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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dy_Mitchell_UK   

Spikersuppa 

"滑冰与城市"

Spikersuppa是一个临时的露天冰场，位于市议会和国家大剧院之间的市中心
。这个25×10米（82×33英尺）的溜冰场在冬季开放，是度过精力充沛的一
两个小时，溜冰，欣赏气氛，欣赏这个城市的好地方。溜冰鞋可以从户外餐
厅租用。扬声器系统提供音乐和入口是免费的。在夏天，溜冰场变成了一个
池塘。

 +47 815 3 055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oslo.com/en/pr
oduct/?TLp=15810

 info@visitoslo.com  Stortingsgata 8, 奥斯陆

 by Anders Beer Wilse   

奥斯陆新剧院 

"闹剧和喜剧"

主要舞台距离卡尔约翰之门（Karl Johans Gate）一箭之遥，奥斯陆奈有一
个以喜剧为主的剧目，经常是同时代的，现在穿插着更多的硬件和儿童戏剧
。自1971年以来，Akersgaten的Centralteatret已经服务于奥斯陆奈作为第
二个舞台，而奥斯陆Frognerparken的Bymuseum则设有戏剧舞台。奥斯陆奈特
（Oslo Nye Teater）于1957年成立为股份制公司，自1967年以来，奥斯陆市
政府一直在关注其财务状况。一些剧院的着名导演包括门茨·舒勒（Mentz
Schulerud），莫拉斯塔德（Thoralv Maurstad）和哈特（Berthold
Halle）。

 +47 22 34 8600  www.oslonye.no/  oslonye@oslonye.no  Rosenkrantzgate 10, 奥斯陆

 by TerriC   

Riktige Leker 

"注重质量"

还记得电子游戏的日子吗？孩子们没有时常在网上插入？如果你厌倦了塑料
和大规模生产的玩具，Riktige Leker是确保你的孩子体验更健康和教育的娱
乐时间的地方。这家迷人的商店专注于高品质，无毒的玩具，如拼图，木制
积木，书籍，火车套件和错综复杂的娃娃屋。

 +47 22 01 78 51  www.riktigeleker.no/  Haakon VII's gate 1, 奥斯陆

 by Chell Hill   

奥斯陆Reptilpark 

"看到爬虫！"

奥斯陆的Reptilpark位于奥斯陆的中心，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80
多种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爬行动物。蛇，狼蛛，鱼和鬣蜥都在那里！这个公园
成立于2002年，十多年来一直以其生物为乐。每个星期二都是为爬行动物喂
食的日子，这对孩子和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47 4102 1522  www.reptilpark.no/  kontakt@reptilpark.no  St. Olavsgate 2,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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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n Callas   

诺贝尔和平中心 

"请和平"

诺贝尔和平中心位于奥斯陆市中心。该中心致力于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同
时也揭示了其他诺贝尔奖的历史。这个中心是高科技的，包括一个电子壁报
，其中载有关于和平奖得主的信息。还有一本讲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故事
的虚拟书籍。此外，展品侧重于和平与战争的固有问题。

 +47 4830 1000  www.nobelpeacecenter.or
g

 post@nobelpeacecenter.or
g

 Brynjulf Bulls Plass 1,
奥斯陆

 by Franklin Heijnen   

Radisson Blu斯堪的纳维亚酒店 

"中央和独家"

这是一个地标位于皇宫隔壁，大多数景点的步行距离之内。商务客房可供那
些想要多一点奢华和多一点空间的客人使用。 Brasseriet提供来自世界各地
的美食，而ENZO酒吧餐厅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普通的食物。 Summit 21是顶
层的酒吧，可以欣赏到城市的美景。酒店拥有一个游泳池，健身室，桑拿浴
室和阳光工作室。

 +47 23 29 3000  www.radissonblu.com/sca
ndinaviahotel-oslo

 info.scandinavia.oslo@ra
dissonblu.com

 Holbergsgate 30, 奥斯陆

 by Kjetil Bjørnsrud   

Cinemateket 

"质量意识电影协会"

Cinemateket是挪威电影研究中心的一部分，是一个高品质的电影俱乐部。它
的两个屏幕，显示新旧经典，以及太专业，艺术，或否则认为不适合市级电
影院的电影。观众不知道要播放哪部电影的夜晚特别受欢迎。该俱乐部还举
办南方电影节的年度电影。节日期间，会员可以邀请客人使用会员卡。

