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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公共图书馆 

"市中心的主图书馆"

奥斯陆的主要图书馆是在200多年前成立的，当时卡尔·德克曼（Carl Deich
man）把他的大量藏书遗赠给了这座城市。今天，奥斯陆公共图书馆的藏书超
过一百万册。你会发现不远处的Trefoldighetskirken和政府办公室的图书馆
建筑。距市中心仅几步之遥。作为主楼的补充，图书馆还有16个分散在全市
各地的专门分支机构。

 +47 23 43 2900  www.deichmanske-bibliot
ek.oslo.kommune.no/

 postmottak.deichman@kul.
oslo.kommune.no

 Arne Garborgs Pla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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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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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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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Frognerparken 

"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挪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 维格兰公园（Vigeland
Park），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Gustav Vigeland）创作的200多幅
青铜和花岗岩雕塑。在夏天，公园的户外咖啡馆和餐馆总是包装。公园充满
活力，慢跑者，滑冰者和步行者享受着场地。孩子们可以爬上雕塑，也有一
个游乐场。
Frognerbadet室外游泳池位于公园旁边。公园全年开放，入场免费。

 www.bymiljoetaten.oslo.kommune.no/friluftsomrader
/parker/frognerparken

 Nobels Gate 32,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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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洛格纳公园 

"雕塑公园"

维格兰公园（Vigeland Park）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公园，致力于一位艺术家
的作品，也是一个人对人类形式的迷恋。挪威艺术家古斯塔夫·维格兰（Gus
tav Vigeland）在1924年到1943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由花岗岩，青铜和铁艺制
成的雕塑，实际上是由着名的雕塑家设计的，实际上是一个雕塑家在Frogner
公园的庞然大物安装经常被误认为独立于景观。维格兰的作品不同于从事日
常工作的人类的描绘，还有更具象征意义和抽象的作品，如“巨石”，一幅
长达14.12米（46.33英尺）的高大雕塑，由121位人物组成，旨在表达人类渴
望达到神圣。其他着名的雕塑包括生命之轮和喷泉。虽然每一个都是自己的
杰作，但是与公园的布局和建筑的相互作用却创造出了一个大于其各部分总
和的整体。今天，维格兰德公园是奥斯陆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每年有超过
一百万的游客参观。

 +47 2 349 3700  www.vigeland.museum.no/no/vigela
ndsparken

 Madserud allé, Frogner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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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elge Høifødt   

BygdøKongsgard 

"皇家！"

BygdøKongsgard是奥斯陆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这个壮观的建筑皇家房子可
以追溯到一千多年。最初是霍夫多耶修道院修道院的财产，后来被挪威国王
哈康五世收购，随后经过了许多皇室。皇家导游每20分钟举行一次，持续大
约一个小时，为公众在夏季。

 +47 22 12 3700  post@norskfolkemuseum.no  Bygdøyveien 41,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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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门科伦 

"冷静下来！"

霍尔门科伦（Holmenkollen）是奥斯陆北部一个安静的街区，在冬季变成了
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要归功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滑雪山之一 - 霍尔门科巴
克肯（Holmenkollbakken）。该地区另一个受欢迎的景点是滑雪博物馆，描
绘了这个运动的辉煌历史。邻里也是Nordmarka，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保护区
的所在地。在夏季，当这个地区没有雪时，Holmenkollen是远足和骑自行车
的理想场所。远离城市中心的喧嚣，然后向北游览休息。

 +47 916 71 947  www.holmenkollen.com/  info@visitoslo.com  Holmenkollen,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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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chael.Camilleri   

Holmenkollbakken 

"挪威的传奇冬季运动场"

城市西边的霍尔门科巴克肯（Holmenkollbakken）以奥斯陆无处不在的跳台
滑雪而闻名。 Holmenkollen是挪威最受欢迎的体育场馆，它还拥有世界上最
古老的滑雪博物馆和一个令人兴奋的滑雪模拟器（游客可以自己试试Holmenk
ollen滑雪跳台！）。霍尔门科伦举办各种冬季运动项目，最终在三月份的滑
雪节上达到顶峰。即使那些对冬季运动不感兴趣的人也不应该错过欣赏壮观
的城市全景的机会。

 +47 916 71 947  www.holmenkollen.com/en
g/About-Holmenkollen/Abo
ut-the-ski-jump

 kultur@skiforeningen.no  Kongeveien 5, Holmenkollen
National Arena, 奥斯陆

 by Diogo Valério   

奥斯陆冬季公园 

"下坡和高山滑雪"

奥斯陆冬季公园（以前是Tryvann冬季公园）是奥斯陆地区最好的阿尔卑斯滑
雪中心之一，距市中心仅一小段车程。 18个斜坡和7个升降机提供各种活动
，包括滑雪，泰勒马克滑雪，滑雪和单板滑雪。有跳跃，有趣的箱子和奥运
标准的超级管和滑雪板的半管和滑雪者的一系列不同的标准运行。公园也有
自己的滑雪学校，咖啡厅和设备租赁设施。请访问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47 40 46 2700  www.oslovinterpark.no/  info@oslovinterpark.no  Tryvannsveien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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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Product/?pid=28339

 info@visitoslo.com  Oscarsborg, Drø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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