 米
单间 70 磅起， 包括全套英式早餐
www.thewaterman-cambridge.co.uk/（英）

The Castle B&B
家庭 B&B，坐落在剑桥商业街上，步行去国王学院仅仅
The Waterman

10 分钟。房间装修简单现代，不提供停车位。房间简约
舒适，非常适合购物的游客。
37 Saint Andrews Street, CB2 3AR
Emmanuel 学院往北 20 米
单间 70 磅起， 包括全套英式早餐

YHA Cambridge—青年旅店
青年旅馆 | 市中心火车站附近最经济的住宿选择
剑桥市中心的青年旅馆只有一家，位置紧靠剑桥火车站，
步行去市中心 15 分钟而已。房间干净整洁，可以预订私
YHA Cambridge
图片来自 www.yha.org.uk.jpg

The Waterman

人标间。很适合 4 人以上的群游者，多人住宿非常划算。
在 hostelworld 网站上预订最划算。
97 Tenison Road, Cambridgeshire, CB1 2DN

经济舒适 | 英式家庭式旅馆

火车站以北 Tenison Road 步行 10 分钟

家庭 B&B，距离市中心步行 15 分钟，倚靠剑河。传统

单人每晚 12 磅起

英式房间，精致古朴，旅馆的餐厅尤其推荐，餐厅的顶

www.yha.org.uk/school-trips/hostel/cambridge（英）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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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旅游贴士
剑桥很小，游览市中心一般走路就可以全逛过来。交通非常发达，乘公交车去剑桥
周边也很容易。10 英镑买一张手机卡便有 1G 的上网流量。市中心的游客咨询中心
可以拿免费的地图，买邮票寄明信片也很方便，大街小巷都是红色的邮筒。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剑桥交通指南

通讯

剑桥外部交通

在英国，通讯公司有许多选择，比如 O2，

剑桥没有机场，旅客一般从伦敦前往剑桥，

Vodafone, Three, Orange, T-mobie 等等。

剑桥伦敦之间的交通十分便利，火车、大巴

每一个通讯公司只要充值 10 磅就可以得到

往返非常频繁。伦敦的四个机场都有巴士来

一张免费的 Sim 卡，每个公司包含话费长短

往于剑桥 Drummer St. 的巴士总站，运营时

和上网流量都有所不同。如果只是看新闻、

间为每天凌晨 1:55~19:45，每小时一班。剑

刷微信、微博和 QQ, 建议选择 Orange 或者

桥往返于伦敦 King’s Cross 的火车每半小时

T-mobie，自动会拥有为期一个月 1GB 的

一趟，15 分或 45 分各有一班车，运行时间

上网流量。如果不打国际长途，10 磅充值足

仅仅 50 分钟。票价分为 Peak-hour 和 Off-

可以使用两星期。如果需要打国际长途，请

peak 两个时间段，后者比较便宜。从伦敦开

另买国际电话卡。

车去剑桥也十分方便，主要有两条国道 M1、
A1，但注意周末和上下班高峰期有时会堵车。

剑桥主要交通工具

Andy Cabs: 01223-571144
Diamond: 01223-523523
出租自行车连锁店地址：
Station Cycles-Railway

根据个人需求购买。

门的城市露顶观光巴士（City Sightseeing
巴士总站咨询电话：01223-717740

明信片可到邮局，小商店和纪念品商店购买，
通常这些地方都会卖邮票，寄到国内 1.5 英
镑起。英国著名的红色的大邮筒大街小巷都
是。如果要去邮局的话，请认准 Royal Mail
的 字 样， 邮 局 的 营 业 时 间 大 致 从 9:00 到

剑桥市内许多出租车公司，但除了火车站的

17:00，不同邮局营业时间有差别。

Emmanuel Street 有 排 队 的 出 租 车 等 候，
在剑桥其他任何地方打车都要提前打电话预

Station Buildings，Station

订，大多数 10 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

电话：01223 307125

邮寄明信片

出租车

Station
Rd, Cambridge

条以上免费的短信和 500M 以上的上网流
量。各个电话公司提供的套餐有所不同，请

Bus），每 50 分钟一班车，全程 1 小时。
Panther: 01223-715715

电话公司买 10 英磅的电话卡都有至少 400

从剑桥火车站可乘 Citi 1、Citi 3 路公交车
分 钟， 单 程 £2.2， 全 天 £3.9。 剑 桥 还 有 专

租车公司常用电话为：

英国境内打电话都是单向收费的。无论哪个

巴士
到市中心 Emmanuel Street 下车，只要 15
Tips 小贴士

上网

剑桥旅客指南中心
游 客 指 南 中 心（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在剑桥露天市场（Open Market）

自行车

边上，那里可以获取游览剑桥的全部信息。

Arcade

去剑桥城市周边旅行，租一辆自行车十分方

可以拿一张免费的简易地图，也可以花 1.5

Corn Exchange Street，

便，剑桥租自行车的地方大街小巷到处都是，

英镑买一张包含剑桥旅游信息的详细地图。

Station Cycles - Grand

Cambridge
电话：+44 (0)1223 307655

火车站旁边就有一家连锁店。

Peas Hill, CB2 3AD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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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上与小清新
剑桥必逛

剑桥市中心每天都充满了游人，游人多了商店也就多了。这几
年来，剑桥的大街小巷被许多品牌商店充实得满满当当，这个
小镇成了购物的天堂。从一线名牌到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数
不胜数，餐厅、咖啡厅、酒吧、书店、服装店、鞋店、珠宝店、
药店等应有尽有，大多数商店下午五六点关门，周三会开到晚
上七八点。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Grand Arcade 和 Lion Yard 购物中心

Cambridge Market 剑桥市场

Grand Arcade 和 Lion Yard 购物中心相连在一起，位于剑桥正市中

Cambridge Market 剑桥市场坐落在剑桥正

心。100 多个大牌专卖店聚集在一起，逛街效率很高也很方便。 比如

市中心，国王学院的对面。整个市场由一个

John Lewis 英国老牌百货商店、Apple、Tad Baker、Swarovski 水晶、

个小摊位组成，聚集了剑桥周边农场的农作

Topshop、Radley、Hollister Co、Hobbs、LK Bennett、Holland &

物和剑桥地区艺术家的手工艺品。从新鲜蔬

Barrett 保健品商店、Clarks 和鞋店等。游客在 Grand Arcade 里购物，

菜、水果、面包、芝士、鲜花、海鲜、当地

只要有 Tax Free Shopping 标志的商店都可以享受免税服务。 向店员

热狗到大大小小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价格

要一张 Tax Refund voucher，填写一张表以后，就可以拿着商店出示

便宜。剑桥市场是购买零食、水果的好去处。

的证明和收据去机场退税。
St Andrew's Street 和 St Tibb's Row
周一至周六 9:00 ～ 18:00；周三 9:00 ～ 16:00；周日 11:00 ～ 17:00
www.grandarcade.co.uk（英） 和 www.thelionyard.co.uk（英）