 +47 22 47 4500  www.cinemateket.no/  cinemateket@nfi.no  Dronningens Gate 16,
Filmens Hus, 奥斯陆

 by Andy_Mitchell_UK   

Thon Vika中庭酒店 

"中央位置"

入住Vika Atrium
Hotel酒店，您将直接抵达奥斯陆主要的购物和娱乐中心Aker Brygge。步行
五分钟后，您将在市政厅，皇宫，国家剧院或主要街道卡尔·约翰（Karl
Johan）。 79间客房中的19间为家庭间，最多可容纳5人。许多活动和特殊的
自助餐可供孩子们使用，所以随身携带。酒店内的设施包括健身中心，餐厅
和Aker Brygge与酒店大楼共用的房间，以便商务旅客可以利用各种会议设施
。提前预约并询问。

 +47 22 83 3300  www.thonhotels.com/our-
hotels/norway/oslo/thon-
hotel-vika-atrium/

 vika.atrium@thonhotels.n
o

 Munkedamsveien 45, 奥斯陆

 by Booking.com 

斯堪的克酒店KNA奥斯陆 

"传统与现代的转折"

Scandic Hotel KNA Oslo酒店位于皇家城堡和Aker Brygge之间，是一家传统
的酒店，可满足当今商务人士苛刻的要求。酒店设有11间会议室，可举办多
达120人的会议。尽管拥有许多商业设施，这家酒店也为家庭提供儿童设施和
活动。检查网站的更多细节。

 +47 23 15 5700  www.scandichotels.no/no
/Hotels/Countries/Norge/
Oslo/Hotels/Scandic-KNA/

 kna@scandichotels.com  Parkveien 68,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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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arah Doody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Sprell - Grünerløkka 

"玩具及更多"

Sprell成立于1995年，是一个迷人的商店链，致力于为儿童提供高品质的玩
具（和其他物品）。重点放在玩具，不仅有趣，但也提供教育的价值。此外
，你会发现可爱的颜色和图案的童装，以及家居装饰和书籍。在奥斯陆有五
个Sprell的地点，这是对品牌知名度的证明。

 +47 23 22 22 25  www.sprell.no/  info@sprell.no  Korsgata 24, 奥斯陆

 by freestocks-photos   

Sprell Majorstua 

"优质玩具店"

这个位于奥斯陆Frogner地区的迷人的儿童精品店将满足父母和孩子的双重需
求。 Sprell拥有一系列玩具，活动，游戏，拼图，书籍等，专注于高品质的
产品。店铺整齐地按照主题和年龄组织。在海滩区发现羽毛球套装，或在装
扮区域打扮。无论是拿起完美的玩具或活动为孩子的生日派对或探索与你自
己的小商店，Sprell Majorstua肯定有你所需要的和更多。

 +47 23 22 22 22  www.sprell.no  kundeservice@sprell.no  Hegdehaugsveien 36, 奥斯陆

 by David Gallard (Mr Guep)
   

Popsenteret 

"音乐史"

Popsenteret于2011年11月25日由奥斯陆市政府成立，是Grünerløkka的一个
互动式博物馆，展出了一个多世纪的挪威音乐史。这个四层博物馆有一个庞
大的艺术家，歌曲，历史音乐会，唱片和CD播放器，仪器等展览。你甚至可
以在他们的录音棚里重新录制歌曲，并把它制作成你自己的！有一个儿童游
戏室，有书，乐器和其他有吸引力的东西。这也是许多事件发生的文化中心
。研讨室，礼堂和会议设施可在这个设施。
Popsenteret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必去的地方。

 +47 22 46 8020  www.popsenteret.no/  kontakt@popsenteret.no  Trondheimsveien 2, Bygg T,
奥斯陆

 by _Alicja_   

Bamsebua 

"玩具嘉豪！"

Bamsebua位于Frogner，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可以招待儿童和成年人。你
会发现像遥控车，拼图，艺术品，小雕像，乐高和泰迪熊的巨大集合。此外
，还有一个大型的童装，服装，甚至针织用品。停下来看看这个舒适，折衷
主义的商店。

 +47 22 44 00 02  www.bamsebua.com/  Bygdøy Allé 59, 奥斯陆

 by Trond Strandsberg   

电车博物馆 

"历史与现代有轨电车和巴士"

