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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俯瞰“梦幻尖顶”
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曾称牛津为“梦幻尖顶之城”（The
City of Dreaming Spires）。牛津大学及其各学院坐拥
着数不尽的教堂、礼堂、古塔和钟楼。这些建筑都向天
空伸展着他们雄伟的尖顶，争奇斗艳地遍布了整座大学
城，形成了一幅奇特的美景。登上牛津大学的主教堂——
圣玛丽教堂的塔楼俯瞰这座千年学府，雄伟庄严的一座
又一座塔尖尽收眼底。

1
漫步千年学府
38 所独立学院以及 6 所私人学堂构成了牛津大学独特的
学院制度，这座城市也依照其学院体系梳理着其城市的
脉络。学院高墙之间不起眼的小巷也总会给人不期而遇
的惊喜。历史的沉淀仿佛让牛津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故事。穿梭在牛津的大街小巷，邂逅诗人雪莱
被驱逐时的叹息桥、血腥玛丽烧死坎特伯雷主教的街道、
王尔德所生活过的莫德林学院，好不惬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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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挑一本书读
近千年来牛津大学一直是全球学术和研究的重镇。世界
一流的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的书店。坐落在牛津宽街
（Broad Street）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向来就被称作是“英

3

国最好的书店”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性书店”。这家看似
不起眼的小书店内部却别有洞天，不仅有种类繁多的学
术书籍，也有各色精美的大学明信片、纪念品。在布莱
克威尔书店挑上一本书，在楼上的咖啡馆慢慢品味，或
是为知心好友挑选一份来自牛津的礼物，你的牛津之行
必定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在小酒馆喝上一杯
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小酒馆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点对牛津的教师和学生们也不例外。
牛津大大小小的近百家小酒馆不仅历史悠久，也各自有
各自鲜明的特色。这其中既有托尔金和刘易斯经常光顾
的酒馆“老鹰与小孩”（Eagle and Child），也有英伦摇
滚大牌乐队电台司令（Radiohead）的首演酒馆冬青布
什旅社 (The Holly Bush Inn)。找一个惬意的傍晚，约
几个朋友在牛津的一家小酒馆小坐，来一品脱特色的啤
酒，谈天说地。

4
探访文学巨擘的足迹
牛津大学近千年来培养了无数文学巨匠，然而这其中却
有一位作家每年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牛津朝圣。托尔金
以及“迹象文学社”（Inklings）的故事在牛津一直为人津
津乐道。探访托尔金和刘易斯在牛津求学、教授、创作、

5

讨论的点点滴滴。跟随着这位奇幻文学大师的创作足迹，
慢慢品味托尔金《霍比特人》、《魔戒》与《精灵宝钻》
蕴藏在牛津一砖一瓦之下的奇幻魔力。此外，C.S. 刘易
斯的《纳尼亚传奇》、刘易斯 • 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以及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在这座城市的文学历史中
也留下了奇幻的一笔又一笔，静静等待着游人的探寻。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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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黄俊珽，豆瓣网名 Manchild，201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2014 年在牛津大学中世纪与
现代语言学院取得电影美学硕士学位，现为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虽然在牛津一年的时
间略显短暂，他仍视在牛津的生活为一段十分特别而又珍贵的求学经历，并深为牛津这座城市
的人文历史着迷。2011-2012 年，他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交换学习。在交换的半年时间里，
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国。他热衷于独自旅行，因为这不仅能迫使自己更多地更当地人接触，体
验千差万别的民风民俗，也能偶遇各行各业的背包客，接触不同的人和故事。他对北欧国家有
特殊的情感，最怀念在冰岛、挪威和芬兰旅行的经历。

特别鸣谢：部分照片来自 “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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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路

设计师：赵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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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Oxford 关于牛津

牛津的历史与牛津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
学，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二古老的大学。相比于剑桥大学引以为傲的科学成就，
牛津大学一直以它丰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而骄傲。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明
扼要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观光游览，但牛津的两个学生街区也是非常

牛津大学的建立确切时间不可追溯，因为

津老城城墙的西侧，整个街区沿着牛津运河

牛津大学并非由个人或机构于特定的时间

（Oxford Canal） 自 南 向 北 延 伸， 沿 河 景

创立。当时的“大学”只是一种教师和学生松

色静谧而动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弗洛伊德

散地聚集起来的现象，是逐渐发展而成的。

教堂咖啡以及凤凰电影院均坐落于此。考利

1167 年，亨利二世禁止英国学生前往巴黎

街（Cowley Road）是另一个主要的学生社

大学求学，于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数量有了显

区，这里最能体现牛津学生文化背景的多元。

著的增长。1209 年，牛津大学学生与镇民

这条活跃的街道布满了各国特色的超市和餐

发生冲突，一部分教师和学生逃到了牛津西

馆。你能在这里找到最经济实惠的各色东欧、

北部的剑桥镇，并建立了随后百年中牛津大

南欧、印度以及中餐馆。牛津唯一的独立、

学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剑桥大学。如今，

摇滚演出现场牛津 O2 学院（O2 Academy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人文、科学、工程领

Oxford）也坐落于此。

令人着迷的。杰里科（Jericho）坐落在牛

域研究仍然互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两校每
年在泰晤士河上的赛艇比赛也成为了两校一
年一度的荣誉之战。

能否给旅行者推荐一些能帮助更深入了
解当地的人文艺术资料？
如果你对牛津大学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可以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的
观察与感受？

阅读 Evans, G. R 撰写的《牛津大学：新历史》

牛津美不胜收的景色也许会让游客误以为牛

一书。此书从现代开始倒叙至中世纪、文艺

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是悠然惬意的，但

复兴时期的牛津大学，是了解牛津大学历史

事实却截然相反。因为英国的学制短，不管

的不错选择。关于牛津的文学和电影作品也

是三年的本科、一至两年的硕士还是三至五

可谓是数不胜数。早在 1400 年，英国第一

年的博士，课业和社交的双重压力可谓是难

位诗人乔叟在《坎特伯雷集》里便提到了牛

以想象，所以人们时常也会听说牛津学生的

津。晚至 20 世纪初，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

一些释放压力的疯狂举动。另外，英国人对

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也自称毕

于历史传统的拘泥在牛津这里也被展现得淋

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更为人熟知的作品

漓尽致，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学院仍然遵

还有《哈利·波特》、
《魔戒》、
《霍比特人》、
《精

循着各类琐碎的历史习俗。这些学院的学生

灵宝钻》、《爱丽丝梦游仙境》、《黄金罗盘》

也有意识地搭建上流社会的社交网络，这难

等等魔幻作品，但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

免让人觉得校园中仍然弥留了一种等级森严

诗人、小说家托马斯 • 哈代的小说《无名的

的贵族气质。

裘德》。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少年梦想

（University of Oxfrod: A New History）

进入大学，却最后被无情地拒之门外的故事。

除了大众热门景点，能否分享一些不为
人知，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景点或体验？

小说的创作素材完全取自于牛津大学，而今

大部分的游客只会选择在牛津的历史市中心

“无名的裘德”。

天牛津的杰里科街区也还有一家酒馆取名为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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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in Numbers 从数字看牛津

799
牛津大学学生数最多的学院
为圣凯瑟琳学院，本科研究
生共 799 人；学生数最少的
学院为万灵学院，研究生共
8人

100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有超过 100 个学院和院系图书馆分馆，
其藏书规模仅次于大英图书馆，藏书超过 1100 万册，为英国 6 家接受法定送存的图书馆之一

58
58 名诺贝尔得奖者曾在牛津
学习或任职，26 位英国首相
以 及 30 位 他 国 国 家 元 首 也
毕业于牛津

301,100

8
牛津使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比北京时间晚 8 个小时，夏时
制时晚 7 个小时，但基督堂学
院的钟声遵循地方时，比格林
威治标准时间晚 5 分钟

牛津英语词典是最权威的英语
词典。截止于 2005 年，词典
共收录主要词汇 301,100 个、
137,000 条读音、249,300 个
词源、577,000 个互相参照和
2,412,400 句例子

22,116
2014 年， 牛 津 学 生 人 数
共 22,116 人， 其 中 本 科 生
11,772 人，研究生 9,850 人

北京 & 牛津比一比（截至 7 月 7 日，汇率为 1 ￡=10.6711RMB）

85.4(8 £)
58.7(5.5 £)
16(1.5 £)

18
1

一次公交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26.7(2.5 £)

35
16(1.5 £)

5

一杯咖啡

一张电影票

3

瓶装可乐

牛津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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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一年四季的气候相对温和。但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多变的天气和较为明显的昼夜温差，建议常备雨具以
及必要的衣物。到牛津旅游的最佳季节可以说是春秋两季，这样既可以避开暑期夏令营的人流高峰期，校
园也不会因为寒暑假期而略显冷清。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春 3~6 月
春季可谓是旅游牛津的最佳季节，温度适中，晴好天气也特别常见。但是昼夜温差依然十分
明显，特别在日落之后还身着短衣短袖的游客一定会感觉到飕飕的凉意。

节庆活动
牛津五朔节 (Oxford May Morning)
5月1日

四座博物馆里，异常精彩的表演、游戏、讲座、
电影等等活动会对公众免费开放。每年阿什
莫林博物馆都有自己的主题，比如 2014 年
的主题是“中世纪的魔法”，而皮特·瑞文博物

五朔节是英国的传统节日，一说是庆祝春

馆每年则会给每位游客发放电筒，让他们在

季的万物复苏，另一说是春末祭祀“花果女

黑灯瞎火的博物馆里“探险”。

神”的日子。庆祝五朔节的习俗因地而异，
但牛津五朔节的庆祝仪式在英国是最为隆重
的。每年五月一日凌晨六点，人们会在莫德
琳塔聚集，等待莫德琳唱诗班吟唱赞美诗（
Hymnus Eucharisticus），随后人们会在牛
津的大街小巷跳起传统的英格兰莫里斯舞。
博物馆之夜 (Museum at Night)
5 月中旬
博物馆之夜最早起源于法国，原本是为了庆
祝国际博物馆日，让公众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博物馆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在牛津大学的

夏 7~8 月
牛津全年也许只有 7 至 8 月的夏季在不装空调的室内会稍显闷热，所以夏季一般是出门放风
的好时机。虽然牛津夏季的气温很少有超过 30 度的情况，但因为夏季长时间的日照，出门前
也得做好防晒工作。

节庆活动

背景的学生群体。可想而知，考利街狂欢节

考利街狂欢节（Cowley Road Carnival）

也是牛津最为隆重也是最为国际的狂欢节。

7 月初

每年的狂欢节游行上，你能看到代表了各个

考利街是牛津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接地气的学

国家文化特色的代表方队，同时还有免费的

生社区，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

现场音乐演出，各种各样的街头美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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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
秋季是新一学年的开始，牛津的秋季如同春季一般生机盎然。秋季天气清爽宜人，但早晚微凉，
仍需注意预备合适的加减衣物。

