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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克一年到头会举办数不胜数的
精彩活动。
许多活动都在镇中心的市场举办，此外每周
一次的集市和每月一次的农民集市上也会举
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镇上的社团每年都会在
阿尼克组织一系列的免费活动。

2月

11 月

28 日：星期二传统忏
悔节足球赛

4 日：阿尼克烟火表演

4月

17 日：圣诞灯点亮仪
式 暨诺森伯兰精品展

8 日：春季花卉展

18 日：圣诞灯游行

6月
24 日和 25 日：
北部风味美食节

12 月
2 日 和 3 日：
圣诞美食和工艺品节

7 月/8 月
7 月 29 日 - 8 月 5
日：阿尼克国际音乐节

9月
15 日、16 日 和
17 日：
阿尼克啤酒节
16 日 和 17 日：
阿尼克美食节

主要旅游景点也会
举办各种主题活
动，具体日期和详
细信息可在各景点
官网查看。

游客信息中心
阿尼克游客信息中心位于市场中心，这里可
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帮助游客尽享在镇上
及周边地区旅游的乐趣。我们的
开放时间
工作人员态度友好，热情周到，
复活节至十月份:
随时准备为游客推荐最佳去处、
每天开放
特色景点和便捷的交通方式。我
十一月份至
们也准备了各种指南、当地活动
复活节:
信息和地图，并可为游客提供本 周一到周六开放
地和全英国的住宿预订服务。
visitnorthumberland.com/alnwick

有用的出版物
阿尼克小镇徒步 Alnwick Town Trail
内阿尼克遗址徒步指南和地图，游客信息
中心有售（售价 1 英镑）。
阿尼克的传奇基督教遗产
（Alnwick’s Inspired
Christian Heritage）
该传单和指南介绍阿尼克和诺森兰近千
年来的宗教遗产，游客可从 sites.google.
co m / s i te / i n s p i re d a l n w i c k /
home 免费下载
讲述阿尼克和该地区的事
Telling the Story of Alnwick & District）
巴里福盖特博物馆出版的阿尼克图说历
史书，巴里福盖特博物馆和游客信息中
心有售（售价 5.99 英镑）。

有用的网站
以下网站有助于更好地规划旅游行程：
visitalnwick.org.uk

阿尼克旅游协会网站。从此网站可了
解有关住宿和该地区的信息。
alnwick-tc.gov.uk

阿尼克镇议会网站。网站
内容包括有关停车和各类
活动的信息。
阿尼克镇议会出版。地址：The Centre, 27 Fenkle Street,
Alnwick, Northumberland NE66 1HW；电话: 01665 602574。

HARRY HOTSPUR STATUE

NARROWGATE

MALCOLM’S CROSS
BAILIFFGATE MUSEUM

从农耕到要塞时代，阿尼克的历史动荡
现在的阿尼克十分安宁，惟有
又迷人。
古老的街道和镇上的巴里福盖
特博物馆 Bailiffgate Museum
阿尼克曾经只是一个 “ 河边村落 ” ，诺
在静静地诉说着过往那段纷扰
曼人征服英国后被给予德韦西男爵 Baron
的历史。
de Vesci 后来又被珀西 Percy 家族
收购。珀西家族修建并扩大了阿尼
在城镇的一端，有一座建于
克城堡，并在小镇四周建起一道围
十五世纪的热刺塔（Hotspur
墙，以抵御苏格兰边境上各领主的
Tower, 它是阿尼克最初的
侵扰。诺森伯兰公爵 Dukes
几座城门之一，而在城
of Northumberland 代表英格
镇北部入口处的博特盖
兰国王镇守英格兰北部边境，
Pottergate 屹立的另一座塔则是十
负责边境和平。他们时而效
八世纪的复制品。建于十七、十八
忠当时的国王，时而不这
和十九世纪的建筑物和纪念碑分
样。作为他们所处时代权
布在 Narrowgate、Fenkle Street
镇上遍布景点介绍地图，从中可
倾一时的贵族，公爵参加
和 Bondgate 等主要街道上，
概要了解各主要历史遗迹。
过各种内战、叛乱、战役
而建于十五世纪的圣迈克尔
和政治活动。
教堂 St Michael’s Church 则位于
城堡附近。在阿尼克市场，有一座古
英格兰和苏格兰过去纷争不断，
老的石制十字架、市政厅和建于十九
这意味着阿尼克是从战乱、冲
世纪的诺森伯兰豪
突、劫掠和焚烧中幸存下来的。
尔（Northumberland
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
Hall）。
King Malcolm III 在城堡附近被杀
（其丧身之所现在竖立着一座十字
2010 年，阿尼克为
架），而苏格兰国王威廉 King
这座小镇著名
William 于第二次阿尼克战役
的儿子哈利•热
中在此被俘。
刺 Harry Hotspur
Narrowgate 竖立了一尊铜像。
另外，紧邻镇中心的还有老火车
站 Tenantry Column (现址为巴特书店
(Barter Books)) 和阿尼克花园。