Market Square，CB2 3QJ
周一至周日 10:00 ～ 16:00
www.cambridge.gov.uk/markets（英）

Qunar 骆驼书

|

08

学院派必败

TOP3 剑桥纪念品店
剑桥市中心有许多卖纪念品的商店，从明信片到画有剑桥徽章的盘子茶杯种类繁多。印有剑桥大学标志的
服装和各种小玩意是剑桥很有特色的纪念品，买这一类产品最好选择剑桥大学官方授权的纪念品商店，虽
然价格稍贵，但是质量和设计都要好很多。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1

Ryder & Amies

在国王学院对面有一家剑桥大学授权的剑桥
大学纪念品商店 （Ryder & Amies），主要
卖印有剑桥大学标志的各种服装和纪念品。
这家商店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礼服的指定供应
商，每个月的毕业典礼那一天都会有许多学
生在这里排队租借礼服。这家店最具特色的
是售卖 31 个学院每个学院的徽章，领带，
袖扣等特色饰品，如果你比较钟情于某一个
学院可以专门选购这个学院的纪念品。除此
之外剑桥 800 年校庆系列的纪念品非常值得
收藏。
22 King's Parade, CB2 1SP
周一至周六 8:30 ～ 17:30， 周日 10:00 ～ 17:00
www.ryderamies.co.uk（英）

2

The Shop at King’s 国王学院专属商店

国王学院是剑桥所有学院中唯一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专卖店。里
面的纪念品数量不多但是绝对走的是高端路线，是其他纪念品商
店无法比拟的。这家店里的印有国王学院的铃铛很有特色，很受
游人欢迎（£3 －£15 之间）。
13 King's Parade，CB2 1SP
周一到周六 9:30~17:30, 周日 9:30~16:30
www.kings.cam.ac.uk/visit/shop.html（英）

3

Giles & Co

Giles & Co 是另一家剑桥大学授权
的商店，主要以服装为主。这里可以
买到各种各样印有剑桥大学徽章的衣

Tips 小贴士

服，其中卫衣 T 恤很受欢迎。如果需
要购买剑桥服饰，这一家店是首选。

BToxin 强烈推荐：
推 荐 一 本 体 积 很 小 的 剑 桥 摄 影 画 册， 名 叫《Cambridg: A
Photographic Celebration》。 这本 160 页的画册收集了剑
桥一年四季最美的时刻的摄影作品，很有收藏意义。这本书在
大多数纪念品商店都有卖，价格统一。

4 Trinity St, CB2 1SU
周一至周五 9:30 ～ 17:30，周六到周日
11:00 ～ 17:00
www.universitystore.co.uk（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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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剑桥完美的一天

泛舟于徐志摩笔下的剑河，拜访剑桥大学最古老的四大学院，瞻
仰一下牛顿的苹果树以及霍金的时间之钟，这条经典的线路浓缩
了剑桥太多的精华。在剑桥哪怕只停留一天，哪怕只是随心漫步
于大学城的角角落落，都会让你离开的时侯有太多的不舍。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从火车站坐 Citi 1 或者 Citi2 公交车到
St Andrews 街下，向北走到 Bridge
Street 上

9:00
早餐：Crepeaffaire 咖啡餐馆
早上 9 点，让我们从剑桥一间十分受欢迎的早餐店开始：Crepeaffaire 咖
啡餐馆。这家小咖啡馆位于剑桥市中心的黄金位置，大名鼎鼎的三一街
（Trinity Street）起点。这里提供各式的法式薄饼（Crepes）和标准的
英式早餐： 培根、煎蛋、炸蘑菇、炸番茄、煎肉肠、茄汁黄豆、吐司面包 ,
当然还配有咖啡或红茶。这家小咖啡馆服务十分人性化，早餐全天候供应，
所以下午来吃也一样没问题， 对许多外国游客来说十分方便。
66 Bridge Street
周一至周五 8:00~19:00，周六 9:00~19:00 , 周日 9:00~18:00
经典英式早餐：£6.5 起

Crepeaffaire 咖啡餐馆出来左拐就是
圣约翰学院

10:00
初遇叹息桥 圣约翰学院探秘
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国王学院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三所学院。圣
约翰学院已有 500 多年历史，由国王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Lady
Margaret Beaufort）始建于 1511 年。学院面积是剑桥所有学院中最庞
大的，5 个庭院的黄金分割设计沿袭了英国皇室建筑风格。剑河从学院正
中穿越而过，两座桥横跨其上，其中一座就是著名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传说从前学生从宿舍前往考场路过此桥时，都会因为担心考试

Tips 小贴士
圣约翰学院与三一学院为邻，但学院之间的对抗也很
激烈。两座学院的后花园一河之隔，连接两学院桥上
的铁门也永久地锁了上百年。

而叹息不止，这座桥也因此而得名。秋天泛舟剑河，圣约翰学院学生宿舍
满墙鲜红色的爬墙虎是剑河两岸最为惊艳的一瞥。
St John's Street CB2 1TP
周一至周五 10:0 ～ 17:00, 周六日 9:3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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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学院出来往南走就是三一学院

11:00
驻足在牛顿的苹果树下 三一学院漫步
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 31 个学院中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气场强大到让人
无法直视。1546 年成立，国王亨利八世亲任校长。近五百年的历史中出
了牛顿、达尔文、培根、众多首相和无数世界级学者，仅诺贝尔奖得主就
有 32 位。整个学院学术底蕴极其深厚，加上学院里精英云集，可谓群星
璀璨，令人无不敬畏。
大名鼎鼎的牛顿的苹果树就在三一学院正大门旁边，此树从牛顿家乡的苹
果园移植而来，学院精心呵护但还是由于水土不服比较瘦小，每年只能结
不到 20 个苹果，大家手下留情切勿采摘。
Trinity Street, Cambridge CB2 1TQ
10:00 ～ 16:30（考试期间不对外开放）