节庆活动
圣吉尔斯游园会（St. Giles’Fair） 9 月初
每年九月初的第一个周日，牛津的主干道之
一——圣吉尔斯大街会封路两天，筹办一年
一度的圣吉尔斯游园会。游园会起源于十七
世纪时圣徒圣吉尔斯信仰的复苏，后来逐渐
演变为如今游园会的形式。1930 年市政厅
接手圣吉尔斯游园会的筹办工作。如今的游
园会已经跟小型游乐园毫无差异，在这里你
能再次回味童年时期的旋转木马、海盗船和
碰碰车所带来的那份快乐。
入学典礼（Matriculation） 10 月中旬
入学典礼是牛津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景象之
一。在这一天，所有入学新生会穿上牛津特
有的学位服排队进入谢尔登剧院完成入学仪
式。因为谢尔登剧院容量有限，入学典礼会
以学院为单位重复几次。你能看到校长身穿
中世纪的长袍，手捧经文在校监陪同下进入
谢尔登剧院。
成功粉碎了 17 世纪一群天主教徒企图炸掉
篝火节之夜 (Bonfire Night) 11 月初

国会大厦的阴谋。当晚，牛津的南公园会有

篝火节之夜（又称焰火之夜或盖伊·福克斯之

盛大的烟火表演，人们还会同时烧掉搭建起

夜）是英国传统节日，最初是为了纪念人们

来的一个巨大木头人像。

冬 12~2 月
牛津的冬季并不算寒冷，甚至常年都不下雪。但阴雨天气在冬季比较常见，在冬季的清晨有
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雾霾天气，给牛津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节庆活动
圣 诞 夜 集 市（Christmas Light Festival）
12 月初
牛津的圣诞夜集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庆
典。庆典期间，圣吉尔斯大街上聚集各色的
商贩、美食、音乐表演和游园活动，热葡萄
酒 (mulled wine) 和 肉 馅 饼 (mince pie) 特
别值得推荐。谷物街上会有儿童自制的纸灯
笼游行，十分热闹。另外，各个博物馆也有
会特殊的庆祝活动，非常值得关注。
www.oxfordschristm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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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将近千万的游客到牛津观光旅游，如今的牛津已经成为英国的一座重要的旅游城市。牛津的住宿选
择也比较多：豪华的酒店一般都在市中心的历史城区，有的酒店还是改建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别
具风味。中档旅馆一般位于牛津的市郊，优雅静谧，距离市中心最多二十分钟步行距离。青年旅社大多集
中在火车站附近，经济实惠。当然，你也可以尝试预订牛津大学学院的住宿，体验牛津学生的生活。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老牧师住宅酒店（Old Parsonage Hotel）
奢华型 | 奢华与历史的重奏
自称牛津最好酒店的老牧师住宅酒店的确当之无愧。酒
店十七世纪的主体建筑以及圣吉尔斯大街上的花园庭院
让这座酒店的奢华气息更具牛津的历史沉淀感。酒店的
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自己的图书馆、会议室以及自
行车租借服务。
1 Banbury Rd, Oxford, OX2 6NN

Old Parsonage Hotel

乘 2 路、14 路、25 路等公交线路，在 Keble Road 站下车，
酒店在圣吉尔斯教堂北侧
单间 £270/ 天 起
www.oldparsonage-hotel.co.uk/

麦克唐纳德鲁道夫度假酒店（Macdonald Randolph
Hotel）
商务型 | 城市中心的酒店
麦克唐纳德的连锁酒店口碑一直不错，牛津的麦克唐纳·鲁
道夫度假酒店的地理位置更可谓是相当优越。它位于牛

Macdonald Randolph Hotel

津历史城区的正中心，阿什莫林博物馆正对面。酒店装
修奢华，并且还提供健身、洗浴等等服务。
Beaumont St,Oxford,OX1 2LN
牛津市中心公交站 Oxford City Centre, Magdalen Street 北
侧，阿什莫林博物馆对面
单间 £170/ 天 起
www.macdonaldhotels.co.uk/
Parklands

帕克兰旅店（Parklands）
精品型 | 优雅静谧的旅店

100 Banbury Rd, Oxford, OX2 6JU

坐落在牛津市中心北侧（约有 15 分钟步行的距离），帕

乘 2 路、14 路、25 路等公交线路，在 Margarets Road East

克兰旅店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小旅店。旅店建筑同样为维

站下车，向北的第二个路口，Linton 路入口处

多利亚晚期风格，有一个私人的花园庭院，内部装修显

单间 £80/ 天 起

得居家、安逸。

www.parklandsoxford.co.uk/

Qunar 骆驼书

|

05

Keble College

Keble College, Parks Road, Oxford, OX1 3PG
乘 2 路、14 路、25 路等公交线路，在 Keble Road 站下车，
沿 Keble Road 至 Parks Road
单间 £50/ 天 起
www.keble.ox.ac.uk/bed-breakfast

背包客中央旅社（Central Backpackers）
经济型 | 青年旅社的首选
牛津的青年旅社大多集中在火车站附近，背包客中央
旅社是其中的一家。旅社的地理位置优越，刚好位于
Central Backpackers

基布尔学院住宿（Keble College）
学院型 | 牛津学生的住宿
如果你想体验牛津学生的学院生活，学院住宿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牛津大学一年举办许多学术会议，各个学院
都对外提供食宿服务。每个学院的价格和政策不尽相同，

牛津火车站与市中心之间，十分便捷。旅社提供酒吧、
屋顶露台以及行李寄存和洗衣等等服务，是一个不错
的实惠选择。
13 Park End St, Oxford, OX1 1HH
公交站 Park End Street 西侧 20 米，可从火车站步行
床位 £20/ 天 起
www.centralbackpackers.co.uk/

详细情况见校方网站：www.conference-oxford.com/
bb-self-catering。基布尔学院独特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
筑群十分壮观，是学院住宿的大众选择。

搜索

更多详情请参考 http://d.qunar.com/LxVf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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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市内的主要景点都在步行的范围内。如果体力允许，步行会是最好的交通方式。牛津的公交票价并不
便宜，并且南北线路互不相通，一般需要在市中心换乘。如果几人同行，相比之下选择出租车出行可能会
更加划算。对于时间紧张的游客，观光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城际交通

津需要到伦敦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乘车，

1. 飞机到达

此外，牛津也有直达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城市的直达列

伦敦的两个主要机场都有直达牛津的机场大巴。希斯罗

车，详情请咨询英国火车查询网站。

机场（Heathrow Airport）到牛津的车程大约 90 分钟，
可在第 1、3 航站楼中央车站（Central Bus Station）
和 第 5 航 站 楼 的 到 达 大 厅 的 10 号 公 交 站 乘 车。 单 程
票 价 为 £23， 三 个 月 往 返 票 价 为 £29。 盖 特 威 克 机 场
（Gatwick Airport）到牛津的车程大约 2 个小时，在
南航站楼第 1、2 公交站，北航站楼第 4、5 公交站乘车。
单程票价为£28，三个月往返的票价为£37。具体时刻
表请查询机场大巴网站。
airline.oxfordbus.co.uk/

票价根据订票时间和高峰时间段浮动，建议提早购买。

www.nationalrail.co.uk/

3. 巴士到达
英国国内快线（National Express）运营多条直达牛津
的巴士快线，其中包括伯明翰、巴斯、伯恩茅斯、布里
斯托尔等重要城市，价格和时间表请参考官网。另外，
从伦敦到牛津的巴士车程大约 100 分钟，但相比火车更
为实惠。巴士 X90 和 Oxford Tube 两家公司都运营伦敦
至牛津的巴士线路，开通的班次多，适合计划灵活的出行。
两家巴士都可以在伦敦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和

2. 铁路到达
英国的火车系统其实远不如国内方便，不仅价格贵，速
度也不算快。不过搭乘火车还是能节省一些时间，宽敞
的车厢也相比长途大巴更为舒适。从伦敦搭乘火车到牛

维多利亚（Victoria）汽车站找到。
www.nationalexpress.com/
x90.oxfordbus.co.uk/
www.oxford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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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1. 市内公交
牛 津 市 区 内 主 要 有 两 个 公 交 运 营 商， 牛 津 汽 车 公
司（Oxford Bus Company） 和 长 途 汽 车 公 司
（Stagecoach）。主要的公交线路可查询两家公司官网，
单程票价£1~ £2 不等，可以购买往返、单日、单周等不
同规格的车票或公交卡。
city.oxfordbus.co.uk/
www.stagecoachbus.com/

2. 观光巴士
牛津当地的城市观光车（City Sightseeing Hop On
- Hop Off）对于行程紧张的游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观光巴士全程游览时间为一个小时左右，提供包括中
文在内的多语种语音导游。成人票价£14，儿童和学生
有优惠，可提前预定，查询官方网站获知路线和停靠
车站。
www.city-sightseeing.com/tours/united-kingdom/oxford.htm

租车，汽车站、市中心也会有排队等客的出租，但是价
格会比预约出租高出不少。
www.001taxis.com/

通讯
1. 手机网络
英国的几个主要的手机运营商分别是 Yodafone，O2，
EE 和 Lebra 等，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运营店铺和手机资
费套餐。Yodafone，O2 和 EE 三家运营公司在谷物街
（Cornmarket Street）上都有自己的店铺，可以到他们
的运营店铺办理。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人之间流行中国电
信的中国电话卡（CTExcelbiz），中国电信共享了 EE 公
司的移动网络，所以在网络覆盖和联网速度方面都十分
出色。如果在英国逗留的时间较长，可以考虑办理中国
电信一个月£11.9 的 3G 无线流量的月套餐，十分划算。
2. 邮寄服务
牛津的邮局并不好找，因为部分邮局往往设立在一些小
便利店中，并没有特别显眼的标志。除了市政厅对面的

3. 出租车

大邮局之外，牛津市中心还有两间小邮局分别是 Walton

牛津的出租车相对说来并不算贵，但是不同的出租公司

Street 邮 局（36 Walton St, Oxford, OX2 6AD) 和 St

的价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建议使用电话预定

Gile’s 邮局（17 Woodstock Rd, Oxford, OX2 6HA）。

或者手机软件（001 Taxis）叫车，只要告诉接线员出发

邮寄明信片可以在邮局购买邮票，贴好邮票后便可以在任

和到达的地址、邮编和出行的人数，出租便会在几分钟

意一个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的邮筒投递明信片啦。

到十几分钟之内赶到你的所在地。虽然街头也能拦下出

从英国邮寄至国外的邮票为统一价格，单张 88 便士。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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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Oxford 经典 • 牛津

吃货必尝 Top9 美味
“大家都说英国食物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就连英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一无是处，还经常抄袭别人。”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过这么一篇为英国食物辩护的文章，但几十年过去了，大家对于英国食物糟糕的
刻板印象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好在牛津如同伦敦一样，因为其人口的文化背景相当多元，你总能尝试到
世界各地的各类美食——中国、日本、中东、东南亚。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各具特色的小酒馆，绝对
是体验传统英国酒吧食物的最佳去处。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1

