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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议会 

"挪威议会"

议会大厦安置挪威Storting（议会）并且追溯到1866年。宏伟的大厦由着名
建筑师埃米尔·Victor·Langlet设计。门面是一个美丽的混合风格，主要来
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启发。游客可以报名参加整个结构的导游。团体私人旅游
也可应要求安排。游览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入场是免费的。

 +47 23 31 3050  www.stortinget.no/no/  info@stortinget.no  Karl Johans Gate 22,
奥斯陆

 by Nina-no   

三一教堂 

"奥斯陆最大的教会"

1849年，汉堡伟大的城市规划师亚历克西斯·德·沙托夫（Alexis de Chate
auneuf）赢得了建立三位一体教堂的竞赛。该建筑有一个十字形的计划，在
中心冠上镀铜圆顶和一个灯笼在顶点。三位一体教堂于1858年奉献，1883年
增加了入口楼梯。在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祭坛，描绘了基督受洗和大理石洗礼
的字体。
1958年，教堂被重新奉献，并于1997年彻底翻新后重新向公众开放。

 +47 23 62 9040  kirken.no/nb-NO/fellesr
ad/kirkeneioslo/menighet
er/trefoldighetskirken/

 post.trefoldighet@oslo.k
irken.no

 Akersgata 60, 奥斯陆

 by Andreas Haldorsen   

皇宫和花园 

"皇家住所"

Slottet Slottsparken或皇宫和花园是挪威光荣历史的标志。这座宫殿建于1
849年，周围风景如画的花园受到德国风格的启发。卡洛乔汉斯门（Karl
Johans Gate）上的一座壮丽的景色，这座宫殿所在的小山坡（Slottsbakken
）在挪威国庆节（5月17日），国王和皇室的其他成员站在阳台上，挥舞着成
千上万的孩子在街上游荡。夏季期间，游客将安排游客。请注意，门票必须
提前购买。

 +47 22 04 8964  www.kongehuset.no/seksjon.html?t
id=27160&sek=26983

 Slottsplassen 1, 奥斯陆

 by Ghirlandajo   

阿克斯胡斯城堡 

"中世纪的城堡"

这个前王室住宅允许游客漫游旧的大厅，感受几个世纪的过去。如今，这座
城堡已经恢复并用于官方职能。参观哈康七世和奥拉夫五世与皇后和玛塔一
起被埋葬的皇家陵墓。那些希望在类似的历史景点结束旅行的客人可以在Gam
le Raadhus餐厅，Engebret咖啡厅或舒适的摄氏温度用餐。

 +47 23 09 3917  www.visitoslo.com/en/pr
oduct/?TLp=182662

 akershusslott.kontakt@mi
l.no

 Operatunnelen,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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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jørn Erik Pedersen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 

"住在诺贝尔委员会的英俊建筑"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所在地，这座位于皇宫附近的Drammensveien的英俊建筑
是其所在地。委员会每年根据他遗嘱中指定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每年和
平奖的瑞典人）的标准，选出一名和平奖获得者。截至1946年，和平奖颁发
给学院，但今天，颁奖仪式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仪式于每年12月10日举行
，标志着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96年去世的日子。

 +47 22 12 9300  nobelpeaceprize.org/en_
GB/institute/

 postmaster@nobel.no  Henrik Ibsens gate 51,
奥斯陆

 by VisitOSLO   

老阿克尔教堂 

"奥斯陆最古老的教堂"

Gamle Aker Kirke是奥斯陆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建于公元1世纪初的乡村小山
上，采用从附近公墓采石灰石建造而成。这座城市的扩张已经赶上了教堂，
现在距离皇宫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巴洛克式主教的宝座和洗礼字体自171
5年起。今天的严峻的石墙在1952年到1955年的修复中被揭露出来。在这里参
加弥撒仍然把你的头脑回到中世纪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德女王
的石棺在这座教堂内被纳粹掩盖。