从三一学院出来继续往南走，右拐到
Silver Street 上就是皇后学院

12:15
数学桥上看风景 皇后学院流连
剑桥泛舟的起点之一在 Silver Street 上，泛舟之前可以顺便看一眼剑桥
最著名的牛顿数学桥。这座桥坐落在皇后学院的后花园里，在 Silver 路
上一眼就可以望见。正因为全世界的游人来剑桥都要一睹这座桥的芳容，
Silver 路上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传说牛顿建数学桥的时侯没有用一根
铁钉完全用力学的原理构建，可后来有个学生不信邪拆了重建，却万万
没想到竟然再也搭不回去了。如今的数学桥上满是铁钉，木头也已腐朽，
皇后学院对这座桥看管得很紧，通往数学桥的小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
由关闭着。
Silver Street CB3 9ET
3 月至 9 月：10:00 ～ 16:30，1 月至 11 月：周一至周五 14:00 ～ 16:00，周六、
周日 10:00 ～ 16:30（考试及假期时间关闭）

数学桥对面就是剑桥撑蒿的一个上船
起点

12:30
剑桥泛舟 康河留影
在剑河泛舟也叫撑蒿，如今已成了游览剑桥当一不二的选择，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把这“撑一支长蒿”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剑河流经学院之
间的水域静谧，七大学院的古老建筑装点着缤纷的河岸，绝对让你陶醉
其中。这一条水路往往十分热闹，时不时有两船相撞游人落水的好戏。
剑桥许多公司专门提供撑蒿服务，撑蒿的往往都是打工的学生，个个都
是俊男美女，边撑船边讲述剑河的历史。撑船有两个路线，College（学
院路线）和 Granta（田园风光），深度剑桥游可选择后者，需要至少半
天的时间。
撑船公司推荐：
1、Scudamore's Punting Company（每一段河段都可以上船）
早上 9 点直到日落，一年 364 天开放（除圣诞节）
£15 磅起每人，可以供租船，提供各种附加服务
www.scudamores.com/（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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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ts Go Punting（上船地点在 Magdalene College 旁边）
4 月至 9 月 10:00 ～ 17:00； 10 月至 3 月之间需提前预订
£12 磅左右每人，可提供各种附加服务
www.letsgopunting.co.uk/（英）

从 Magdalene Street 下 船 往 南
走 到 Bridge Street 上 就 可 以 看 到
Patisserie Valerie 烘培店

13:30
午餐 / 下午茶：Patisserie Valerie 英国老牌烘培店
剑桥的 Patisserie Valerie 与市中心 Sidney Sussex 学院一街之隔，是英
国著名的烘培连锁店。尤其是橱窗里摆放着的一人份小蛋糕格外出名，从
英国大众到皇室都很喜爱。店内服务十分周到，从早餐的羊角面包到与下
午茶相配的各种甜品蛋糕，做工精致，种类繁多，是最容易让人产生选择
恐惧症的地方。来一壶经典的英国茶和上好的黑森林蛋糕，看着窗外来来
往往的学生，是享受午餐或是喝下午茶再好不过的去处了。
1 Bridge Street
周一至周五 7:30 ～ 19:00, 周六 8:00 ～ 19:00， 周日 9:00 ～ 18:00
英国茶£2.75；咖啡 £1.8 起；一人份蛋糕£2.35 起

从 Trinity Street 一直往南走到 King's
Parade 就是国王学院

14:30
国王学院 剑桥大学的标志与荣耀
学院的大教堂是英国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教堂有全世界跨度最大的
拱形屋顶以及最大的管风琴和巨大华美的彩色玻璃窗户。国王学院著名的
童声唱诗班每年为圣诞节的演唱从 1928 年起就在圣诞前夜向世界播出。
如今这所著名的大教堂还有一个用途：剑桥大学许多学者教授的葬礼悼念
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国王学院招收的学生大多都来自于世界的名门贵族，学院里的建筑规模之
宏大在所有学院中鹤立鸡群。漫步在学院邻接剑河的草坪上，看着阳光洒
在大教堂上的光影，你就会感到剑桥的核心灵魂与精神已经在这个学院上
沉淀得太多，并永不会磨灭。
King's Parade, CB21ST
9:45 ～ 15:30（考试期间不对外开放，国王学院是下午关门最早的学院）
£7.5

国王学院大门口的正对面就是霍金的
时间之钟

www.kings.cam.ac.uk/visit/admission.html（英）

15:30
霍金的时间之钟
2008 年的夏天，剑桥市中心国王学院大门正对面，Corpus Christi 学院
图书馆外墙上突然惊现了一个造型诡异的大钟。一只模样十分邪恶的蚱蜢
趴在一个豪华的金色大钟上不停晃动，每到第 59 秒的时候，便一口把时
间吞下。这个叫 Grasshopper Clock 的钟源于霍金对时间的理念，霍金
亲自参与设计，造价高达 100 万英镑。对于这个钟的设计含义有很多种
Tips 小贴士
建议带小孩的朋友们远观即可，不要让小孩子
把对剑桥的印象变成了像看恐怖片。

说法，但大致的寓意是提醒人们每分每秒时间都在流逝。
Grasshopper Clock，国王学院大门正对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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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 DNA 酒吧和霍金的时间之钟就
是斜对面，转个身就看到了

16:00
老鹰 DNA 酒吧 邂逅剑桥学者
DNA 结构的发现开启了近代生物学的时代。百年来，剑桥许多科学家都
喜欢聚在这个几十米开外的老鹰酒吧（The Eagle Pub）里探讨学术问题。
DNA 的发现也是两位科学家在这个酒吧探讨出来的，之后又在这间酒吧
里开了个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向外界宣布了这个成果。从此以后这个酒吧在
剑桥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游剑桥的必经之地，大门口的地砖都被
踩得陷了下去了一块。至今这个酒吧依然是剑桥学者喜欢聚集的地方。
8 Benet Street CB2 3QN
周一至周六 9:00 ～ 23:00, 周日 9:00 ～ 22:30
DNA 啤酒 （Eagle'DNA）

国王学院大门口往北走 100 米就是圣
玛丽教堂

16:30
圣玛丽教堂 坐看剑桥日落
站在国王学院的大门口往斜对面看就是圣玛丽大教堂（St Mary's）了。
这座 500 多年的大教堂曾一度是剑桥大学的执政中心，开会、辩论、
颁予学位都是在这里举行。如今这个政权的地点已经搬到街对面的 Old
School 了，与从前一街之隔。大教堂如今拥有 13 口钟，其钟声的旋律十
分有名，后来英国皇室在伦敦建大本钟（Big Ben）时模仿的就是剑桥圣
玛丽大教堂的钟声。登上教堂的钟塔便可以俯瞰全城，冬季是观日落最好
的去处。由于剑桥夏季的时侯日落时间太晚（20 点左右）但钟塔 16:30
就关门了，所以在夏季的时侯只能登顶俯瞰城市， 无法享受日落了。
The University Church，Senate House Hill
成人£2.5，15 岁以下£1.5
冬季 10:00 ～ 16:00, 夏季 10:00 ～ 16:30