成都印象（My Sichuan Restaurant）

成都印象是牛津一家以川菜主打的中餐馆，位于牛津
公交枢纽站附近的 The Old School。餐馆有点菜和自
助火锅可供选择。川菜口味比较正宗，推荐重庆辣子鸡
（Chongqing style deep fried chicken cubes with
dry chili）、一品沸腾鱼（House speciality fish）、干
煸肥肠（Dry fired pig’s intestines）、夫妻肺片（Beef
and ox tripe in chili sauce）等经典菜式。自助火锅提
供不限量的牛羊肉卷、各类海鲜和蔬菜，最低需要 2 人
同行，每人£20。若有剩余菜品，需要缴纳£8 的外卖费。
另外，成都印象还提供 KTV 服务，可以作为餐后的娱乐
项目。
The Old School, Glocester Green, Oxford, OX1 2DA
每天 12:00~23:00，圣诞节当日除外
点菜人均£15，火锅自助人均£20
www.mysichuan.co.uk/

2

饭盒主义（Rice Box Restaurant）

饭盒主义是牛津考利街上的一家中餐馆，位于考利街
Tesco 超市东侧 20 米。这家餐馆充分地反映了考利街价
格平民化的特点。相比其他中餐馆，饭盒主义的价格更
便宜，但分量却更足。餐馆的店面装修简单朴素，墙上
挂有苏州园林和运河街景，大概这家小店跟苏州也有些
渊源。这家餐馆的菜品也非常丰富，推荐黑椒肥肠、鱼
香茄子煲、干锅鸡等菜品。另外，为了吸引回头客，饭
盒主义每次在顾客结账时会赠送几英镑的消费券。
178 Cowley Rd, Oxford OX4 1UE, United Kingdom
每天 12:00~00:00
套餐人均£6，点菜人均£10
riceboxrestauran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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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沙米黎巴嫩餐厅（Al-Shami）

阿尔沙米餐厅是英国伦敦地区外第一家黎巴嫩餐厅，位
于牛津杰里科街区的这家餐馆已经有 26 年的历史了。阿
尔沙米非常有特色，从黎巴嫩橄榄的开胃菜到餐后的土
耳其咖啡，从中东烤肉到地中海酸奶，这家餐馆充满了
异域情调。另外，这家餐馆与牛津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团体都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如果你钟情中东食物，或者
只是好奇，都可以来阿尔沙米餐厅体验一餐正宗的黎巴
嫩晚餐。
25 Walton Crescent, Oxford OX1 2JG, United Kingdom
点菜人均£15
每天 12:00~00:00
www.al-shami.co.uk/

Tips 小贴士
对于中国人来说，黎巴嫩餐厅很少能有机会接触到，可能黎巴嫩菜也不一定真的
符合你的中国胃。不过既然出来旅行，就来尝试一次与众不同的菜式，另外请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4

草坪酒馆（The Turf Taverns）

草坪酒馆是牛津口碑最好的一家酒馆之一。作为新学院
的学院酒馆，草坪酒馆位于叹息桥北侧的深巷之中。这
家酒馆有一个露天的庭院，特别适合在夏日的傍晚与好
友共饮一杯。你可以试试这家酒馆的同名招牌啤酒——
Turf Taverns。另外，这家酒馆恐怕是牛津学生庆祝他们
毕业考试最常去的一家酒馆之一。如果你在这里遇到穿
着学位服、戴着花环、一身彩纸屑的学生，你可以祝贺
他们完成了一场重要的考试。
4-5 Bath Pl, Oxford OX1 3SU, United Kingdom
啤酒£3.5/ 品脱，食物人均£10
每天 11:00~23:00，21:00 后停止食物供应
www.theturftavern.co.uk/

Tips 小贴士
英国虽有绅士之国的美称，但喝醉酒的英国绅士恐怕就不那么绅士了，出门在外，
遇到喝醉的英国人，还是小心为好。
由于英国人不太能猜到亚洲人的年龄，如果要饮酒，最好还是随身带上身份证件
为好，以防酒保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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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来西亚料理（Maken La）

这家东南亚的餐厅并不好找，它位于谷物街侧面的圣
迈 克 尔 的 街（St. Michael's Street）， 跟 另 一 家 名 为
Nosebag Restaurant 的英国餐馆共用一个店面，进门
时从左边的侧门进入，不要上楼。虽然这家餐馆的食物
和装修都有东南亚的风格，但顾客基本都是中国人，背
景音乐基本也都是华语流行歌曲。这里的炒面值得推
荐，特别是他的招牌 Maken La 特色炒面（Maken La
Special Noodels）里伴有虾仁、鱿鱼、甜辣鸡肉、生菜、
胡萝卜等配料，看上去非常诱人。简而言之，这里是享
用一顿便餐的好去处。
6-8 St Michael's St, City Centre, Oxford OX1 2DU
周一至周四，12:30~14:30& 17:30~22:30，
周五、周六 12:00~23:00，周日 12:00~21:30
套餐人均£8
www.makanlaoxford.co.uk/

6

国王武装酒馆（King’s Arms）

国 王 武 装 酒 馆 是 隶 属 于 瓦 德 汉 学 院（Wadham
College）的学院酒馆。虽然这家酒馆的食物不值得推荐，
但这并不影响游客在这里小坐，喝上一杯的雅致。国王
武装酒馆的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博德利图书馆新楼和大
名鼎鼎的叹息桥北侧。相比于市中心的其他几家主要的
小酒馆，这家酒馆每天的营业时间稍长，每天都营业至
午夜十二点。所以，如果你加入了英国人“酒吧爬行”（Pub
Crawl ）的活动，说不定能在这里见到其他酒馆下班过
后赶来的酒保呢。

7

40 Holywell St, Oxford OX1 3SP, United Kingdom
每天 10:30~12:00，食物供应 11:00~21:30
啤酒£3.5/ 品脱，食物人均£9.5
kingsarmsoxford.co.uk/

皇家橡树酒馆（The Royal Oak）

皇家橡树酒馆以它出色的酒吧食物和古朴的内部装潢
而闻名。这家酒馆坐落在伍德斯托克路（Woodstock
Road）圣安妮学院（St. Anne’s College）南侧，对面
便是牛津大学哲学系和人文研究中心的大楼。你应该在
这里试一试最为传统的英国食物炸鱼和薯条（Fish and
Chips）、香肠和土豆泥 (Sausages and mash) 以及家
常汉堡 (Handmade burgers)。
42-44 Woodstock Rd, Oxford OX2 6HT, United Kingdom
周一至周三，12:00~23:00；周四至周六 12:00~00:00；
周日 12:00~23:00
啤酒£3.5/ 品脱，食物人均£15
www.theroyaloakoxfor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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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枝豆（Edamame）

枝豆可以说是牛津最受欢迎的日本料理店了。它同时也
是牛津营业时间最为奇怪的餐馆，不仅一周两天关门，
剩下的几天营业的时间也没有规律，还会临时关门放假。
每当你经过霍利韦尔大街（Holywell Street），只要是
枝豆的营业时间，就一定会有一堆人站在新学院（New
College）的大门对面排队入座，甚至是下雨天也不例外。
这家餐馆只有大约十张左右的餐桌，并且店长会安排顾
客拼桌以保证每个座位都得到有效地利用。餐馆的午餐
和晚餐的菜单是不一样的，点餐的时候需要留意。除了
常规汤面、炒面和寿司非常不错之外，各类定食更是值
得一试。
15 Holywell St, Oxford OX1 3SA, United Kingdom
套餐人均£8，点菜£12
周一、二关门，周三 11:30~14:30，周四至周六 11:30~14:30，
17:00~20:00，周日 12:00~15:30
www.edamame.co.uk/

9

G&D 冰淇淋店
（G&D Ice Cream Cafe）

G&D 冰淇淋店是牛津本土的冰淇淋店，它创始于一位
名为 George Stroup 的牛津毕业生。现在，G&D 冰淇
淋在牛津市中心一共有三家店铺，分别有不一样的名字
—— George & Danver，George & Davis 和 George
& Delila。这几家冰淇淋店不仅有美味可口的冰淇淋，
还提供各类冰淇淋甜点、咖啡冰淇淋、蛋糕以及面包圈
等等。不管是甜筒还是纸杯，在店里点上两三种口味的
冰淇淋球，搭配各种配料，非常地道。这里要特别推荐
他们的香草口味咖啡冰淇淋。
55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Oxford OX1 2HS & 94 St Aldate's,
Oxford OX1 1BT & 104 Cowley Road, Oxford OX4 1JE
人均 £3.5
每天 8:00~00:00
www.gdc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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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村、商业街与小市场
Top4 牛津必逛
大概是因为这座大学城所特有的历史厚重感，一提到牛津，大多数人都不会联想到购物。但其实牛津也是
不少游客的购物天堂，从奢侈品购物村、大型商业街到露天小集市，应有尽有。牛津每年接待近千万人次
的游客，不少游客已然把购物计划塞进了他们在牛津旅游的紧张行程之中。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1

比斯特奢侈品村

说起牛津购物，则不得不提牛津市近郊的比斯特购物村
（Bicester Village）。 比 斯 特 吸 引 了 Prada、Gucci、
D&G 等众多欧美时尚奢侈品品牌来此开店，其时尚奢侈
品店数量已经超过百家，其折扣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甚至可以说有不少游客是专程赶去比斯特村购物，
顺带在牛津歇一歇。比斯特已经成为了游览英国的外国
游客购物的首选地。前往比斯特购物村可以在牛津市中
心的莫德林大街（Magdalen Street）乘坐 Stagecoach
大巴，或者在牛津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比斯特镇。
50 Pingle Dr, Bicester OX26 6WD
周一至周六，9am - 9pm；周日，10am - 7pm
www.bicestervillage.com/

Tips 小贴士
前往比斯特购物村请一定提前做好功课，并且留够至少半天的时间。建议提前在
比斯特购物村的官网上物色好心仪的礼物，购买的时候也请辨别清楚个别类似的
商品。因为一旦出现差错，从牛津往返比斯特毕竟浪费宝贵的旅行时间，一些商
店还不会提供退货服务。

2

西门商场

牛津市内也有几家大型商场，西门商业街（Westgate
Oxford）是其中的一家。虽然在这里你可能找不到名
牌的时尚店，但是一些精致的礼品店也值得一逛。不
管 是 在 Whittard of Chelsea 挑 选 一 盒 巧 克 力， 还 是
在 Evolution 挑选一件小礼物，或是在 Build-A-Bear
Workshop DIY 一只泰迪熊，西门商场都不该让你空手
而归。
Castle Street, Oxford OX1 1NZ
周一至周六（除周四），9:00~17:30；周四，9:00~20:00；
周日，11:00~17:00
westgateoxfor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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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顶篷市场