 +47 23 62 9120  www.gamle-aker.no/  post.gamle-
aker@oslo.kirken.no

 Akersbakken 26, 奥斯陆

 by Pål Nordseth   

Middelalderparken 

"一个老公园"

在旧城的中心，可追溯到一千年前，这些废墟是奥斯陆的第一个定居点。 Mi
ddelalderparken被称为中世纪公园的英语，现在是一个在夏季转变成受欢迎
的公园的遗址。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每个月在这里上演。该公园包含奥斯陆
前皇家庄园，圣玛丽教堂和圣克莱门特教堂保存最完好的古遗址之一的遗迹
。

 www.oslo.kommune.no/natur-kultur-og-fritid/kunst-
og-kultur/kultureiendommer/middelalderparken/

 Oslogata, 奥斯陆

 by Bjørn Erik Pedersen   

Frogner Kirke 

"建筑的辉煌！"

Frogner Kirke是一座宏伟的教堂，由花岗岩和砖砌成，于1907年成圣。这座
美丽的建筑由着名建筑师Ivar Naess设计。这个教堂的改变和窗户包括与圣
人和天使的图像丰富多彩的stainglass。教堂里有两个铃铛，每个人都听一
首由第一位祭司Thorvald Klaveness编剧的诗句。在游览弗罗格纳区的时候
，在这个教堂眺望它的辉煌，或者在祈祷中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47 23 62 9060  www.kirkesok.no/kirker/
Frogner-kirke-Oslo

 post.frogner@oslo.kirken
.no

 Bygdøy Allé 36, 奥斯陆

 by edaugh   

Oscarshall 

"夏季的吸引力"

被认为是挪威新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之一，在城市西部Bygdøy的半岛突出物上
可以找到奥斯卡霍尔城堡或宫殿。挪威皇室的审美意识是由丹麦建筑师Johan
Henrik Nebelong根据奥斯卡一世国王和约瑟芬皇后的命令建造的，并于1852
年完工。这座城堡于1863年由查尔斯国王四世出售给挪威政府，自1881年以
来一直是游客和建筑爱好者的热门景点。作为一个博物馆，城堡的内部装饰
也是挪威优秀艺术家的天才，他们装饰了房间。看到网站了解更多。

 +47 95286155  www.kongehuset.no/c79771/seksjon
stekst/vis.html?tid=79776

 Oscarshallveien,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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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atalieMaynor   

西公墓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和坟墓"

该市最大的墓地之一，Vestre Gravlund最初是为奥斯陆西部的所有地区服务
的。从1902年开始，这个土地从各个农场被收购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
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多的扩张。这里着名的挪威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马
丁·林格（Martin Linge），奥托·鲁格将军（Otto
Ruge），作家妮妮·罗尔·安克（Nini Roll Anker）和总理Trygve Brattel
i。这个地方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陆最大的坟墓集中地。有许多在挪威
作战的纪念碑和数百名坟墓，主要来自苏维埃共和国（331）和英国（102）
，还有丹麦人，南斯拉夫人，荷兰人，波兰人和瑞典人，还有挪威士兵。这
个墓地非常靠近维格兰公园。

 +47 22 13 3180  www.oslo.kommune.no/hel
se-og-omsorg/begravelser
-gravplasser-og-kremasjo
ner/gravplasser-i-oslo/

 Vestre.gravlund@gravferd
setaten.oslo.kommune.no

 Sørkedalsveien 66, 奥斯陆

 by zeising   

奥斯卡堡垒 

"壮观的历史堡垒"

位于Drobak西北部的声音，奥斯卡堡垒一定会带给你惊喜。它是在1855年访
问后，以着名的国王奥斯卡的名字命名的。它带有的有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十九世纪，建于1846年和1853年的最古老的建筑。建造这个要塞的主要想法
是防止可能的袭击。这个要塞还设有广泛的娱乐场所，展览，艺术画廊，餐
厅以及儿童水疗和娱乐活动。提前拨打详细信息。

 +47 815 3 055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norway.com/lis
tings/oscarsborg-
fortress/2633/

 info@visitoslo.com  Oscarsborg, Drø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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