从国王学院步行到 Jamie's' Italian 餐
馆只要 3 分钟，拐进 Benet Street 往
前就是 Jamie's' Italian

18:00
晚餐：Jamie's' Italian 用意大利料理卸下一身疲惫
Jamie's' Italian 是一家全英连锁的意大利料理，创始人 Jamie Oliver 是
英国天王级别的美食厨师，这家店在剑桥非常火爆，没有提前预约有时要
等上两个小时。餐馆美食种类非常多，尤其是海鲜做得极好。不过最出名
的还是意大利的各种火腿、熏肉和牛排。BToxin 在剑桥的许多意大利朋
友和同事对这家餐馆赞不绝口，自从 12 年这家餐馆在剑桥开张以来，这
些意大利人就把这里当成了家乡的食堂，可见料理的意大利风味十分地
道。其中有一道野兔肉意大利面（Wild Rabbit Casarecce）的菜是意
大利人心目中的经典。最难得的是这家高端餐馆价钱十分平价，大部分
菜都£11 左右，性价比非常高。
The Old Library, 2 Wheeler Street
01223 654094 （务必提前预约）
12:00 ～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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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Don’t !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

Do 入乡随俗
1、好鞋
剑桥十分小巧，来剑桥旅游 90% 都
是步行一日游。步行也往往是游览
剑桥最好的选择。31 个各有特色的
学院，大大小小的艺术博物馆，大
学城里的百年小巷，当然还有浪漫
至极的剑河两岸，绝对值得细细地
漫步畅享。一双鞋底柔软的好鞋十
分重要。剑桥市中心许多小巷子里
完全没有柏油马路，都是中世纪留
下的石子路，女士们游剑桥的时侯，
高跟鞋往往会是一祸害。除非你穿
高跟鞋的水平堪比贝嫂，否则还是
平底鞋比较靠谱一些。

2、雨伞
英国这个国家，一年四季的绵绵小
雨绝对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春季，
下一会停一会，一天里能反复个许
多次。下雨时分的剑桥也别有风情，
尤其是飘雨过后的午夜，整个剑桥
一片水润的朦胧，绝对是 BToxin 心
中剑桥最美的时分。无论何时造访
剑桥，带一把折叠的小伞很有必要。

3、地图
剑桥一日游永远不会迷路，人最密
集 的 地 方 就 是 主 要 的 景 点， 跟 着
人 流 走 总 没 错。 但 是 想 深 度 游 剑
桥的朋友在露天市场旁边的游客
指 南 中 心（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买一份£1.5 的城市地图和
指南（Cambridge Official Map &

Mini-Guide）就十分有必要了。这
份地图上有许多实用的信息，学院、
博物馆都一一指出，最重要的是详
细地告诉你市中心几个厕所的位置，

Don't 注意事项
1、勿踩踏草坪

以防万一。

剑桥大学每个学院里都会有大片的

4、交通安全

本学院的院士可以随意行走在草坪

剑桥居住的人大部分出门都骑自行
车，这是英国唯一的一个自行车密
度堪比中国的城市。自行车在这里
是个消耗品，借步而已。在剑桥修
车十分昂贵，因此许多学生的自行
车都处在无铃铛无车刹的状态。剑
桥街道很窄，汽车、自行车、行人
公用一条路，学生骑车的速度往往
十分疯狂，因此过马路的时侯一定
要左顾右盼，注意安全。

草坪。学院里等级制度森严，只有
上。游人随意上去踩便是犯了大忌，
不出几秒钟便会有穿着学院袍子的
门卫大声把人请下来。

2、勿摘苹果
三一学院门前的苹果树上结的苹果每
年都会有游人向其下毒手。这棵果树
孤零零的十分瘦小，苹果味道肯定也
好不到哪去， 拍照留念一下就可以
了，树上的果子还是由它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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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Cambridge 探索 • 剑桥

剑桥城市地图

图片来源：©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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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剑桥

文艺永恒

剑桥 800 多年的历史中承载了太多与艺术有关的文化，至今这个
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依然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从气势宏大的顶
级博物馆，到小巧精美的学院建筑，再到街头卖艺的艺术家们，
你都会感受到艺术的元素在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从市中心的国王学院大门往南走 150
米就是 Fitzbillies 咖啡餐馆

9:00
早餐：Fitzbillies 咖啡餐馆——剑桥百年老店的传统早餐
Fitzbillies 的咖啡餐馆是剑桥著名的百年老店。这家店 1922 年开业，曾
在一个世纪里承载了许多剑桥人的回忆。Fitzbillies 的英式蛋糕和咖啡很
受欢迎，最出名的是甜甜的 Cheslea Bun , 在剑桥本地有着百年的辉煌。
这 家 百 年 老 店 因 为 没 有 把 店 面 买 下 来， 而 抵 不 住 如 今 剑 桥 昂 贵 的租
金在 2011 年关张了。 幸亏一位在剑桥长大的老妇人因为不舍这个曾经
的回忆，和她的丈夫一起把这个店盘了下来重新开张。在剑桥享用美食，
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美味，更是那一段段被沉淀下来的历史。
51~52 Trumpington Street, CB2 1RG
10:00 ～ 18:00
www.fitzbillies.com（英）

Fitzbillies 咖啡餐馆往南走 500 米就
可以看见 Fitzwilliam Museum，一座
气势宏大的白色建筑

10:00
菲茨威廉艺术博物馆——剑桥最顶级的艺术博物馆
菲茨威廉艺术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博物
馆之一。馆藏跨跃了几个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一代的公共博物馆。剑
桥大学是英国唯一一所拥有这么大规模的世界级顶级艺术博物馆的学校。
1816 年三一学院的毕业生，理查德 • 菲斯威廉将自己的收藏尽数捐赠给
了母校。如今馆藏已经十分庞大，体系完整。从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
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和 17、18 世纪的欧洲艺术，以及西方
现当代艺术，应有尽有。博物馆中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的中国展厅，藏有
许多元明清瓷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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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ington Street, CB2 1RB
周二至周六 10:00 ～ 17:00, 周一周日关闭（免费开放）
www.fitzmuseum.cam.ac.uk（英）