顶篷市场（The Covered Market）位于牛津市中心，修
建于 1774 年，在当年 11 月 1 日正式开放，至今已经有
240 多年的历史了。当年为了改善牛津市中心市场脏乱
差的环境，John Gwynn 设计了这个室内的顶篷市场。
顶篷市场的摊位大多是家庭私有的老店铺比如各种肉制
品或奶制品，有些甚至能追溯到 200 年前市场开业之时。
你能在这里找到咖啡、餐馆、花店、服装店、家具点、
宠物店等等商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参加毕业考试的
牛津学生会在这里买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扣在胸前。但租
金上涨也同样困扰着这座有历史的市场，虽经多次抗议，
但市场中依然有店铺关张，好在此事已经引起了关注，
大家也都想保留这座市场的历史。
The Market, Oxford OX1 3DZ
周一至周六，8:00~17:30；周日，10:00~16:00
www.oxford-coveredmarket.co.uk/

4

格洛斯特 • 格林市场

不 同 于 顶 篷 市 场， 格 洛 斯 特 • 格 林 市 场（Gloucester
Green Market）是每周两天的露天集市。这座集市有着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正处于全市公交车站的中心站。
而且附近还有一个大型的地下停车场。如今这里不光有
全市的公交车来往，还有长途大巴通往伦敦甚至剑桥。
每当集市期间，格洛斯特 • 格林广场就异常热闹。这里
贩卖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花卉、
家居用品、书籍、服装、箱包、蛋糕糖果、古董玩意等等。
有时候你还能在这里遇到街边小吃，特别是中国煎饺和
德国烤香肠。
Gloucester Green, Oxford OX1 2BN
周三、周四，9am - 4pm
www.oxford.gov.uk/PageRender/decLP/
GloucesterGreenMark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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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败

Top3 纪念品商店
挑选纪念品和伴手礼当然要有当地特色。牛津的
一些学院和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商店。如果你特别
喜欢参观的景点，可以在参观结束后直接在景点
纪念品店挑选纪念品。但这里还要介绍另外几家
特色的纪念品商店。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1

Alice’s Shop Oxford

牛津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是刘易斯·卡罗尔《爱
丽丝梦游仙境》的诞生地。在进入基督堂游客正门参观
之前，你一定不能错过这家关于《爱丽丝梦游仙境》
的主题商店。大约 150 多年前，爱丽丝·利德尔（Alice
Liddell）启发卡罗尔创作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
她本人也成为了这个故事中的原型。这家店的前生便是
爱丽丝·利德尔经常买糖果的地方，而现在你能在这里看
到各类“爱丽丝”主题的精美怀表、项链、购物袋、玩偶、
纸牌、文具等等。另外，这家店铺还提供“爱丽丝”主题
的导游项目。
83 St Aldates, Oxford OX1 1RA
九月至六月，每天 10:30~17:00；七月、八月，每天 9:30~18:30；
圣诞、元旦除外
www.aliceinwonderlandshop.co.uk/

在高街（High Street）上的牛津大学商店是一家官方授

3

权的纪念品店。作为官方商店，这家店可以说提供了种

要以大学纪念衫为主，也有各类大学纪念饰品、明信片

类最多的牛津大学纪念品，且制作精美。这家商店的建

等等。二楼提供了牛津各个学院的帽衫、T 恤衫、棒球帽、

筑已经有 700 多年，进入这家商店的地下层，你可以看

领带、胸章和水杯，是这家纪念品店的一大特色。如果

到中世纪残存下来的拱顶。

你觉得一件印在胸前牛津大学几个大字的文化衫过于招

2

University of Oxford Shop

106 High St, Oxford OX1 4BW
周一至周六，9:00~17:30；六月至八月的周日，11:00~16:00
www.oushop.com/our-high-street-shop

Varsity Shop

这家大学纪念品店位于宽街上，一共有两层楼。一楼主

摇显眼，不如挑选一件中意学院的纪念衫，体现你低调
奢华的品味。
13 Broad St, Oxford OX1 3AS
www.varsityshop.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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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牛津的完美一天

牛津的完美一日行千万不能错过两家必看的学院 —— 基督堂学院
和莫德林学院。博德利图书馆和阿什莫林博物馆也是不可错过的
重要景点。登上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俯瞰牛津“梦幻尖顶”的全景，
在大学公园等待日落，你也算浮光掠影地看过了牛津最美的风景。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四根蜡烛小酒馆在 George Street 南侧
公交站东 20 米处

8:30
四根蜡烛小酒馆—— 从一顿英式早餐开始
在英国旅行的完美一天当然要从一顿英式早餐开始。虽然大部分的酒店
和旅馆都会提供免费的早餐，基本大同小异。但是如果想要体验更加多
样的英式早餐，可以试试在 Wetherspoon 连锁酒馆 " 四根蜡烛 "（Four
Candles）吃一顿早餐。全套英式早餐（Large Breakfast）有煎鸡蛋、培
根、香肠、烤豆、薯饼、蘑菇、西红柿和烤面包片等等，但这里的早餐还
提供鸡蛋饼、水果粥、奶酪面包圈、水煮鸡蛋、英式松饼等多种选择。
51-53 George St, Oxford OX1 2BE
早餐供应，每天 8:00~12:00
早餐约 £5
www.jdwetherspoon.co.uk/home/pubs/the-four-candles

沿 着 George Street 继 续 向 东 步
行 约 200 米， 在 十 字 路 口 向 南
拐 入 Cornmarket Street ， 沿 着
Cornmarket Street 向南走到尽头，卡
尔法克斯塔便在大街的右侧

9:00
卡尔法克斯塔 —— 牛津的地理零坐标
卡 尔 法 克 斯 塔 (Carfax Tower) 位 于 四 条 道 路 交 汇 的 十 字 路 口， 南 面
是 St Aldate’s Street， 北 面 是 Cornmarket Street， 西 侧 是 Queen
Street，东侧是 High Street。英文名卡尔法克斯 (Carfax）起源于法语词
Carrefour，意味“十字路口”，所以卡尔法克斯塔一直被当做是牛津的城
市中心。塔楼从 1122 年到 1896 年一直被用作城市教堂，供市长做礼拜。
后来因为交通改造，教堂的主体部分被拆除。如果天气条件不错，时间又
较为充裕的话可以考虑登塔观光，但这里更建议在下一个景点圣母玛利亚
大学教堂登高远眺。
Queen St, Oxford OX1 1ET
周一至周五，9:00~17:00; 周六，9:00~16:30；周日，11:00~17:00
成人票价 £2.2，儿童票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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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路口进入东侧的主干道 High
Street， 沿 着 High Street 步 行 大 约
200 米处，北侧即是圣母玛利亚大学
教堂

9:30
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俯瞰“梦幻尖顶”
如果说卡尔法克斯塔现在是牛津城市的地理中心，那么圣母玛利亚大学教
堂（The 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几个世纪以来一直
是牛津大学的地理中心。更准确地说，早在 13 世纪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
成立之前，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一直被当做是牛津大学的行政中心，用以
召开大学会议、授予学位等。塔身的主体建筑建于公元 1280 年，塔顶的
装饰性雕塑大约完成于 1315 年至 1325 年。其后新建的学院也都围绕着
教堂依次排开，而今天的教堂依然承办大学各项重要的仪式。教堂东北侧
的老礼拜堂（Old Congregation House ）有两层楼，原本被用作大学
的第一间藏书室和议会厅。在清晨登上塔楼俯瞰大学，雄伟庄严的一座又
一座塔尖尽收眼底。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BJ
登塔成人票价 £4，学生票价 £3
七、八月，9:00~18:00；其他时间 9:00~17:00
www.university-church.ox.ac.uk/

沿着教堂东侧的 Catte Street 一直向北
走约 100 米，途径 Radcliffe Camera
来到博德利图书馆的大门

10:00
博德利图书馆——大学学术的心脏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其藏书规模仅次于大英图书
馆。图书馆分为五个主体建筑：神学院（Divinity School）、老四方院（Old
Schools Quadrangle）、 克 拉 伦 登 大 楼（Clarendon Building）、 瑞
德 克 里 夫 楼（Radcliffe Camera） 和 新 图 书 馆（The New Bodleian
Library）。15 世纪初，汉弗莱公爵捐赠给牛津大学大量手稿使得原先圣
母玛利亚大学教堂的藏书室过于拥挤，牛津大学决定在神学院建筑上修建
汉弗莱公爵图书馆（Duke Humfrey's Library），也就是老四方院。后来，
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为图书馆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图书馆
便以他的名字命名。瑞德克里夫楼（Camera 是拉丁语房间的意思）现为
阅读间，不对外开放。 克拉伦登大楼原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在地，现作
为图书馆行政办公地，而最北侧新图书馆自 2011 年起一直在改建装修。
Bodleian Library, Broad Street Oxford, OX1 3BG
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6:30；周日，11:00~17:00，
特殊安排请查询网站
免费，导游 £5 至£13，语音导游 £2.5
www.bodleian.ox.ac.uk/whatson/visit/

谢尔登剧院紧挨着博德利图书馆，参观
晚图书馆后从北侧门出便可找到谢尔登
剧院

11:00
叹息桥与谢尔登剧院——入学与学位授予仪式
在参观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前，你可以向东侧望去，便
看以看到大名鼎鼎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牛津的叹息桥原名赫
特福德桥（Hertford Bridge），因为跟威尼斯的叹息桥形似，同样被冠
以叹息桥的美名。谢尔登剧院是牛津大学举行入学仪式与学位授予仪式等
重大典礼的场所。此外，剧院也承办各类音乐会、歌剧等演出。剧院的巨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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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穹顶壁画完成于英王查理二世时期，非常壮观。
Broad St, Oxford OX1 3AZ
成人门票，£3.5；学生门票， £2.5
周一至周六，10:00~16:30；除七月、八月，10:30~16:00 以及 十二月至一月，
10:00~15:30
www.ox.ac.uk/subsite/sheldonian_theatre/sheldonian_theatre/visiting/index.html

11:30
进入 Broad Street 向西侧步行，直到
Turl Street 的路口向南转，特尔街厨房
就在路口处，三一学院正门口对面

特尔街厨房—— 一顿悠闲的英式午餐
特尔街厨房（Turl Street Kitchen）这家餐馆非常特别。餐馆的装修十
分居家，有一张张很有质感的木椅和木桌以及一墙的书。餐馆的菜单
每天都会有变化，主要还是英国传统的正餐，值得一试。虽然这是一家
2011 年才开张的新店，但餐馆的座位一直以来都非常紧张，所以建议
提前预定餐位。
16 Turl St, Oxford OX1 3DH
周日至周四，8:00~00:00；周五、周六，8:00~01:00
人均 £12
www.turlstreetkitchen.co.uk/

返 回 Broad Street 向 东 步 行 进 入
Holywell Street，再步行约 200 米左右
向南拐入 Longwall Street，沿着这条街
回到主干道 High Street 后继续东行便
来到了莫德林学院

