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门廊建于1846年. 当时的主教巴哥特(1845年-1854年在此任职)雇了一名非常有名

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师 - 本杰明法瑞就宫邸做修改. 这次的修改包括加建顶部楼

层和其他一些小的修改.  

在1846年之前,门廊位于主建筑的左侧而不象今天看到的位于主体建筑正面的中心位

置.门廊入口门上方的盾徽象征着巴斯和威尔斯的主教区: 盾徽中圣彼特的钥匙和圣

保罗的剑, 代表着巴斯教堂, 圣安德鲁的十字架, 代表着威尔斯大教堂. 主教的帽

子代表该建筑为主教的宫邸.门外两边悬挂的灯笼在当时应该有灯装在里面. 沿门廊

外的排水管向上看, 有一只鹈鹕鸟自伤用血喂养孩子的设计图案. 它代表着主教彼

尔(1632年-1670年在此任职). 

下一步? 

• 从19世纪风格的门廊进入13世纪风格的门厅 

门廊 



门厅和与其并列的储藏室形成后来给主教约瑟林( 年 年在此任职)建造的二楼大

厅的坚实基础 门厅的主体采用了红黄色的三叠纪时期的石灰岩 穹顶则选用了质地较为细

腻的斗廷石材 室内的壁炉安装于 世纪 在此之前 房间是靠手提式小炭炉取暖 门厅的窗

户采用了法国卢恩的彩色玻璃碎片 这些彩色玻璃碎片是由主教罗 年 年在此任

职 收藏的 它们是在法国革命后从被摧毁的法国教堂里拯救出来的 宫邸和小教堂的许多窗

户都混合采用了彩色碎玻璃和 世纪及 世纪的英国玻璃 门厅两端有通往二楼大厅和长

廊的螺旋形石梯 世纪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石梯被今天您所看到的木梯取代了

有趣的物品

• 长餐桌 主教肯在此居住期间曾与 位贫穷男女一起同桌用餐

• 詹姆士风格的木梯的左侧有主教贝克恩屯 年 年在此任职 的代表符号

• 通往小教堂的门上方有主教亨德森 年 年在此任职 的代表符号

• 丘德式的壁炉上方有巴斯和威尔斯主教区的盾徽

• 中世纪玻璃碎片装饰的窗户

• 世纪詹姆士风格的木梯

下一步

• 有两扇门可通往储藏室

• 经白色拱形门廊可进入主教私用的小教堂

• 沿詹姆士风格的木梯上二楼

门厅 



在储藏室您将有机会欣赏到远至 世纪的手工艺品 储藏室的穹顶采用了斗屯石材

与穹顶一起支撑二楼大厅的石柱是萨麻塞特平原的布鲁赖斯重型石材 新的地面采用

的是伯贝克开普石料 窗户则基本保持了它们的原样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储藏室是有