延伸体验：免费的午餐时间音乐会
菲茨威廉艺术博物馆几乎全年不休地举行各种国际展览、讲座、演奏会和
为大学不同院系和学院提供教学协助。其中音乐会非常有名，博物馆经常
会邀请世界各地的顶级演奏家来举办小型的音乐会，大多数都是免费的。
周日中午的免费音乐会人气很高，但是门票的数量十分有限，必须提早去
拿，基于先到先拿的原则。
Trumpington Street, CB2 1RB
www.fitzmuseum.cam.ac.uk/whatson/music（英）
Fitzwilliam 博物馆出来往北走 200 米，
Aromi 就在 Bene't Street 的岔路口上
（国王学院对面）

12:30
午餐 Aromi 享受剑桥最火爆的咖啡餐馆
意大利 Aromi 咖啡餐馆是 BToxin 个人觉得最赞的一家，位于国王学院正
对面的小街里，离国王学院走路仅 1 分钟。这个意大利西西里的咖啡餐
馆 2013 年在剑桥开业后每时每刻都有顾客在排队，可见受欢迎程度不是
一般。这家的咖啡口味可堪称完美，浓郁芳香，尤其是一款名为开心果
（Pistachio）口味的咖啡是这家的明星产品。除了咖啡，以开心果为元
素的各种手工点心，还有各式各样的意大利口味烘培，也颇受欢迎。
1 Bene't St, Cambridge CB2 3QN
9:00 ～ 20:00
01223 300117
www.aromi.co.uk（英）

从国王学院一直往北走，剑桥手工艺
市场就在圣约翰学院的正对面

13:00
淘宝剑桥手工艺市场
三一学院苹果树的正对面是一个叫 All Saints Garden 的小花园，平日里
就是一个简单的小花园，三一学院里的学院之猫（College Cat，每个学
院都会有流浪猫常住在学院里，被学生喂养）常在那里溜达。每到周六，
剑桥当地的艺术家就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集市（All Saints Garden Craft
Market）。这里除了以剑桥为主题的绘画摄影作品外，更有当地艺术家
制作的陶艺、木雕、金银饰品、手工香水、香皂和数不胜数的手工艺术品。
很多艺术家甚至是现场制作，并很乐意与游客分享制作过程。
All Saints Garden, Trinity Street， 三一学院大门正对面
全年每周六开放 10:00 ～ 17:00，6 月至 8 月周五额外开放

从 剑 桥 手 工 艺 市 场 往 北 经 过
Magdalene Street 再 往 西 走 到
Madingley Road

14:00
Lucy Cavendish College 剑桥最精致小巧的学院
在剑河以西的 Madingley Road 上有另一个女子学院 Lucy Cavendish
College， BToxin 曾在这个学院里生活了 3 年。Lucy Cavendish 是一个
十分与众不同的学院，也是一个建筑风格上最独特的学院。这个学院精致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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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小贴士

小巧，只有不到十个建筑，宿舍、图书馆、餐厅，每个建筑都像是一个大
别墅，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别墅里不同的房间里。学院里布满了草坪与鲜花，

从 Lucy Cavendish College 散 步 去 Newnham
College 会经过剑桥最优美的一条路，这就是大名鼎

院舍紧凑而富有灵气，仿佛是一个精致的庄园。每到学院正式晚餐和聚会

鼎的 Queen's Road。 这条街一路经过四大学院的后

时，都会有许多男士光临。常年来，这个富有独特魅力的女子学院很受剑

花园，许多剑桥经典的明信片都是在这条路上拍摄的。

桥男生们青睐。
Lady Margaret Road, CB3 0BU
www.lucy-cav.cam.ac.uk（英）

顺着 Queen's Road 走到一个大的十
字路口又转到 Sidgwick Ave 路上就
可以找到 Newnham 学院

15:00
Newnham College 剑桥最具有艺术气息的女子学院
Newnham College 是剑桥大学三个女子学院中最出名的一个，学院宿舍
极其优美，被喻为剑桥最有艺术气息的学院。Newnham 学院位于剑河以
西偏南，位于剑桥最昂贵的地带。学院面积很大，所有建筑都是红墙白窗，
学院被大片的草坪覆盖，还有精心布置的花园和喷泉。Newnham 学院十
分喜欢招收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学院里的女生们也各个多才多艺。无论什
么季节这所学院都独自绽放着优雅的气息，尤其是春天和夏天，学院里的
随处可见绽放着的玫瑰花让这座女子学院美到极致。
Sidgwick Ave, CB3 9DF
www.newn.cam.ac.uk（英）

Newnham College出来一路往南走，
剑桥大学植物园就位于 Trumpinton
Road 和 Bateman Street 的交界口上

16:00
剑桥大学植物园——剑桥市中心的伊甸园
大学植物园（University Botanic Garden）是剑桥市中心的一块风水宝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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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地 16 公顷，由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 John
Stevens Henslow 教授建成。植物园里有 19 世纪美轮美奂的维多利亚式
的花园，各个不同时代的园林景区，以及拥有 2000 多种植物的大型温室。
这个植物园是在英国所有植物园中最具有学术科普价值的植物园。植物园
里有许多精细的树木收集，现种植有近 8000 多种植物。植物园里有些角
落密密麻麻的古木参天，鸟儿满林，地貌已然就是一个原始森林。在这里
散步很难相信在剑桥的市中心居然存在着一个世外桃源。
1 Brookside, CB2 1JE
£4.50 每人
4 月至 9 月：10:00 ～ 18:00；2 月、3 月、10 月：10:00 ～ 17:00；1 月、11 月、
12 月 : 10:00 ～ 16:00
www.botanic.cam.ac.uk（英）

从 植 物 园 顺 着 Trumpington
Street 往 北 走 回 到 国 王 学 院 对 面 的
Bene't Street 上 就 可 以 看 见 CAU
Restaurants

18:00
晚餐，CAU Restaurants 剑桥最棒的牛排店
喜欢吃牛排的的朋友们千万不可错过剑桥最好的牛排店 CAU。位于国王
学院正对面的小街里，这是一家阿根廷料理，其中牛排做的超级棒，是
BToxin 在剑桥 8 年来吃过最好吃的牛排料理。牛排大小份量都可按照个
人喜好定量，尤其是五成熟的 Rib-Eye 牛排配着阿根廷黑胡椒调料，其美
味绝对让人难以忘怀。除了牛排，这家店还有许多阿根廷传统美食，比如
烤茄子、熏香肠等，也十分受欢迎。这家餐馆在剑桥很火爆，晚餐没有提
前预约很难有位子，所以务必要提前打电话预约。