巴士，电车和火车带您穿越奥斯陆的交通历史。在老厂房（冬季不加热）内
，展出了35辆以上的车辆。他们大部分都可以进入，但不要指望被带回家！
还有一个古老而有趣的图片的永久展览。享受与孩子的一天，并将他们介绍
到一个复古巴士和电车的世界。你也可以租一辆老牌巴士。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查看网站。

 +47 2260 9409  www.sporveismuseet.no/  postboks@sporveismuseet.
no

 Gardeveien 15,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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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jari   

Frognerbadet 

"为所有游泳"

这些受欢迎的公共游泳池和浴池位于Frognerparken的东北角，在夏季提供清
凉畅游的可能。家庭聚集在一个露天泳池里游泳，尝试水滑梯，或者简单地
享受日光浴。这是炎热的日子里家庭的理想场所，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可能变
得非常拥挤。

 +47 22 27 5450  www.oslo.kommune.no/natur-kultur
-og-fritid/svommehaller-i-
oslo/frognerbadet/

 Middelthunsgate 28, Frognerparken,
奥斯陆

 by Tore Storm Halvorsen   

弗拉姆博物馆 

"着名的北极考察船"

南森（Fritjof Nansen），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和奥托·斯维德鲁普（Otto Sverdrup）在他们大胆的北极考察队
中驾驶这艘有100年历史的船（称为Fram）。 Bygdy半岛上形状独特的建筑所
覆盖，这艘船重视了博物馆对挪威在北极探险历史中的重要角色的关注。游
客现在可以参观船的内部，看到它的所有原始内容，最重要的是，可以肯定
的离开船，而不会感到晕船！

 +47 23 28 2950  www.frammuseum.no/  anne@fram.museum.no  Bygdøynesveien 39, 奥斯陆

 by Kampen Barnebondegård 

儿童生态动物农场（KampenØkologis
keBarnebondegård） 

"生态动物农场为孩子"

马，山羊，兔子，鸭子，鸡和猪是在这里生活的众多动物之一。 KampenØkol
ogiskeBarnebondegård是一个儿童生态农场，城市孩子们学习照顾动物和种
植食物。在这里访问后，你的孩子一定会知道牛奶来自哪里（而不是纸箱）
。还有一个生态草本花园和一个菜园。对于许多挪威孩子来说，主要的吸引
力是从孩子们的电视里知道的胡尔达猪。

 +47 22 19 7071  kampenbarnebondegard.co
m/

 heidi.tonnesen@bgo.oslo.
kommune.no

 Skedsmogaten 23, 奥斯陆

 by missvancamp   

国际儿童艺术博物馆 

"一个孩子的眼睛的世界"

这座博物馆坐落在一个安静的住宅区一栋舒适的老房子里，从儿童的角度展
现了这个世界。墙壁，甚至地板上都覆盖着来自180多个国家的儿童绘画，素
描，雕塑和纺织艺术！您的孩子在参观时可以通过在地下室画或打鼓来加入
创作过程。

 +47 22 69 1777  www.barnekunst.no/en/  post@barnekunst.no  Lille Frøens vei 4, 奥斯陆

 by ednl   

E.K.T. Rideskole和Husdyrpark 

"小马骑马"

当你厌倦了购物和博物馆，这是家庭娱乐的理想场所。虽然E.K.T.
Rideskole og Husdyrpark在奥斯陆，你会得到同样的感觉，一天在乡下来。
Ekeberg位于山坡上，享有奥斯陆和峡湾的美景。在市中心以东仅三公里（1
英里）的地方，24路公交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Jernbanetorget到达。
E.K.T. Rideskole og Husdyrpark包括一个骑术学校，一个动物园和一个操
场，四周环绕着公园和休闲区。你可以宠爱兔子，山羊，牛和小马。有动物
农场和骑小马的入场费，但是进入休闲区是免费的。

 +47 22 19 9786  www.rideskole.no/  post@rideskole.no  Ekebergvn 99,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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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ynamicWang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Det Andre Teatret 

"具有个性的剧院"

Det Andre Teatret（其他剧院）不是你典型的剧院。关于这个剧场的一切都
是非常规和即兴的，从场景，艺术家，戏剧到观众。所以如果你碰巧是一个
戏剧爱好者，想要看看现代和新鲜的作品，然后Det Andre Teatret可能只是
你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咖啡厅，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志同道合的人，
并在后期喝酒。在网站上保留当前和即将播放的节目标签。