隔断的 分别为藏酒室 食品储藏室 餐具室 煤炭和木柴窖以及仆人们的住房 主教罗

年 年在此任职 曾在这此陈列他的化石和矿石收藏 主教何卫 年

年在此任职 因家庭成员较多 将此处改建成了餐厅 由于厨房较远 装设了为食物保温

的蒸气和热水系统 现在厨房的位置就是当时放置蒸气和热水系统的地方

有趣的物品

• 一个绘有图案的石制盾牌 图中隐藏了主教贝克恩屯 年 年在此任职 的

名字 有个木窖 木窖上方有个信号灯

• 壁炉两边的挂毯都是由挪威的女艺术家莫勒塞思利梅珏设计并缝制的 一幅描绘

了宫邸的天鹅 树和花园里的水 另一幅则源于埃克斯穆尔高原上野生动物的灵

感

• 通往走道的门上方的玻璃中有主教何卫 年 年在此任职 的代表符 而各

个窗玻璃中则含有他的代表符中的符号元素

• 维多利亚风格的壁炉

下一步

• 沿詹姆士风格的木梯上去就到了长廊

储藏室



在 世纪 门厅的两端各有一个螺旋形石梯通往二楼的长廊 当您从门厅去小教堂时

您要经过原石梯的地方 门厅此端原有的石梯在加建当今办公和居住用的厢房时被移

除了 当时的主教蒙塔格 年 年在此任职 用现在的木梯代替了原来的石梯

木梯曾经被按当时流行的风格刷了颜色 世纪 年代原来的油漆被清除了 只留有四

幅绿色的萨麻塞特龙的图像 图像中有巴斯的代表符 钥匙和剑 和威尔斯的代表符 圣

安德鲁的十字架

楼梯间的墙面采用了与皮金 年 年 设计用于上议院的墙面相同的现代风格

的墙纸 从而协调的过渡到二楼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

下一步

• 拾级上楼进入长廊

詹姆士风格的楼梯 



中世纪时期长廊是个工作和休闲的重要场所 这个长廊曾经可能被分隔成了 个房间

在 年国王和议会间的内战期间 保皇军队将此宫邸作为他们的总部 议会军则扎

营于盘恩山上 用火炮轰击宫邸 长廊因此受损 当议会军进军威尔斯时 宫邸遭到了洗

劫 一些肖像和一个风琴被盗 内战后此宫邸被遗弃了几十年 直到 年主教罗将其

修复成为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舒适宅邸并开始收藏这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肖像 主教巴

哥特 年 年在此任职 在长廊上加建顶层 三楼 的时候 建筑师本杰明法瑞借

机会将整个二楼作了修复 扩大了长廊的窗户 安装了石膏顶并且将整个长廊装修成

维多利亚时期意大利哥德式风格

有趣的物品

• 尤如木雕般用纸浆精美装饰的门上的造型 墙上的镶板装饰以及墙上凹圆线条装饰 

• 墙纸 采用了诺弗克教堂里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中世纪石膏壁画工艺

• 窗下方图案中主教巴哥特的 藏有上古 名言

• 长餐桌是做给主教何卫 年 年在此任职 用的三个中的一个

长廊



 

在 世纪 主教约瑟林曾把这个房间和现在与其相通的会议室共用作大厅 大厅曾经是个没有隔断

的大房间 没有天花 只见暴露的樑和椽 墙上的图案也是直接刻在石墙上的在加建长廊上方的楼层

时这里没有受到影响 通过大厅的窗户可以俯阚鹿园 两个原始的漏斗形窗口是在 年发现的

它们原来隐藏在维多利亚风格的书橱后面 现在在这两个窗口的位置陈列着格拉斯顿伯里风格的椅

子和阿伯特风格的椅子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个房间被用作托儿所，音乐室，接待室，最后作为主教布拉德菲尔德的书

房（ 年 年)。后来，他将他的办公室和家搬到宫邸北翼，这里曾被作为仆人的宿舍，由

主教贝肯顿（ 年 年）建造。

有趣的物品

• 主教巴哥特 年 年在此任职 加装了天花并在天花上装饰了他的代表符

• 如木雕工艺般的用纸浆精美装饰的墙面和门饰以及墙与天花间凹圆线型装饰条

• 担任巴斯和威尔斯主教时间最长的是主教皮尔斯 年 年在此任职 为了纪念 年国王查

尔斯二世重获王位 主教皮尔斯用一块单环的橡树制作了他的代表符

• 格拉斯顿伯里风格的椅子和阿伯特风格的椅子

• 房间正中心的餐桌是由主教何卫的遗孀留给本宫邸的三个餐桌中的一个

• 房间里的钟是 年制造的, 它属于斯格普维斯家族

大客厅



在13世纪, 主教约瑟林将这个房间和现在与其相通的大客厅共用作大厅. 在加建长廊

上面的楼层时, 这两个房间的上方没有做任何加建. 天花上依然能看到这里曾经是中

世纪大厅的痕迹.  精致的石膏天花顶, 装饰性的壁炉, 漏斗状的窗口, 上下推拉式

的窗和窗外带有雕刻的雨棚, 处处都体现了主教巴哥特最喜爱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

利哥德式风格. 建筑师本杰明法瑞为避免参与由乔治杰克森有限公司执行的内部装修

工程,他曾写信给主教说明他只负责石材建筑工程. 