15 Bene't St, CB2 3QN
12:00 ～ 22:30
www.caurestaurants.com/book-a-table/cambridg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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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剑桥
书香古今

许多人来到剑桥不仅仅想感受剑桥的文化与气氛，更想窥探和瞻
仰剑桥学术成就的历史渊源。虽然剑桥大学 800 年的学术成就无
法一一在眼前直观地表现出来，但是透过剑桥著名的科学博物馆
和世界顶级的科学院系，还是可以让你体会到剑桥大学博大精深
的学术文化底蕴。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从 三 一 学 院 大 门 斜 对 面 的 Green
Street 上就可以看见 Bill’s 咖啡餐馆

9:00
早餐 Bill's – Cambridge 体验剑桥最独特的咖啡餐馆
Bill's – Cambridge 早餐咖啡馆在市中心 Green Street 上，不得不说其
装修是剑桥所有咖啡馆中最独特的一个。这家咖啡餐馆开放于 2011 年，
刚开业就成了剑桥人吃早餐和午餐的新宠，不仅仅因为其精美的装修，
更是因为其上等的咖啡口感和口味地道的英式早餐。老板娘主推的 Bill`s
Breakfast 十分经典，只是茄汁黄豆和布丁需要额外加钱。
34-35 Green Street, Cambridge CB2 3JX
周一至周日 9:00 ～ 22:30
经典英式早餐£7.95 起
bills-website.co.uk（英）

Bill's 咖啡餐馆出来右转顺着
St Andrew's Street 走 500 米就是
Emmanuel 学院

10:00
寻找哈佛大学的前生
常被美国喻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其前生要到英国的剑桥来寻根认
祖。1632 年剑桥大学 Emmanuel 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毕业生
John Harvard 作为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仿效自己的母校，在马萨诸
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一座学校命名为 Emmanuel College，连学校的
大门都跟剑桥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更加宏大。学院所在的小镇也被叫做剑
桥。1780 年这个学院被正式命名为哈佛大学。这段历史在剑桥大学的史
册上十分出名，可惜当今在哈佛大学的官方网页上关于这段历史却只字未
提。剑桥大学的 Emmanuel 学院也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走廊上贴了牌子，
做了简短的说明，让人唏嘘不已。
St Andrew's Street, Cambridge CB2 3AP
www.emma.cam.ac.uk（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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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rumpington Street 上 坐 Citi4 公
交车到 Grange Road 下车

11:00
霍金的数学系
剑桥大学的数学系是神一样存在的地方，这个被喻为天才最集中的地方坐
落在市中心以西的 Clarkson Road 上。每年本科生的入学面试题目之难
都让世界各地的尖子考生抱怨不已。这个面积只有巴掌大的院系只收天才
学生其实并不是传闻，传闻在百年前剑桥数学系的教授招收学生有三个很
看重的技能：1 会玩魔方，2 会骑独轮车，3 会撑船。如今在剑桥的大街
小巷仍然能看见悠然骑着独轮车的学生们。世界著名的物理数学家霍金经
常出没这里，霍金担任着剑桥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教授职务：牛顿和狄拉
克担任过的卢卡斯数学教授。数学系为了霍金的轮椅能行走自如，特地在
数学系的里里外外修了许多斜坡。
Wilberforce Road, CB3 0WA

从数学系出来顺着 Grange Road 往南
朝着一个很高的钟楼走就是剑桥大学
图书馆

11:30
剑桥大学图书馆 呼吸墨香的世界
剑桥大学有 141 个大大小小的图书馆，31 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
图书馆，对其他学院的学生并不共享。剑桥大学有一个独立的中心图书
馆（University Library），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历史可追溯至
600 年前，馆藏 700 余万册。剑桥大学图书馆是英国的六个法定图书馆
之一。图书馆有许多馆厅，其中中文馆藏十分庞大，中文藏书就有 30 万种，
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清各种抄本、绘画、版刻书籍，珍品颇多。虽然如
今的图书馆里的电脑、无线网络、自助服务系统十分强大，但仍保留了传
统的书本检索方式，只要随意翻翻已经上百年的检索目录，历史的厚重感
便能油然而出跃于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Tips 小贴士
馆内参观不能照相。

从 G r a n g e Ro a d
坐 Uni4 到
Fitzwilliam 博 物 馆 下 车 对 面 就 是
Browns 餐馆。

West Road，CB3 9DR
周一至周五 9:00 ～ 19:00, 周六 9:00 ～ 17:00，周日关闭
www.lib.cam.ac.uk/deptserv/openinghours.html（英）

13:00
午餐：大快朵颐的英式餐厅
Browns 餐馆（Cambridge Browns Restaurants）在 Fitzwilliam 博物馆
的斜对面，剑桥商学院的旁边。这是一家英国的老牌英式餐饮连锁店，剑
桥的这一家尤其出名是因为其独特的背景。Browns 在剑桥大学的历史上
很有名气，其所在地是剑桥 Addenbrookes 医院的原址，据说这所饭店
更是当时医院的传染病隔离病房。正是因为这段传奇而又独特的历史，这
个餐馆很受剑桥大学师生的喜爱。20 世纪剑桥大学和许多世界上的商业
谈判都是在这里进行，至今为止都可以看到许多教授学者经常在这里聚餐。
其中 Browns House Salad 餐馆经典鸡肉色拉非常美味。
23 Trumpington Street, CB2 1QA
午餐£10 左右每人
周一至周五 9:30 ～ 22:30
www.browns-restaurants.co.uk/locations/cambridg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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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Browns 餐 馆 往 北 走 到 Tennis
Court Road， 再 右 转 到 Downing
Street 就可以进入唐宁校区

14:00
塞奇维克地质博物馆 令人目不暇接
塞奇维克地质博物馆（Sedgwick Museum of Geology）坐落在市中心
著名的唐宁校区里，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博物馆。18 世纪初剑桥地质教授
John Woodward 将自己终身珍藏的 5 个大胡桃木箱子的其中 2 个捐赠
给了剑桥大学，之后的 100 年间剑桥大学从其家族里购买了剩下的 3 个，
这些大箱子里共有 1 万多件地质收藏。18 世纪末剑桥三一学院的另一位
地质学家 Adam Sedgwick 开始大量的扩充收藏品，至今已达 150 万件。
剑桥大学按照 Sedgwick 的遗愿在 1904 年建立了此博物馆。博物馆馆藏
十分巨大，从地球诞生到各种火山岩与化石，到按侏罗纪按年代分类陈列
的各种植物动物化石。不愧是英国地质科学领域最有名且意义最重大的博
物馆。
Downing Street, CB2 3EQ
免费，但是建议每人£1 的捐助
周一至周五 10:00 ～ 13:00, 14:00 ～ 19:00，周六 10:00 ～ 16:00，周日关闭