13:00
莫德林学院—— 牛剑最美的学院之一
牛津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由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创建于 1458
年，曾经被评选为牛津剑桥最美的学院之一。它同时也培养了诸如奥斯卡 •
王尔德（Oscar Wilde）、约翰 • 贝杰曼（John Betjeman）和谢默斯 •
希尼（Seamus Heaney）等等文学巨匠。你要是有机会进入莫德林学院
参观，一定不要错过可以说是牛津最美的学院回廊（Cloister），回廊南
侧的礼拜堂（Chapel Hall）也值得一看，里面的彩窗玻璃、木雕和石雕
之精美，简直令人惊叹。然而最让其他学院羡慕的是莫德林学院主校区北
侧的鹿苑（Deer Park），这不仅是一大片空旷的绿地，你还能时常看到
觅食的鹿群。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OX1 4AU
成人票价 £5，学生票价 £4
十月至次年六月底，13:00~18:00 或 日落；六月底至九月底，12:00~19:00

莫德林桥码头就在莫德林桥西桥头桥
下北侧

www.magd.ox.ac.uk/discover-magdalen/visiting-magdalen/

13:30
莫德林桥码头—— 在牛津运河上撑船
如果你觉得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试试在莫德林桥码头（Magdalen Bridge
Boathouse）撑船。因为徐志摩的一首《再别康桥》，大部分人以为在剑
桥的康河上撑船才算是正宗，不过在牛津的运河上撑船也是一件惬意的事。
可能正是因为在国内名气不足，牛津的河道并不如康河那么拥挤。河道也
不算特别复杂，只要掌握了撑船技巧，午后的一个小时绝对足以看够运河
两岸的美景。当然，如果你觉得撑船太辛苦，想要在午后歇息一番，学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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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运河畔的老厨房（Old Kitchen Bar）是一个好去处。点上一杯咖啡，
你便能在河畔悠闲地欣赏来来往往的船只。
The Old Horse Ford,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AU
二月至十一月 9:30~21:00 或日落前一小时
回到 Carfax Tower 的十字路口进入南
面的 St Aldate’s Street，步行 200 米
左右，在音乐学院北侧的小巷左拐进
入基督堂学院的游客通道，找到北侧
的大门口购票进入参观

£20 船 / 小时，最多限 5 人
www.oxfordpunting.co.uk/

14:30
基督堂学院——哈利波特的魔法学堂
基督堂学院 (Christ Church）是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一个学院，同时这座
学院还是电影《哈利·波特》的外景拍摄地，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慕名
前来参观。基督堂学院主要有两个景点，大饭堂（Great Hall）以及大教
堂（Cathedral）。基督堂有建议的游览路线，只需要跟着它标示的箭头
走就可以参观完整个学院。首先大饭堂便是电影《哈利·波特》里霍格沃
茨学院大厅所复制的原型，而通向饭厅的楼梯也是电影中新生来到霍格沃
茨学院的楼梯。大教堂的尖顶及其对面的汤姆塔楼（Tom Tower）也是牛
津的地标建筑之一。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也正是在基督

Tips 小贴士
需要注意的是大饭堂和大教堂的开放时间不固定，会
因为午宴、婚礼、礼拜等活动关闭。如果你在购票

堂学院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爱丽丝漫游仙境》。
St Aldate's, Oxford OX1 1DP
食堂和教堂使用期间不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不一请提前查询网站

时不幸遇到了其中一个景点因为如上原因暂时关闭的

七、八月成人全票 £9，学生 £8；其他时间成人全票£7，学生£5.5

话，票价也会有相应的折扣。

www.chch.ox.ac.uk/visiting/

从 基 督 堂 学 院 后 门 出， 向 北 步 行 回
到 High Street 和 Carfax Tower
十 字 路 口， 向 北 约 200 米 后 进 入
Cornmarket Street，一直向北步行进
入 Magdalen Street 的，在拐角处找
到阿什莫林博物馆

15:30
阿什莫林博物馆——英国第一间博物馆
阿 什 莫 林 博 物 馆 的 全 称 为 阿 什 莫 林 艺 术 与 考 古 博 物 馆（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它是英国的第一间博物馆，也是世
界上最早的大学博物馆之一。创立于 1683 年，博物馆始自英国古文物家
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捐赠给牛津大学的第一批文物标本。
阿什莫林博物馆其重要藏品包括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拉斐尔画作、英国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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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处米诺斯文明馆藏、英国最重要的中国现当代艺术作品集。博物馆的
临时展区也经常有塞尚、高更、亨利·摩尔、弗兰西斯·培根等等西方大师
的画作展览，非常值得一看。博物馆同时也注重东西文化的交融，徐冰、
朱铭等人的作品也在阿什莫林办过专题展览。博物馆考古展区以人类文明
为线索，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到中国、日本，其丰富程
度令人眼花缭乱。
Beaumont St, Oxford OX1 2PH
周二至周日，10:00~17:00；周一以及除圣诞之外的节假日 10:00~17:00
免费参观，建议捐款
www.ashmolean.org/
进入 St. Gile’s Street，向北步行约 100
米找到老鹰与小孩酒馆

17:00
老鹰与小孩酒馆——酒馆晚餐
老鹰与小孩酒馆 (The Eagle and Child) 是牛津最著名的一家酒馆之一，
它还有一个绰号叫“Bird and Baby”。这座酒馆建立于 1650 年，得名于
德比伯爵徽章上的图案。在英国内战期间，这家酒馆被用作保皇党军队的
小剧院。但真正让这家酒馆名声显赫的是它和迹象文学社的紧密联系。J. R.
R. 托尔金和 C. S. 刘易斯经常在这家酒馆讨论创作，可以说他们在这些酒
桌之上的交谈深远地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动态。酒馆的墙
上挂着托尔金和刘易斯的照片，吧台背后的架子上也摆满了《魔戒》的电
影周边。你可以在这里点一杯他们的特色麦酒（Ales）和一份烤牛排，惬
意地享受一顿晚餐。
49 St Giles, Oxford OX1 3LU
周一至周四，11:00~23:00；周五、周六，11:00~00:00；周日，12:00~22:30
啤酒£3.5/ 品脱，食物人均 £12
www.nicholsonspubs.co.uk/theeagleandchildoxford/

沿着 St. Gile’s Street 继续向北步行，
直到 St. Gile’s Church 向右拐，进入
Keble Road， 大 学 公 园 便 在 Keble
Road 结束后的 Park Road 上

18:30
大学公园——日落小憩
大学公园 (University Parks) 占地 30 余公顷，位于牛津查韦尔河（Cherwell
River）西畔。1853 年，大学从默顿学院购买了这片土地，包括了现在的
理科院系、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皮特·瑞文博物馆的用地。据说大学公园会
在特定的节日庆典关闭公园，以提醒公众这座公园属于大学的私有财产。
不过后来为了使大学公园得到有效利用，这个规定并没有延续至今。在牛
津大学植物园的主管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的监管下，大学公
园引入了许多异域的植物品种。公园还承办了不少运动和娱乐活动，你不
仅能在这里遇到锻炼健身的学生，运气不错还能赶上马戏团、长跑节等活动。
Parks Road, Oxford OX1 3RF
7:45~ 日落后半小时之内
免费参观
www.parks.ox.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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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Don’t !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

Do 入乡随俗

Don’t 注意事项

公交车站候车

切勿占用自行车道

牛津的公交车站有大车站和小车站

牛津的主要道路都设有自行车道，

的区别。在如市中心等大公交车站，

自行车也是一大部分牛津学生出行

公交站牌上一般会有电子显示屏提

的主要交通工具。牛津的自行车道

醒你下一班进站的公交线路以及时

有时候合并到汽车道，有时候合并

间。但是在一些小的公交站并没有

到了人行道上。所以当人行道和自

类似的电子屏以供参考，并且如果

行车道合并时一定靠边行走，注意

没有下车乘客，公交司机也并不一

前后来往的自行车，切勿占用自行

定经停小站。所以，如果你在小公

车道以免发生危险。

交车站候车，一定要仔细看清楚驶
来的公交车。因为如果你不向公交

切勿擅自闯入私人区域

司机招手示意，他很可能就不停靠

牛津的部分学院在特定的时间是不

此站，直接开走了。

对外开放的，当然如果你恰好有朋
友在牛津念书，你可以让他带你去
绝大部分的学院。对外开放的学院

注意日常礼节
英国向来以绅士礼节著称，即使他

一般都有明确的路标，但请注意仍

们可能并不对你真心友好，表面上

有一部分的私人领域是不对外开放

也一定毕恭毕敬。留意日常礼节还

的，并且大部分学院的草坪是不能

是比较重要的。在学院教堂、礼堂

随便踩踏的。

和图书馆参观时，请轻声细语。不
管是问路、点餐、买票、上下车，

消费额为 £5 至£10，部分餐馆对刷

都别忘在临走时向对方道谢。

卡消费的顾客单独加收服务费。建
议在刷卡消费前询问清楚消费场所

注意撑船安全

的相关规定。

如果想要在牛津的运河上撑船一定
要留意安全事项。一般来说，不会

饮酒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游泳的游客是不允许撑船的，可以

英国的合法饮酒年龄是 18 岁，但是

坐船。码头附近的水域比较浅，但

如果酒保认为你年龄低于 23 岁，则

是越远离码头的河水越深，需要注

有权让你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一

意落水的危险。

般来说，中国的公民身份证是有效
的，但部分酒馆会要求你出示护照

注意刷卡消费的最低金额

或者驾驶证等有英文翻译的身份证

虽然大部分的餐馆和超市是接受刷

件。如果你有饮酒的需求，最好还

卡消费的，部分餐馆、咖啡馆也会

是带上至少一份有效的身份证件，

有最低消费限额。一般的最低刷卡

以免扫兴而归。
Qunar 骆驼书

|

21

E

xplore Oxford 探索 • 牛津

牛津地图

来源： www.visitoxfordandoxfordsh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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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重镇
牛津城

作为世界学术重镇的牛津大学吸引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牛津的四间大学博物馆——阿什莫林艺术考古博物馆、人类人种
学皮特·瑞文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历史博物馆——以及
大学植物园其藏品之丰富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也一定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大饱眼福，是学术之行不可错过的景
点。此外，了解牛津英语词典的故事，探访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布
莱克威尔书店，你的学术之行一定收获颇丰。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Cornmarket Street 与 Ship Street 交
汇路口南侧便是百特文治的店面

8:00
百特文治——便携英式早餐
百特文治（Pret A Manger）是英国最本土的食品店，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国际连锁的品牌，在英国、法国、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地区
都有连锁店。这家店以有机咖啡和天然美食为主打。你可以试试这里推出
的早餐卷，搭配上鸡蛋和英国培根。
26-27 Cornmarket Street, Oxford OX1 3EY
周一至周六，7:00~21:00；周日，8:00~21:00
早餐约£4
www.pret.com/