阿尼克拥有 160 多家各类零售店铺，
其中既有备受欢迎的全英知名品牌，
也有当地精品店。
这些店铺集中在阿尼克的镇中心，只需
步行就可以将它们逛个遍。
您是否喜欢当地出产的优质食物、家庭
烘焙店、特色茶饮、荣获大
奖的当地肉铺、奶酪店、宝
籍、家居礼品、古董、每周/
每月拍卖会和露天市场？在
阿尼克，这一切都应有
尽有。
咖啡店舒适茶餐厅、荣获大
奖的炸鱼薯条餐厅：阿尼克可
以提供各式各样
的餐点，从小食
和简单午餐到传
统的诺森伯兰饮
食，一应俱全。
当然还有各种国
际美食，多家知
名的意大利、印
度、中国和泰国餐厅齐聚镇心。
您也可以在镇上多家出众的旅馆寻觅传
统的酒馆食物
和品尝真艾尔
啤酒。

阿尼克城堡是英格兰目前有人居住的第二
大城堡。700 多年来，它曾经一直是享有
诺森伯兰公爵头衔的珀西家族的居所。
城堡的丰富历史充满戏剧、阴谋和非凡人
物。从火药阴谋策划者、深谋远虑的收藏
家，到颓废奢靡的贵族们、甚至还有中世
纪英格兰最著名的骑士哈利•热刺，都在
城堡留下印迹。阿尼克城堡集雄伟的中世
纪建筑与华丽的意大利式房间于一体，是
英国最著名的遗迹景点之一。近几年，因
为被一系列影视剧选作取景地，阿尼克
城堡更是变得星光闪耀：《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系列电影的霍格沃茨魔法学
校（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取景于此，英国独立电视台出品
的“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也在此
拍摄。
电话: 01665 511100
www.alnwickcastle.com

参观巴里福盖特博物馆，了解阿尼克和北
诺森伯兰多姿多彩的历史。
博物馆位于靠近阿尼克城堡的巴里福盖
特，它述说着从小镇起
源到当下、有关小镇和
居于此地的人们的所有
精彩故事。这里有极
具特色的展览和假日
活动，尤其适合家庭。
请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关注我们。
“小惊喜”“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旅游项目”

开放时间
星期二到星期日、遇银行假日的
星期一：早上 10 点到下午 4 点
（十二月中旬到一月中旬闭馆）
电话: 01665 605847
www.bailiffgatemuseum.co.uk

阿尼克花园坐落于诺森伯兰的中心，是世
界上最具现代感的花园之一。这里不仅有
迷人的景致，还充满冒险和神秘色彩。
游客可以在欧洲最大的木树屋感受攀登树
顶之趣，在神秘的竹迷宫中迷失自己，在
毒药花园潜行疾走体验紧张刺激，或抬头
凝望景观大瀑布。
花园里用不同颜色的植物拼成各种几何图
案欢迎所有游客的光临，在每个季节甚
至每一天都为游客呈现不一样的景致。而
且，除了传统的观赏园外，这里还有创意
无限的水雕塑，并举办各种音乐、艺术、
戏剧和互动节目。
此外，阿尼克花园也是一家注册的慈善机
构（编号 1095435），肩负着使命感，在
所有活动中都将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电话: 01665 511350
www.alnwickgarden.com

巴特书店是英国最大的二手书和古书书店之
一，内有超过 50 万本书籍。它也是英国东
北地区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接待超
过 300,000 名游客。
书店开设在宏伟的旧维多利亚火车站内，坐
落于离开 A1 公路进入阿尼克的主干道上。
书店内环境舒适，座位充足，还有煤火取
暖。2000 年，二战期间的一幅海报《保持冷
静，继续前进》在此被人重新发现，现在海
报复印件被装裱后挂在墙上，而这张海报的
重见天日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初的标志性事件
之一。
巴特书店还拥有和经营一家站内餐厅。餐
厅供应新鲜的家常食物，提供早餐至早晚餐
（晚上 6 点之后停止点热菜）。
除了圣诞节，巴特书店每天都营业，营业时
间为上午 9 点到晚上 7 点。
电话: 01665 604888
www.barterbooks.co.uk

艾恩谷铁路 Aln Valley Railway 狮心车
站（Lionheart Station）的火车在
4 月
16 日 到 9 月 24 日的每个星期天运行。
此外，在上述时间段之外的节假日，我们
的火车也会运行。而且，我们还会不定
期举行一些“特殊活动”。我们的蒸汽机
车 Richboro 在举办“特殊活动”的周末
运行，届时它会挂载两节经过我们复原的
Mk1 车厢。在其它日子，我们有柴油守车
供乘坐，而在学校假期期间，Wickham 电
车“Buzz”会上路行驶。 停车和入站都是
免费的（“特殊活动”期间欢迎捐款），
而且站内设有咖啡店、商店和博物馆。前
往车 A1/ A1/South Road）交叉点，再沿着
棕色路标前行。
导航坐标: NE66 2EZ。
电话: 0300 030 3311
www.alnvalleyrailway.co.uk

该博物馆由玛格丽特公主殿下于 1987 年
7 月 18 日开放，可以说它有钓具世界和
相关产品最精美的收藏。
如果在您参观博物馆后，我们丰富的钓
具藏品令您心动，不妨浏览一下我们全
面翻新的钓具商店。
Compleat Angler 是英国装备最好的垂
钓商店之一。我们的装备涵盖了 Hardy’s,
Greys, Chub, Shakespeare, 、Penn, Abu
Garcia, Berkley, Spiderwire,、Mitchell,
Hodgman 和 JRC 等品牌。
无论您是完完全全的初学者，还是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您都可以在这里用合
理的价格买到心仪的商品。
电话：01665 602771
www.purefish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