从塞奇维克地质博物馆出来站在
Downing Street 往 左 走 10 米 就 是
Maa 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14:40
Maa 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探究人类初心
在剑桥 Downing Street 上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大门，免费对游人开放。
这个博物馆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却是 BToxin 在剑桥所有博物馆里最
喜爱的一个。Maa 考古人类学博物馆（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里收藏了大量的不同时期人类的生活用品以及艺术品，
尤其是非洲的大型木雕让人惊叹不已。博物馆建有三层：底层和一层藏
有世界各地的人类考古标本，二层是结合现代技术并可以互动的研究成
果。包括了古代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史前时代的哥伦比亚和南美、
地中海早期文明以及英国的考古发现。博物馆里还珍藏了来自南太平洋、
西非和北美西北海岸的发现以及美国原住民艺术和 19 到 20 世纪的大量
图片。
Downing Street, CB2 3DZ
免费
周二至周六 10:30 ～ 16:30，周日 12:00 ～ 16:30, 周一关闭

从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出来往 Downing
Street 左走 50 米进入街对面的一个大
拱门一眼就可以看到剑桥大学动物学
博物馆

15:50
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 拜访达尔文的身影
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 of Zoology）就在塞奇维
克地质博物馆街对面，地理位置很隐蔽，必须要走进动物系学区的拱形大
门里才能看到。这座博物馆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达尔文曾在这里工作
过，举世闻名的进化论也出自这里。博物馆门口有一条长 15 米的大鲸鱼
骨骼，十分震撼，这是英国收藏的最大也是最完整的一副鲸鱼骨架。这个
博物馆的收藏历史可追溯到 1848 年，主要收藏各种动物的骨骼，标本和
化石，有大量达尔文从国外带回的标本，至今都没有整理归类完毕。博物
馆一层陈列着哺乳动物骨架和鸟类标本，二层系统展示了一系列主要动物
种群，描绘了陆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进化史，包括著名的生物大爆发后世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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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动物的骨骼结构进化关系。
Downing Street, CB2 3EJ
免费
周一至周五 10:00~16:45，周六 11:00 ～ 16:00, 周日关闭

从 Maa 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大门走向
Tennis Court Road, 便走进了剑桥大
学唐宁校区生物王国

16:30
Downing Sites 唐宁校区生物王国
剑桥大学虽然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以理科为主的大
学。理科与文科的院系规模比例几乎是 8：2。而在理科中生命科学又占
了绝大一部分，共有 33 个院系，整体规模占了剑桥大学的 60% 左右。
迄今为止，这些生命科学院系出了 47 位诺贝尔奖，加上剑桥周边 2 所全
球最顶尖的生物研究所使得剑桥成为了欧洲最核心的生命科学研究基地。
在市中心的唐宁校区就是剑桥生命科学院系最集中的地方，从 Downing
Street 到 Tennis Court Road 分布着药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学等二十
几个院系。因此 Downing 校区被誉为剑桥大学的瑰宝之一。
Tennis Court Road 两侧与 Downing street 以南

走 回 Trumpington Street，Loch
Fyne Seafood & Grill 餐 馆 就 在
Fitzwilliam 博物馆的正对面

18:00
晚餐： Loch Fyne Seafood & Grill 用海鲜来驱散身体的疲劳
Loch Fyne Seafood & Grill 是剑桥最有名的海鲜餐馆，喜欢吃海鲜的朋
友一定不能错过。餐馆的装修十分有情调，服务也非常好，是剑桥的高端
餐厅之一。英国人不大会做海鲜，因此这家餐馆能把海鲜做到中国人都称
赞美味的程度实属不易。餐馆的生蚝非常新鲜，两人份的生蚝海鲜大餐十
分经典，且价格适中。餐馆晚间十分火爆，一般都需要提前预约。
37 Trumpington Street， CB2 1QY
晚餐£16 左右每人
周一至周四 11:30 ～ 22:30，周五 11:30 ～ 22:00， 周日 9:00 ～ 22:00
www.lochfyneseafoodandgrill.co.uk/locations/cambridge（英）

散步去 Emmanuel Street 往北走到头
一眼就可以看到 Christ's Pieces 公园

20:00
晚饭后：荧光小路
夜晚散步剑桥有一绝好的去处。在 Christ's Pieces 公园内有一条闪着荧光
的小路。这是世界上第一条能自主发光的路，此项技术 Starpath 来自剑
桥一家小的创业公司 Pro-Teq，在马路上喷上一种能代替路灯的夜光喷雾。
细小的颗粒不但防滑和防水，更能储存白天吸收的紫外线和能量，夜晚时
便能散发出璀璨的荧光，这条小路在夜间看起来就像洒满星光的光带，
取代了路灯为行人提供照明。此项技术荣获了 2013 年全球杰出商业大
奖 （Global Business Excellence Award）。
Christ's Piece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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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骑行

看尽剑桥周边风景
剑桥的美不仅仅只是市中心四大学院的恢弘建筑和泛舟剑河之上
的惬意，她的美更是低调地散落在剑桥周边的角角落落，无论哪
里都能体会到剑桥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学术气息与自然景致最完
美的融合。这一天不妨忘记豪华的餐馆，带上三明治、面包和水，
跨上自行车轻装上阵，体验一下在剑桥周边郊游野餐的乐趣！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Toxin

从剑桥火车站向北顺着 Huntington
Road 骑车 20 分钟就可以到达 Girton
College

9:00
Girton College 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让女性接受教育的学府
Girton 学院是剑桥大学另外一所赫赫有名的学院，它的发展史也是英国
教育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1869 年 Girton 学院排除万难在剑桥西北部建
立了第一个可以让女性接受教育的学府，从此开创了教育历史上男女平等
的时代。19 世纪从这个学院走出来的女性都活跃在英国的政坛与各个领
域。1976 年 Girton 学院开始招收男生，如今是剑桥大学面积最大也是最
富有的学院之一。Girton 校园优美至极，甚至拥有自己的农场、水塘和
一个规模庞大的果园。每年秋天 BToxin 都会在这里采摘苹果、李子和梨，
然后制作成十分美味的果酱。
Huntingdon Road, CB3 0JG
www.girton.cam.ac.uk（英）