 

有趣的物品 

• 天花角上饰有主教巴哥特的代表符的盾牌 

 

• 天花上盾牌和主教冠的造型里有主教巴哥特的代表符和他“藏有上古”的名言 

 

下一步? 

 

去有护墙板装饰的起居室 

会议室



此房最初是个 阳光房 而在它东面的与其连通的小房间原来储藏衣物和珍品的密室

他们是主教远离繁忙的中世纪大厅的私人用房

墙面的板饰和天花上的石膏板是 世纪安装的主教巴哥特 年 年在此任职

在加建楼层时没有改动此处 这些木板墙自然成了适合肖像挂放的地方 悬挂于主教何

卫餐桌上方的是个用橡木做的吊灯 该吊灯曾经使用燃气照明

从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些房间一直是主教们的住处 二战时期主教安德

希尔 年 年在此任职 为方便学生和员工们安全疏散就搬到北翼住了

在 年战后各方面资源都变得紧缺这些房间也已到了需要维修的地步 英格兰国教

委员会不得以就让主教布莱德飞尔德 年 年在此任职 住北翼 自 世纪中

期北翼一直是仆人的住房 直到主教亨德森 年 年在此任职 将宫邸重新修

复并对外开放给游客们参观

有趣的物品

• 橡木的吊灯 

有护墙板装饰的起居室



小教堂专贡圣三一和圣马克主, 是巴斯和威尔斯主教的私用教堂. 由主教布恩内

( 年 年在此任职)建造. 

小教堂的主体石材采用了三叠纪时期的红黄沙石, 穹顶采用了质地较为细腻的斗廷

石材.  小教堂的窗户相比其他 世纪建筑物的窗户大很多, 窗花格的装饰具有典型

的英国早期的装饰风格. 主教罗( 年 年在此任职)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小

教堂进行了修复.他用彩色玻璃碎片修饰了原东面已用板材封闭的窗户. 这些中世纪

法国卢恩的彩色玻璃碎片来自于在法国革命期间被摧毁的旧教堂. 教堂长排座椅上

的雕饰是在 世纪由当地的木工雕刻的. 如果仔细观看这些雕刻的图案, 您可以发

现其中刻有他们所住教区的名字. (详见另外的资料) 

为了庆祝主教宫邸 年的历史, 年小教堂的圣坛和圣坛椅采用了大卫约翰的

设计, 材料选用了枫木和安克斯特石材. 

有趣的物品 

• 中世纪的拱樑和穹顶的天然绿叶设计的浮雕 

• 东面窗户饰有主教区的符号(左)和主教巴哥特的代表符号(右) 

• 圣坛附近带下水管的, 用于清洗圣餐容器的洗礼盆 

• 圣坛附近的祭司席有三个按等级分排的席位, 分别是供牧师, 助祭和副助祭使用的 

• 墙上的四幅挂毯分别描绘了圣马克主长着翅膀的狮子,主教布恩内( 年 年在

此任职)的印章, 主教肯( 年 年在此任职)的代表符和主教亨德森( 年

年在此任职)的代表符. 

• 小教堂的檐壁上饰有自 世纪以来历代主教们的代表符 

• 救世主教师 – 是汤姆偌特的木雕作品 

• 耶酥复活的十字架  是由帕特萨普森设计和制作的供教堂做礼拜仪式用的十字架 

• 当代俄国最推崇的救世主番彤克来特(真正的上帝和真实的人物) 
 

小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