9:00
向北走到 Cornmarket Street 的尽头，
向右拐进入 Broad Street，布莱克威
尔书店就在三一学院正门口的右侧

布莱克威尔书店——“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性书店”
坐落在牛津宽街的布莱克威尔书店（Blackwell's Bookshop）向来就被称
作是“英国最好的书店”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性书店”。这家看似不起眼的
小书店内部却别有洞天，许多游客忽视了书店的巨大的地下层，其面积估
计有地面三层加起来那么多。地面层主要是旅游书籍、畅销书和童书，也
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楼上两层主要是文学类书籍、语言学习类书籍以及
按照学科分类的学术书籍。当然，在参观完布莱克威尔书店不要忘记参观
书店隔壁的布莱克威尔音乐商店，还有宽街斜对面的布莱克威尔艺术海报
商店。
51 Broad St, Oxford OX1 3BQ
周一，9:00~18:00；周二至周六，9:00~18:30；周日 11:00~17:00
bookshop.blackwell.co.uk/stores/oxford-boo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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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Cornmarket Street 的最北侧，
继 续 沿 着 这 条 路 向 北 进 入 St. Gile’s
Street， 在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的路口左拐，最后再向北进入 Walton
Street，步行约 100 米即是牛津大学
出版社

10:30
牛津大学出版社博物馆—— 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
牛津大学出版社博物馆（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seum）是牛津大
学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博物馆主要介绍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特别是
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历史。这里收藏了编纂牛津词典第一版时编写员所誊
写的索引卡片、牛津出版社的早期印刷机、牛津大学的校历档案等等。博
物馆近期正处于改建装修阶段，参观博物馆需要提前预约。这样参观时便
有一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为你讲解。你还可以要求参观出版社内牛津词典
部门的办公室、专用图书馆、参考书室、会议室等等，了解他们如何协同
完成这人类历史上人文学科领域最为浩大的学术工程。
Great Clarendon Street, Oxford OX2 6DP
周一至周五，10:00~16:00
免费参观，需要预约
fdslive.oup.com/www.oup.com/archives/5.html

沿着 Walton Street 继续向北步行，
步行 400 米左右在街道的西侧即是郑
餐馆

12:00
郑餐馆—— 郑和主题的亚洲餐馆
郑餐馆（Zheng Restaurant）是牛津杰里科街区里一家混合了东南亚风
味的中餐馆。餐馆以郑和的历史故事为主题，店面内的装修也有郑和以及
航海的元素。这里的菜品也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东
南亚口味到四川菜、 上海菜和粤菜，应有尽有。当然，在这里你可以试
一试他们的小笼包和灌汤包。
82 Walton St, Oxford OX2 6EA
套餐人均£10，点菜人均£17
周一至周五，12:00~14:30 & 17:30~23:00；周六，12:00~23:00；
周日 11:30~22:30
www.zhengoxford.co.uk/

回到 little Clarendon Street，穿过 St
Gile's Church 进入 Keble Street，在
Keble Street 的 尽 头 右 拐 进 入 Parks
Road，再沿着这条路向南走不到 100
米就能看到自然历史博物馆

13:30
自然历史博物馆——物种起源大辩论
1850 年，牛津大学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理
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相关院系还散落在各个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Mesuem of Natural History）的修建让牛津的自然学科的教师和学
生们有了专门的工作场所。这座新哥特风格的建筑深受艺术评论家约
翰·罗斯金 （John Ruskin） 的影响，拱廊的柱子上有从古至今的科学
家雕像。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动物、矿物标本，特
别是复原的大型恐龙化石，非常值得一看。博物馆门口还竖立了一块石
碑，记载了 1860 年托马斯·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在这里进行的关于物种进
化论的大辩论。
Parks Rd, Oxford OX1 3PW
每天 10:00~17:00
免费参观，建议捐款
www.oum.ox.ac.uk/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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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地面层东侧一角
落即是皮特·瑞文博物馆的入口

14:00
皮特 · 瑞文博物馆——人类历史的足迹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东侧就是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皮特·瑞
文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博物馆取名自其创建者奥古斯特·皮
特·瑞文（Augustus Pitt Rivers）。皮特·瑞文对人类学和人种学着迷，
他向牛津大学捐献了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希望牛津大学能够在人类学
方面的研究能取得进展。博物馆的馆藏依照不同的主题安放，从面具、
人偶、玩具、服饰到各类武器，它反映了皮特·瑞文的学术观点——即人
类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体现在其物质文化逐渐趋于更加
精致而完善。这狭小的空间里已经安放了超过 50 万件藏品，一定会让
你眼花缭乱。
South Parks Rd, Oxford OX1 3PP
周二至周日，10:00~16:30；周一，12:00~16:30
免费参观，建议捐款
www.prm.ox.ac.uk/

从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门口出来，沿着
Parks Road 向南走，在下一个路口进
入 South Parks Road，在转角处即是
罗德楼

14:30
罗德楼与罗德奖学金 —— 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
被称作“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的罗德奖学金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每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本科毕业生将角逐 80 个罗德奖学金的名额，获奖
者将获得三年在牛津大学全额的奖学金资助。罗德奖获奖者被称为“罗德
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著名领导人。罗德楼（Rhodes
House）则是专门为“罗德学者”提供的社交场所。虽然不对公众开放，但
罗德楼仍然承办一些商业会议、婚礼等等活动。如果希望参观罗德楼，请
提前联系。
South Parks Rd, Oxford OX1 3RG
不对外开放，参观需要预约
www.rhodeshouseoxf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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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Parks Road，继续往南走约 200
多米的路口右拐进入 Broad Street，
科学历史博物馆在谢尔登剧院右侧

15:00
科学历史博物馆——追溯科学精神
科学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主要收藏了从中
世纪到十八、九世纪的科学仪器，包括各类数学绘图测量仪器、天文观测
仪器、时间测量仪器、显微镜、相机等等。博物馆的建筑被称为老阿什莫
林楼（The Old Ashmolean），以区别于新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
上第一个为博物馆而专门修建的建筑。参观时不要错过爱因斯坦在牛津讲
学时曾经用过的黑板。
Broad St, Oxford OX1 3AZ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五 12:00~17:00；周六，10:00~17:00；周日，14:00~17:00
免费参观，建议捐款
www.mhs.ox.ac.uk/

回到 Parks Road 的路口，继续向南
走进入 Catte Street，万灵学院在这
条街道的左侧

15:30
万灵学院 —— 世界上最难的考试
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是牛津大学最为特殊的一个学院。与其他
学院不同，万灵学院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研究机构。每年万灵学院会邀请牛
津的本科毕业生参加一场考试，然后从所有的考生中选取两名学生进入学
院，成为学院的研究人员（Colllege Fellow）。所以这场考试也被称为世
界上最难的考试，成为万灵学院的一员也成为了在英国至高无上的荣誉。
万灵学院的大四方院（Great Quadrangles）和小教堂（Chapel）免费
对公众开放。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OX1 4AL
周一至周五 14:00~16:00
免费参观
www.all-souls.ox.ac.uk/

沿着 Catte Street 继续往南进入 High
Street，向东步行约 300 米找到牛津
大学植物园

16:00
牛津大学植物园——饱览珍奇植物
牛津大学植物园（Oxford Botanic Garden）是大学的一个研究部门，
同时也对公众开放。植物园分为花园部分（The Gardens）和温室部分
（The Glasshouses）。花园部分又分为主要用于研究的围墙花园 （Walled
Garden）和主要用作观赏植物的低地花园（Lower Garden）。温室部分
植物的生长环境经过了严格控制，模拟出了热带雨林、丛林、沙漠和山地
等等不同的气候环境。这些已经有 300 多年历史的温室收藏了超过 1200
多种不同的植物品种。
Rose Lane, Oxford OX1 4DU
五月至八月，9:00~18:00；其他时间请查询官网
成人票价 £4.50，学生票价 £3
www.botanic-garden.ox.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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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艺术
牛津城

牛津是一座艺术氛围浓厚的城市，不仅牛津大学有自己的艺术学
院 —— 罗斯金艺术学院，牛津当地也有十分活跃的艺术社区。牛
津还有两家将近百年的小电影院，而活跃的牛津戏剧社团也会在
小剧场、大剧院里为你献上最棒的演出。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George Street 牛 津 公 交 车 站
Gloucester Bus Station 南侧出口附近

10:00
老消防局艺术中心—— 公众慈善艺术中心
老消防局（Old Fire Station）是一个综合性的公众慈善艺术中心。坐落
在牛津乔治街 (George Street) 和格洛斯特·格林广场（Gloucester Green
Square）两侧，老消防局由小剧场、画廊、商店和咖啡组成。这里的运
营模式非常特别：首先作为慈善组织，它为无家可归的失业者提供艺术培
训的课程；然后作为公众艺术中心，它为牛津的普通民众提供出色的艺术
演出和展览；最后作为综合艺术中心，它还有一系列的艺术家扶持计划，
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演出和展览的宝贵场地。它商店里卖的也都是失业者
和受扶持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用于支持慈善事业。
40 George St, Oxford OX1 2AQ
周二至周六，10:00~17:00
免费参观，个别展览、演出票价和时间请提前查询官网
www.oldfirestation.org.uk/

沿 着 George Street 向 西 走， 经 过
Hythe Bridge Street 进 入 Oxpens
Road，拐进 Osney Lane 的路口，就
找到 OVADA 工作室了

11:00
OVADA——仓库里的艺术工作室
OVADA 是牛津的一家视觉艺术中心。它的特点在于整个艺术中心改建自
一家废弃的仓库，它也自称为仓库艺术学院。这里也有丰富多彩的各类现
代艺术的演出、展览，同时这里也是不少艺术家的工作作坊。与老消防局
不同的是，OVADA 自我的定位并非是面向大众的艺术。一直以来，这个
工作坊有着一种对高雅艺术和实验艺术的坚守。如果你在这里偶遇了一场
实验音乐的演出，说不定会成为一段一生难忘的经历。
14A Osney Ln, Oxford OX1 1NJ
个别展览、演出票价和时间请提前查询官网
www.ovad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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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OVADA 门 口 出 来 后 一 路 向 东，
依 次 经 过 Paradise Street, Castle
Street, Bonn Square 和 St Ebbes
Street， 牛 津 现 代 艺 术 画 廊 在 St
Ebbes Street 和 Pembroke Street 的

12:00
牛津现代艺术画廊——现代艺术的长廊
在牛津欣赏现代艺术的另一个不可错过的选择当然是牛津现代艺术画廊
（Modern Art Oxford）了。这家画廊成立于 1965 年，原名为牛津现代
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Oxford），但是 2002 年画
廊改名，去掉了名字里的“博物馆”以更加确切地反映画廊的实际功能。这
里主要侧重点还是视觉艺术，是牛津现代艺术的主要展出地。这里的咖啡
值得推荐，要是游览过后还有一些闲暇时间，可以在他们的咖啡店里点一
杯咖啡和一块巧克力饼干，不过价格略贵。
30 Pembroke St, Oxford OX1 1BP
周一闭馆；周二至周六，11:00~18:00；周日，12:00~17:00
免费参观，个别展览、演出票价和时间请提前查询官网
www.modernartoxford.org.uk/