从 Girton 学 院 顺 着 Huntington
Road，Castle Road 和 Hill Road 穿
越整个剑桥小镇一路南下骑车 30 分钟
就可以到达 MRC-LMB

10:30
MRC-LMB 全球最顶级的分子生物研究所
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被喻为产
生诺贝尔奖的工厂，是剑桥学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从 DNA 结构，
DNA 测序再到蛋白质测序，这个坐落在剑桥南部的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使
14 位科学家获得了 10 项诺贝尔奖，这些学术成果拉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序
幕，开启了人类对生命认知的一个时代。BToxin 十分有幸，博士毕业后
在 LMB 做了两年博士后工作，在这里工作是许多科学家职业生涯中至高
无上的荣誉。近年来 LMB 花费超过三亿英镑在老实验室旁边建造了一个
全新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所开放日的时侯参观拜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验。
Cambridge Biomedical Campus, Francis Crick Ave CB2 0QH
www2.mrc-lmb.cam.ac.uk（英）
具体日期请参考网页：www2.mrc-lmb.cam.ac.uk/news-and-events/publicengagement/lmb-open-day（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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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MB 沿 着 Addenbrookes Road
走就可以看到这条彩色的 DNA 生命
之路

11:00
DNA Cycle Path DNA 生命之路
LMB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明星科学家 Frederick Sanger 在剑桥以南成就
了另一个生物研究所， 这就是成功测序人类基因的桑格研究所（Sanger
Institute）。人类基因的测序是剑桥学术成就上辉煌的一笔， 2005 年，
剑桥为了纪念这个杰出的成就，从 LMB 到桑格研究所之间铺了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以氨基酸的 4 种颜色谱写了人类一条基因（BRCA2 基因）的
序列密码，被喻为 DNA 生命之路。这条彩色的小路是剑桥的标志， 从
伦敦到剑桥的火车上就可以看见，看到了这条小路便表示已经到了剑桥。
Addenbrookes Hospital Site, Addenbrookes Road 以南

延伸体验：罂粟花海
每年 5 月中到 6 月，沿着 DNA 生命之路一路向南，往往能看到剑桥周边
最绚丽的色彩：火红色的罂粟花花海。这些罂粟花都是野生的，每年生长
的田野也不是固定的，一旦开放漫天铺地都被染成了红色，十分惊艳。春
末夏初的时侯沿着这条小路散步是游览剑桥不可多得的体验。
DNA Cycle Path（DNA 生命之路）以南的田园

田边野餐
坐在 DNA 生命之路旁边的田野中享受一下优美的英国田园风光，绝对浪漫
至极。在剑桥吃午餐并不一定需要去一个高级餐厅，坐在草地上享受一个
从 DNA 生 命 之 路 往 南 顺
着 Tr u m p i n g to n St re e t 骑 到
Grantchester Road，往西骑车 15 分
钟就可以到达 Grantchester 苹果园

简单的三明治一杯果汁，这才是一个剑桥当地人的简单而轻松的生活方式。

14:00
Grantchester 苹果园享受惬意的午后
剑桥西南部的苹果园是剑桥喝下午茶最有名的地方。苹果园已有 150 多
年的历史，剑桥众多文化和历史名人都喜欢在这里喝下午茶，它是引发
无数伟大的灵感和思想的地方，也是令后人慕名前来朝圣之地。春天坐
在树荫下的躺椅上花朵会掉入你的茶杯，夏天成群小鸟会到你桌上来啄
食，秋天你可以随手摘一个树上的苹果，这是剑桥周边最美的世外桃源。
Grantchester 苹果园可以撑船直接抵达，也可以沿着剑河穿过乡间小径
走 45 分钟，当然骑自行车 15 分钟也可以到达。
45-47 Mill Way, Grantchester CB3 9ND
周一至周日 10:00 ～ 16:00

从苹果园骑车一路往西到 Cambridge
Road 一 直 骑 到 底 就 可 以 找 到
Chaplins 农场，骑车 30 分钟左右

www.orchard-grantchester.com（英）

16:00
Chaplins Farm 剑桥水果采摘农场
每年 6 月到 8 月之间，剑桥东南边的 Chaplins Farm 都可以让游人自己
亲自采摘水果，体验收获的乐趣。这个农场每年都会种大面积的草莓和覆
盆子，水果的甜美程度是任何超市里购买的水果都远远无法比拟。自己一
边采就可以一边吃，摘满满一篮子买走价钱也不贵。非常适合全家出动，
带着小朋友来体验亲子游。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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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oggets La, CB21 5HR
01223 880722 （去之前建议打电话确认开放时间）

Chaplins Farm 往西骑车经过 Queen
Edith's Road, Long Road 再往南骑到
High Street。看到一座白色古老的小
房子就是 Wok n Grill 中餐馆

18:00
Wok n Grill Cambridge 中餐馆
Wok n Grill Cambridge 是一家自助中餐馆，特色料理是自己选择配菜和
酱料，大厨可以当场帮你爆炒。从北京烤鸭到日本寿司再到各种中西甜品
都十分美味，最关键的是没有限量。十分适合玩了一整天后饱餐一顿。这
家店在剑桥非常受欢迎，去之前最好提前预订。
18 High Street, CB2 2LP
周一至周六 12:00 ～ 23:00，周日 12:00 ～ 22:00
01223 506248
www.wokandgrill.co.uk（英）

延伸体验：翁美玲墓
上世纪 80 年代，饰演《射雕英雄传》蓉儿的翁美玲成了亿万观众心中
“俏黄蓉”的经典。令人惋惜的是，翁美玲为情所困在香港自杀身亡，年
仅 26 岁。她在很多人心里是一朵永不败落的昙花。她去世后并没有葬在
香港，而是远远地安息在她青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剑桥。在剑桥公墓园
（Cambridge City Cemetery）可以告诉守墓人要去看 Barbara （墓址
20079），他就会直接带你过去。如果找不到守墓人，可以从墓园的侧门
进入，在第一个路口左转，走到尽头，靠近一片篱笆的地方有一个白色心
型墓碑，那就是翁美玲的墓地（在整个墓园的西北角）。
Cambridge City Cemetery，Newmarket Road, CB5 8PE。 从剑桥火车站乘 77
路公车（周日停开）到 Newmarket Road 的 Public cemetery 下车
11 月至次年 3 月：9:00 ～ 16:00， 四月至十月：9: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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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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