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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OmpOt   

历史博物馆 

"三所大学博物馆"

这座建筑收藏了大量反映挪威在中世纪和史前时期的历史的文物，被誉为挪
威最好的青年或新艺术风格建筑之一。该博物馆设有民族志研究的画廊，古
董，木乃伊和硬币。每一部分都会为您提供挪威文化不同方面的新视角。如
果你有奥斯陆通票，那么入场是免费的。

 +47 22 85 1900  www.khm.uio.no/besok-
oss/historisk-museum/

 postmottak@khm.uio.no  Frederiks Gate 2,
Kulturhistorisk museum,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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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电影博物馆 

"挪威电影制作"

电影博物馆位于Filmens Hus（电影之家）以及其他与挪威电影业有关的机构
。该博物馆的目标是深入了解挪威电影和电影的历史。挪威导演伊沃·卡普
里诺（Ivo Caprino）的动画电影的一些木偶在这里展出，你可以看一些挪威
电影的小片段。您也可以访问Kinematografteateret电影院，在那里历史电
影不停地显示。提前打电话为您的团队预订导游。

 +47 22 47 4562  stig.andresen@nfi.no  Dronningens Gate 16, Filmens Hus,
奥斯陆

 by Anne-Sophie Ofrim   

易卜生博物馆 

"亨里克·易卜生的公寓"

亨里克·易卜生的公寓，挪威着名作家从1895年起居住，直到1906年去世，
现在已经恢复并转变成了一座博物馆。这项研究包含他原来的家具和财物，
其余的公寓已经恢复原貌。全年，易卜生博物馆每年春季和秋季都安排讲座
和文艺演出，并安排新的节目。也有临时展览。为了进入公寓，你必须进行
导游。旅游开始每小时，并持续大约三十分钟。

 +47 22 12 3550  www.norskfolkemuseum.no
/ibsenmuseet

 ibsen@norskfolkemuseum.n
o

 Henrik Ibsensgate 26,
Norsk Folkemuseum,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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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hlum   

挪威的抵抗博物馆 

"挪威抵抗运动的历史"

这座永久性的展览位于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半木结构的房屋内，坐落在美丽的
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shus Fortress）的围墙内，为您介绍二战期间挪威抵
抗运动的历史。许多相遇的小模特，特别是在1940年，以及战争时代的许多
真实的照片，设备和文件也在展出。如果提前预订，团体可以提供导游服务
。

 +47 23 09 3280  www.forsvaretsmuseer.no
/nor/Hjemmefrontmuseet

 post.nhm@gmail.com  Akershusstranda, Bygning
21, Akershus F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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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vikk   

Astrup Fearnley博物馆 

"最好的现代艺术"

这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始建于1993年，位于Dronningens Gate门前，展出了挪
威和国际艺术家在战后时期举办的一系列临时性和永久性的展览。永久收藏
品包括Anselm Kieferen的雕塑，高级女祭司/
Zweistromland，一个巨大的书架，有很多铅制的书籍，还有Damien
Hirst最着名的作品之一，母亲和孩子的划分。到了2012年底，Astrup Fearn
ley博物馆转移到了奥斯陆的Tjuvholmen街区。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信息。

 +47 22 93 6060  afmuseet.no/  info@fearnleys.no  Strandpromenaden 2,
Tjuvholmen, 奥斯陆

 by Ole Andersen   

动物博物馆 

"挪威和国际动物生活"

动物博物馆位于泰恩植物园内。展览主要集中在挪威的动物生活，但也有大
量的动物在世界各地的一楼展出。这个博物馆很受家庭欢迎，但系统的一部
分也应该对更成熟的公众有兴趣。漂亮的咖啡馆在花园里。他们的网页是事
件信息的有用来源。

 +47 22 85 1630  www.nhm.uio.no/english/
visiting/exhibitions/zoo
logical/

 informasjon@nhm.uio.no  Sars' Gate 1,
Naturhistorisk Museum,
奥斯陆

 by Hans D.   

蒙克博物馆 

"广泛收集蒙克的工作"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于1944年去世后捐献给奥斯陆市，1963
年该博物馆专门建造。该藏品包含数千件蒙克的作品，其中包括他的一半画
作，所有尚存的版画，以及一些图形和一些传记项目。在地下室，一个信件
，照片和其他纪念品的展览给了画家的生活迷人的洞察力。提供导游。博物
馆内有咖啡馆蒙克和一个商店，从简单的印刷品到巨大的充气尖叫人物。

 +47 23 49 3500  munchmuseet.no/  info.munch@munchmuseet.n
o

 Tøyengata 53,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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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elge Høifødt   

维格兰博物馆 

"古斯塔夫维格兰的家庭和工作室"

这座建筑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奥斯陆市政府的指导下建造的，作为雕
塑家维斯特兰（Gustav Vigeland）的家庭和工作室。他在1943年去世后，被
重建为博物馆。他的大部分素描，草图，信件，雕塑和模型都在这里展出。
另外还有一系列来自Monolitten的Vigelandsparken的中央雕塑作品和建筑的
照片。维格兰博物馆的主要目标是展示一系列三维艺术，包括雕塑和录像作
品。一个小博物馆商店也驻留在这里。

 +47 23 49 3700  www.vigeland.museum.no/
no/ommuseet

 postmottak.vigeland@vige
land.museum.no

 Nobels Gate 32, 奥斯陆

 by Roede   

挪威文化历史博物馆 

"挪威历史"

诺尔斯克民俗博物馆（Norsk Folkemuseum）是一个拥有超过一个世纪历史的
真人大小的露天博物馆，拥有超过150个来自不同地区的真实建筑。建筑物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包括13世纪的Gol Stave教堂。常设展览包括有关手
工艺品，传统服饰和萨米人文化的部分。纪念品商店，咖啡馆和餐厅都位于
场地上。

 +47 22 12 3700  www.norskfolkemuseum.no
/

 post@norskfolkemuseum.no  Museumsveie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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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land   

伊曼纽尔维格兰博物馆 

"小，但令人印象深刻"

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Gustav Vigeland）不太知名的兄弟伊曼纽尔（Em
anuel）的前工作室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和陵墓的联合体。当你进入这个没有窗
户，教堂般的房间时，你的眼睛就会诡计多端，但过了几分钟，一道令人印
象深刻的墙壁和天花板的壁画就会被打破，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真正令人惊
叹的表现。

 +47 22 14 5788  www.emanuelvigeland.mus
eum.no/museum.htm

 post@emanuelvigeland.mus
eum.no

 Grimelundsveie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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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Jones   

滑雪博物馆 

"滑雪世界"

这是成立于1923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滑雪场和滑雪历史的博物馆。滑雪博物
馆坐落在Holmenkollen（享有独特的城市景观）的巨大滑雪跳台上，涵盖了4
000年的滑雪历史，包含了像Amundsen和Nansen这样着名的北极探险家所使用
的海盗滑雪板和滑雪板等展品。该博物馆还描述了挪威皇室对这项运动的兴
趣，并收录了皇家滑雪收藏。

 +47 22 92 3200  www.skiforeningen.no/ho
lmenkollen

 skimuseet@skiforeningen.
no

 Kongeveien 5,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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