故事博物馆在 Pembroke Street 上，
牛津现代艺术画廊东侧 30 米处

13:00
故事博物馆——1001 个童话故事
牛津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城市。同样坐落于基督堂学院的对面，故事博物馆
延续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童话氛围。故事博物馆（Oxford Story
Museum）很有野心地宣称牛津的故事博物馆将会成为世界故事艺术的中
心。这里有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活动，涉及各类童话和故事。博物馆还
有一个 1001 故事的项目，旨在收集和录制 1001 个不同的童话故事，用
想象丰富人们的生活。
Rochester House, 42 Pembroke St, Oxford OX1 1BP
周一闭馆；周二、周三、周六，10:00~17:00；周四、周五 10:00~19:00；
周日，11:00~17:00
个别展览、演出票价和时间请提前查询官网
www.storymuseum.org.uk/

Qunar 骆驼书

|

28

向东步行进入 St. Aldate’s Street, 一
直 向 北 侧 步 行， 经 过 Cornmarket
Street 和 St Gile’s Street 进入 Little
Clarendon Street，全程大约 800 米

13:30
Café Rouge—— 法式餐馆午餐
许多人认为法餐本身就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Café Rouge 作为一家连
锁的法餐厅便是一天艺术之行的理想选择。坐落在圣吉尔斯教堂对面的克
拉伦登小街（Little Clarendon Street），Café Rouge 是进入杰里科的
必经之路。如果你赶时间可以点一份牛排的主菜，填饱肚子为下午的游览
做好准备。但如果你的时间充裕，也不妨慢慢享用三道菜的一顿法餐。
11 Little Clarendon St, Oxford OX1 2HP
周一至周六，9:00~23:00；周日，9:30~22:30
点菜人均£15
www.caferouge.co.uk/french-restaurant/oxford

从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进 入
Walton Street，向北步行约 300 米

14:30
凤凰电影院 —— 一个世纪的电影院
杰里科的凤凰电影院（Phoenix Picturehouse）和考利街的终极电影剧
院（Ultimate Picture Palace）是牛津两大百年电影院。凤凰电影院并非
是普通的电影院线，它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一家独立电影院。这家电影院
只有两个放映厅，但开场前这狭窄的售票厅总是挤满了人。它不仅放映最
近上映的影片，也放映经典老电影和一些独立艺术电影。你可以在这里买
一张电影票，体验这座百年电影院特有的风味。
57 Walton St, Oxford OX2 6AE
电话售票时间，9:30~20:30
成人票价£9，学生票价£7
www.picturehouses.co.uk/cinema/Phoenix_Picturehouse/

回到 St Gile’s Street 的最南端，向西
侧 进 入 Beaumont Street， 大 约 50
米左右找到牛津剧场

17:30
牛津剧场 —— 格洛斯特街上的小剧场
牛津剧场（Oxford Playhouse）是牛津主要的戏剧演出场所，建立于
1934 年。牛津剧场在格洛斯特街（Gloucester Street）还有一个伯顿泰
勒小剧场（Burton Taylor Studio），只能容纳 50 人。剧场跟牛津大学
戏剧社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历史上，牛津剧场也曾上演过许多著名的戏剧，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是 1966 年牛津戏剧社邀请电影明星理查德·伯顿和伊
丽莎白·泰勒同台演出的《浮士德》。
11-12 Beaumont Street, Oxford OX1 2LW
演出活动票价和时间请参见官网
www.oxfordplayhouse.com/

从 Cornmarket Street 的 北 端 进 入
George Street， 步 行 不 到 100 米 找
到牛津新剧院

17:30
牛津新剧院 —— 乔治街上的大剧院
如果你更钟情大型的舞蹈演出、音乐会、歌剧，那么牛津新剧院（Oxford
New Theatre） 则 是 你 应 该 拜 访 的 地 方。 坐 落 在 乔 治 街（George
Street），新剧院能够同时容纳 1800 人观看演出。大约 170 年前，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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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十字路口有了第一家剧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上世纪 60 年代
当电视媒体逐渐抢占了传统戏剧的风头时，有人曾经建议把剧院缩减至两
个小剧院。但是这个提议被市政厅否决，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有幸得以体验
这座大剧院的辉煌气派。
George Street, City Centre, Oxford OX1 2AG
演出活动票价和时间请参见官网
www.newtheatreoxford.org.uk/

回 到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餐 馆
在午餐 Café Rouge 旁

20:00
Al-Andalus Tapas Bar——西班牙餐馆用餐
Al-Andalus Tapas Bar 是牛津唯一一家正宗的西班牙小吃餐馆。同样位
于克拉伦登小街（Little Clarendon Street），这家餐馆吸引了不少顾客
专门前来就餐。除了各类西班牙小吃（Tapas） 和海鲜饭（Paella）是必
点的菜品之外，不要忘了要一杯红酒犒劳一下自己，缓解一天的疲惫。傍
晚在这里就餐还能遇到热情的西班牙女郎穿梭于餐桌之间，伴着音乐跳起
弗拉门戈舞蹈，整个餐馆的气氛将会异常活跃。
10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Oxford OX1 2HP
人均£20
周一至周四，12:00~15:00，17:00~ 晚上；周五至周日，12:00~ 晚上
www.tapasoxford.com/

从 Little Clarendon Street 回 到
Walton Street，向北步行约 100 米，
牛津大学出版社对面

21:00
弗洛伊德咖啡酒吧 —— 大教堂改造的咖啡馆
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家咖啡馆跟牛津弗洛伊德咖啡（Freud）一样了。这家
酒吧咖啡由杰里科的圣保罗大教堂改造而成，有壮观的大理石石柱、巨大
的穹顶和彩窗玻璃。这里的鸡尾酒在牛津也是小有名气，不仅种类繁多，
对学生还有特殊的优惠。因为咖啡馆特殊的环境，这里还经常承办由学生
自己组织筹备的艺术展览。说不定当你在这里坐下享用一杯咖啡时，身旁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就是牛津大学罗斯金艺术学院学生的装置艺术。
119 Walton St, Oxford OX2 6AH
周一至周四，16:30~ 晚上；周五，16:30~02:00；周六，11:00~02:00；
周日，12:00~00:00
freud.eu/cafe-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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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宗教
牛津城

牛津可谓见证了英国近千年的历史起伏。牛津既是英国内战期间
保皇党的大本营，又是倡导英国国教和天主教合流的牛津运动的
发源地。数十上百间的教堂和城堡在牛津散布开来，教堂的钟声
响彻牛津的上空。无论是诺曼征服时期的牛津城堡，还是中世纪
的宗教审判地——圣母玛利亚教堂，透过历史的罅隙窥探这一砖
一瓦，都是一场文化的洗礼。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St Gile’s Street 西侧，圣约翰学院
对面

9:00
格林咖啡——圣吉尔斯街的咖啡馆
格林咖啡（Greens Cafe）位于牛津圣吉尔斯大街，在老鹰与小孩酒馆旁。
格林咖啡整天都提供早餐服务，不仅包括传统英式早餐，还有各类法式长
面包三明治、烤面包圈、煎鸡蛋、牛奶什锦早餐、鸡蛋饼等等。格林咖啡
的阁楼值得小坐一会儿，木质的地板和石墙极具历史感，甚至有些倾斜感。
墙上挂满了小幅的油画，有些还标注了售价，非常温馨。
50 St Giles, Oxford OX1 3LU
早餐约 £3 至£5，咖啡 £2/ 杯
周一至周六，7:30~19:00；周日，8:00~18:30
www.greenscafe.co.uk/

向南步行，直到 St Gile’s Street 的最
南端

10:00
殉道纪念塔 —— 中世纪的宗教审判
殉道纪念塔（Martyrs’Memorial) 位于牛津市中心，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外。殉道塔是为了纪念 16 世纪“牛津殉道者”而修建的，完成
于 1838 年。这座维多利亚时期哥特风格的殉道塔上的三位人像分别是
Thomas Cranmer, Hugh Latimer 和 Nicholas Ridley。三人在圣母玛
利亚教堂接受了中世纪宗教审判，并被宣判为异教徒 , 在殉道塔附近的
Broad Street 上接受了火刑。贝利奥尔学院南侧 Broad Street 的路中间
还保留着一个大理石标记的十字叉，记载了他们当年被烧死的地方。
Martyrs Memorial,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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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 St Gile’s Street 往回走，直到最
北端的 St Gile’s Church

10:30
圣吉尔斯教堂—— 战争纪念碑
圣吉尔斯教堂（St Giles’ Church）位于圣吉尔斯大街的最北侧，班伯里
路（Banbury Road）和伍德斯托克路（Woodstock Road）的交汇处。
圣吉尔斯是流浪者的圣徒，而教堂最初修建在牛津城外北面的郊区，亦有
扶贫救困之意。教堂隶属于英国国教，每周日都有圣餐仪式，每天的晚祷
仪式也有唱诗班的协助。如果你在周末造访牛津，可以去圣吉尔斯教堂体
验这类宗教仪式。教堂南侧是教区墓地和牛津主要的战争纪念碑。尤其在
每年的 11 月，人们都会佩戴上血红的虞美人花纪念在战争中丧生的战士，
纪念碑下也会摆满人们悼念的鲜花。
10 Woodstock Rd, Oxford OX2 6HA
周日，圣餐仪式 8:00，第五个周日的晨祷（唱诗班） 10:30，晚祷（唱诗班）
18:30；周一至周六，晚祷 17:30；周三，圣体仪式，12:30
www.st-giles-church.org/

沿 着 St Gile’s Street 一 直 往 南 走，
在路的西侧找到 Pusey Street 和 St
Gile’s Street 的交汇处

11:30
皮塞礼堂——英国国教与牛津运动
皮 塞 礼 堂（Pusey House） 紧 靠 牛 津 大 学 圣 十 字 学 院（St. Cross
College），但它并不是牛津大学的一部分。 礼堂修建于 1884 年，以
纪念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中的领袖人物——牛津大学教授
Edward Bouverie Pusey。礼堂包括小教堂、图书馆以及餐厅，装饰极其
华美。礼堂定期开放全天的宗教仪式活动，包括午餐（如果人数较少，需
要自带午餐）、游览和讲座项目，需要提前预约。
St Giles’ Oxford OX1 3LU
需要续约，费用自理
周六，弥撒仪式 11:30；午餐 12:15 ；游览教堂、图书馆和档案室，13:00；
讲座或自由时间，14:00
www.puseyhouse.org.uk/

从 St Gile’s Street 向 南 进 入
Cornmarket Street，圣迈克尔教堂在
Cornmarket Street 和 Ship Street 的
交汇处