 +47 48 36 2776  www.detandreteatret.no/  Ivan Bjørndalsgate 9, 奥斯陆

 by Kjetil Bjørnsrud   

北欧海盗船博物馆 

"船舶博物馆"

古斯塔夫森教授（Vikingskipshuset）（海盗船博物馆）的创作源于在Tune
，Gokstad，Oseberg和Borre发现古船。 1957年增加了博物馆的最后一翼。
当进入博物馆时，必须经过奥塞贝格（Oseberg）才能到达博物馆的中心。夹
层楼举行专题展览。除了这艘有900年历史的船外，还有维京人的器物和一个
完整骨架的墓室。他们还有一家书店，出售书籍，卡片，海报，明信片，纪
念品和珠宝。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旅游必须提前预订。

 +47 22 85 1900  www.khm.uio.no/vikingsk
ipshuset/

 postmottak@khm.uio.no  Huk Aveny 35, 奥斯陆

 by Booking.com 

斯堪迪克Sjølyst 

"繁忙的商业区"

Sjlyst位于城市西部的中心之外。访问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很容易，只有
几分钟后，你发现自己在市中心。这个地区近年来迅速发展成为商业和购物
区，此前，只有挪威交易会中心才使这个地区保持活跃。酒店建于1997年。
大堂酒吧只提供一小部分的食物，并在该地区的餐馆数量有限，你可能想要
去Majorstua或更多的中心地方吃。

 +47 23 15 5100  www.scandichotels.com/s
jolyst

 sjolyst@scandichotels.co
m

 Sjølyst plass 5, 奥斯陆

 by schmollmolch   

Årvoll农场 

"文化活动中心"

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经营的农场。它不同于其他农场，因为它更注重文化活动
，而不是农业。活动包括戏剧，绘画，肚皮舞，文学，工艺品，缝纫，园艺
等等。咖啡厅星期二至星期四开放时间为11a-2p，周日为12p-3p。农场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1350年，主要建筑物从1850年开始。酒店还提供私人派对租赁
服务。当然，作为一个农场也有很多动物要看！很多活动都是在开放时间以
外安排的，但是并不是所有活动都向公众开放，所以需要更多的信息。设施
包括残疾人通道，包括厕所在内的大部分农场。
25号，31号和32号巴士过去了。

 +47 23 43 9300  www.arvollgard.com/  arvoll-
gard@bbj.oslo.kommune.no

 Årvollveien 35, 奥斯陆

 by Trond Strandsberg   

挪威科学技术博物馆 

"科学史"

科技博物馆展示了挪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发展的历史发展，以技术开发为重
点。展品包括挪威的第一辆汽车，电车和飞机。二楼致力于电信的发展。地
下室的一个部分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创建自己的科学实验。 Klima X的展
品展示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游客们穿着橡胶靴，站在一张十厘米高的水面上
覆盖地板。博物馆里有一个很好的纪念品商店和咖啡厅。

 +47 22 79 6000  www.tekniskmuseum.no/  Kjelsåsveien 143,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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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joertvedt   

Bogstad营和Turistsenter 

"该地区最好的露营地"

Bogstad Camp＆Turistsenter酒店坐落在风景秀丽的Bogstad湖畔，是一个全
年开放的设备齐全的露营地。在现场，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一切，如加油站，
杂货店和酒吧，也供应食物。你可以租一间小屋，或在帐篷或房车营地。其
他设施包括洗衣机，滚筒式干衣机和厨房以及配备了电视和录像机的会议区
。活动包括游泳，高尔夫，迷你高尔夫，自行车出租和船租，冬季则有越野
滑雪道。

 +47 22 51 0800  topcamp.no/nb/bogstad  bogstad@naf.no  Ankerveien 117, Bogstad,
奥斯陆

 by Eirik Newth   

的Tusenfryd 

"经典游乐园"

位于距离奥斯陆约20公里（12英里）的地方，TusenFryd拥有经典游乐园过山
车，旋转木马，水滑梯和其他20多种游乐设施的所有成分！还有餐馆和商店
，可以买T恤，气球和玩具等纪念品。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检查
网站的不同日期。

 +47 64 97 6497  www.tusenfryd.no/  firmapost@tusenfryd.no  Høyungsletta, Vinter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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