13:30
北城门的圣迈克尔教堂—— 牛津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
谷物街（Cornmarket Street）上的这座醒目的高塔名为撒克逊塔（Saxon
Tower）， 隶 属 于 北 城 门 的 圣 迈 克 尔 教 堂（St Michael at the North
Gate）。撒克逊塔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风格，修建于 1000 年至
1050 年之间，是牛津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教堂还拥有英国最早的一批
彩窗玻璃，值得一看。三位“牛津殉道者”曾被关押在这里的监狱中，不过
监狱已经不复存在。英王查理一世和卫理公会（Methodism）的创始者
约翰·卫斯理经常拜访这座教堂，艺术家威廉 • 莫里斯也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教堂现在是牛津的城市教堂，经常举办古典音乐会等活动。
Cornmarket Street, Oxford OX1 3EY
登塔额外收费
夏季每天，10:30~17:00；冬季每天 10:30~16:00；圣诞除外
www.smng.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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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ornmarket Street 北侧进入 Broad
Street，一直向东步行约 300 多米找到
在 Holywell Street 上的新学院

14:30
新学院 (New College)——最完整的中世纪学院
牛津大学新学院其实是牛津历史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因为学院的全名跟
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重复，所以被称为新学院。新学院也是牛津
学院之中最美的学院之一，学院的小教堂（Chapel）、回廊（Cloister）、
花园（Garden）以及城墙（City Wall）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中世纪时期。
特别是新学院的城墙，其历史比学院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另外，不要错
过学院的回廊，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便取景于此。
Holywell St, Oxford OX1 3BN
夏季人称票价£3，学生票价 £2；冬季免费参观
夏季（三月至十月初），11:00~17:00，16:45 停止售票；冬季，14:00~16:00
www.new.ox.ac.uk/

回到 Cornmarket Street，一直向南
步行 200 米，卡尔法克斯塔对面

15:30
牛津城市博物馆 —— 城市历史概览
牛津城市博物馆（Museum of Oxford）在牛津市政厅内。这个博物馆非
常小，只有两个房间那么大。博物馆展示了牛津城市的发展历史，展厅的
抽屉里面记载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更为详细的信息。相比于博物馆，市政厅
的建筑仿佛更有意思。市政厅不时也外租举办各类活动，比如艺术品交易
会、中国学生会每年春节举办的牛津春晚、甚至还有人在这里举办私人生
日宴会。如果你时间紧张，或者对城市历史不感兴趣，建议跳过这个景点，
提早到牛津城堡游览一番。
St Aldate's, Oxford OX1 1BX
免费参观
周一至周五，10:00~17:00
www.oxford.gov.uk/museumof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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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法克斯塔十字路口向西侧进入
Queen Street， 在 下 一 个 路 口 进 入
New Road，步行约 100 米到达牛津
城堡

16:00
牛津城堡 —— 英国内战与中世纪监狱
牛津城堡（Oxford Castle）位于牛津老城区的西侧，始建于诺曼征服时
期。
当诺曼人征服者威廉把牛津郡的大部分土地赏赐给 Robert D'Oyly 时，
D’Oyly 便修建了这座城堡以巩固对牛津城市的控制。英国内战时，牛津
成为了国王查理一世的据守之地，而牛津城堡也成为了保皇党军队的大本
营。英国内战之后，这座城堡被用作私人监狱。参加解密牛津城堡（Oxford
Castle Unlock），你可以参观壮观的地窖和塔楼，了解更多发生在这座
城堡里的故事。
44-46 Oxford Castle, Oxford, OX1 1AY
每天第一场 10:00，最后一场 16:20
成人，£8.45；学生，£7.15；现场票价：成人，£9.95；学生，£8.45；
www.oxfordcastleunlocked.co.uk/

沿着 New Road 向西步行，在下一个
路 口 拐 入 Worcester Street 再 进 入
Hythe Bridge Street，跨过运河上的
小桥就能找到烧酒中餐馆

18:00
烧酒中餐馆—— 火车站附近的上海菜
烧酒（Sojo）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上海菜中餐馆。靠近火车站的地理位置给
烧酒带来了不少顾客。如果没有预定桌位，你很有可能被告知当晚已经满
座。餐馆的装修比较精致体面，价格在同等级的餐馆里也算很公道。虽说
自称是上海菜餐馆，你也能在菜单里找到其他菜系的美食，种类繁多。烧
酒的服务员风趣幽默，他们熟记菜谱的能力也会让你刮目相看。
6-9 Hythe Bridge St, Oxford OX1 2EW, United Kingdom
点菜人均£15
周一至周六 12:00~23:00，周日 12:00~22:00
www.sojooxford.co.uk/

原路返回牛津城堡

19:00
牛津城堡剧院——夏日的露天剧场
晚饭后回到牛津城堡，城堡的露天庭院已经变为一个露天舞台。每年夏天，
这里都会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或
是随意挑一部莎翁的戏剧为一天画上完美的句号。建议提早半个小时来到
城堡，在城堡咖啡 Cafe 1071 买一份冰淇淋。在仲夏的黄昏让自己置身
于近千年的古堡与历史的迷梦之中。
44-46 Oxford Castle, Oxford, OX1 1AY
成人票价，£22.5；学生票价，£17.5
每天 19:30
www.oxfordcastleunlocked.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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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的牛津城

魔戒迷的朝圣旅

无论你是不是《魔戒》迷，你都不应该忽视作家托尔金对牛津这
座城市的巨大影响。托尔金在牛津求学、任教的时间超过三十多年，
这座城市散落着他的足迹 —— 他的故居、他的墓地、他的学院以
及他最爱的酒馆。追寻着他的足迹，倾听他的故事，你还能发现
曾经在牛津这座城市里聚集的其他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Manchild

在市中心 Magdalen Street 车站乘公
交车至 Five Mile Drive 车站，下车后
向北步行 50 米到达沃尔佛考特公墓

10:00
沃尔佛考特公墓 —— 夏镇的托尔金墓地
沃尔佛考特公墓（Wolvercote Cemetery）原本是用于埋葬不隶属于牛
津教区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后来有不少俄罗斯、波兰以及东欧其他的民
族也埋葬于此。这里埋葬了与牛津大学有密切联系的知名人物，除了托尔
金和他的妻子外，还包括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牛津英语词典》主
编詹姆斯·穆雷和英国著名法理学家 H·L·A·哈特。公墓一共埋葬了 1 万 5
千多人，中间有一间小教堂。公墓东侧的入口处便有指示牌，指向托尔金
的墓碑。
Banbury Rd Oxford OX2 8EE
免费参观
夏季：周一至周五，7:00~20:00，周末，8:00~20:00；
冬季：周一至周五，7:30~18:00，周末，8:00~18:00

在 Five Mile Drive 车 站 乘 公 交 至
Linton Road 站 下 车， 进 入 Linton
Road。 在 第 一 个 路 口 左 拐 进 入
Northmoor Road，步行约 100 米到
达托尔金故居

10:30
托尔金故居——《霍比特人》的诞生地
1930 年至 1947 年，托尔金在 Northmoor Road 的这处住所里呆了
整整二十一年。这也是托尔金在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任教的时期，
同 时 也 是 他 完 成《 霍 比 特 人》 与《 魔 戒》 前 两 部 手 稿 的 时 期。 如 今
Northmoor Road 所在的街区如同 80 多年前一样，安详静谧。你能在
大街对面，隔着篱笆墙看到牛津名人故居委员会在这所住宅的墙上固定
的一块蓝色门牌。
20 Northmoor Rd Oxford, Oxfordshire OX2 6UR
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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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ton Road 乘 车 回 到 市 中 心
Magdalen Street 车站，向南一直步
行 500 米，经 Cornmarket Street 和
St Aldate’s Street 到 达 Pembroke
Square

14:00
彭布罗克学院——托尔金教授时代
1925 年，托尔金返回牛津大学任教。他在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找到了一份教职，被聘请为罗林森和博斯沃思盎格鲁——撒克
逊教授。托尔金在彭布罗克学院任职整整二十一年，同时也为他写作《霍
比特人》与《魔戒》的时期。这所学院还培养了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
学院至今还保存着塞缪尔·约翰逊的书桌。遗憾的是彭布罗克学院一般不
对外开放，参观需要预约或是牛津校友的邀请。
Pembroke Square, Oxford OX1 1DW
不对外开放，需要预约校友
www.pmb.ox.ac.uk/

从 彭 布 罗 克 学 院 回 到 St Aldate’s
Street，在牛津市政厅的路口向右拐经
过 Blue Boar Ln, Bear Ln, Oriel Square
和 Merton Street 到达默顿学院

15:00
默顿学院 —— 托尔金晚年时代
1945 年，托尔金从彭布罗克学院搬到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并
在这里作为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继续工作了 15 年。作为牛津历史最为悠久、
声望极高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给托尔金提供了极好的工作条件。托尔金
把家搬到了市中心的高街，住进了学院所提供的房子。默顿学院还是英国
诗人 T.S. 艾略特的母校。默顿学院的图书馆可以说是牛津学院图书馆里最
壮观的一间，绝对值得一看。但如果你需要图书馆导游，需要提前预约，
时间为下午两点至三点。
Merton St, Oxford OX1 4JD
成人票价£3，学院以及中世纪图书馆导游 £5 （只限夏季）
周一至周五，14:00~17:00 或 日落；周末，10:00~17:00 或 日落
www.merton.ox.ac.uk/

从 默 顿 学 院 正 门 出， 沿 着 Merton
Street 向 东， 在 Logic Ln 左 拐 进 入
High Street，沿着 High Street 向西
步行，在 Turl Street 向北拐，步行约
100 米到达埃克塞特学院

16:00
埃克塞特学院——托尔金学生时代
托尔金在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度过了他在牛津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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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塞特学院虽然是牛津第四古老的学院，却一直是一所小学院。托尔金
可以说是埃克塞特学院最知名的毕业生。这所学院还是 2007 年电影《黄
金罗盘》的拍摄地。埃克塞特学院的小教堂特别值得一看。学院在每周二
上午还有常规的管风琴表演，免票参观。
Turl St, Oxford OX1 3DP
免费参观
每天 14:00~17:00
www.exeter.ox.ac.uk/

从 埃 克 塞 特 学 院 正 门 出， 向 北 进
入 Broad Street， 然 后 向 北 拐 经
Magdalen Street 进入 St Gile’s Street,
步行约 100 米到达羊羔与旗酒吧

17:30
羊羔与旗酒吧 —— 托尔金与刘易斯的友谊
位于圣吉尔斯大街 (St Gile’s Street) 老鹰与小孩酒馆的正对面，羊羔与旗
酒馆（Lamb & Flag）也是托尔金与刘易斯经常光顾的酒馆。这所酒馆现
在隶属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其盈利将作为学院
博士生的奖学金。酒馆的名字取自《圣经》中对耶稣“上帝的羊羔”的描述，
在《启示录》里一只羊羔举着一面十字旗。这同时也是施洗者圣约翰的象
征物，也恰好是圣约翰学院的象征物。另外，据说托马斯·哈代也是在这
家酒馆里创作了小说《无名的裘德》。
12 St Giles', Oxford OX1 3JS
每天 12:00~23:00
啤酒£3.5/ 品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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