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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ikijuanma   

卡尔Johans门 

"购物和观光"

这是奥斯陆的主要街道，从中央车站通往宫殿的步行区。游客们可以在街上
无数的水井旁观看世界，或者沿着路上的人群，过去的街头小贩和艺人，穿
过议会，国家剧院，大酒店和大学。拥有数百家不同的商店，街道也是购物
狂的圣地。议会和国家剧院之间的公园在冬天变成了溜冰场。

 +47 8153 0555 (Tourist
Information)

 info@visitoslo.com  Karl Johans Gate, 奥斯陆

 by aikijuan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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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n Hinchcliffe   

的Kvadraturen 

"旧的Christiania生活在"

Kvadraturen是克里斯蒂安四世城镇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的核心
，建于奥斯陆（Oslo）城镇于1624年被烧毁之后建成。直到三百年后，该城
市才被重新命名为奥斯陆（Oslo）。克里斯蒂安尼亚·托夫广场上的雕塑象
征着国王的话，当他决定“新的城镇将躺在这里”。国王的雕像可以在Stort
orvet上找到。 Kvadraturen酒店在Statholdergaarden餐厅提供精美的餐饮
，在Celsius提供地中海菜肴或在Brasserie
Hansken餐厅享用现代优雅的餐点。

 www.visitoslo.com/en/product/?TLp=181186  Kvadraturen, 奥斯陆

 by MartinStr   

观光游览 

"乘船游览观光"

乘坐观光船游览船和教练组织美妙的观光游览。您可以在峡湾（50分钟）乘
坐迷你邮轮进行全天游览，也可以乘坐小船和长途汽车进行全天组合游览，
覆盖奥斯陆的大部分景点和地标。有每个人的旅游！所有的行程都从市政厅
前的3号码头出发。这个季节从五月到九月。价格因旅游而异。有关时间和价
格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他们的网站，或者索取小册子。

 +47 23 35 6890  www.boatsightseeing.com  sales@boatsightseeing.co
m

 Rådhusbrygge 3,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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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h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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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ichman.no  postmottak.deichman@kul.
oslo.kommune.no

 Arne Garborgs Plass 4,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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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ffern   

Aker Brygge 

"充满活力的海滨场景"

阿克斯·麦卡尼斯克·维克斯特德（Akers Mekaniske Verksted）位于市政
厅下的海滨老厂房已被改建为奥斯陆最受欢迎的购物和夜生活场所之一阿克
尔·布里奇（Aker Brygge）。有地方吃饭，购物，艺术画廊，剧院，IMAX和
一个普通的电影院。沿着海滨散步是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午后的好方法。乘
坐10或15号电车，或从阿克斯胡斯城堡走过一个儿童游乐区和众多的冰激凌
摊点。

 +47 22 83 2680  www.akerbrygge.no/  Aker Brygge,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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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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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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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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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aglin   

Bygdoy半岛 

"海滩，博物馆或漫步"

Bygdy是一个为大家提供休闲活动的半岛。这个城市的许多博物馆都坐落在这
里，你可以轻松地花一整天去探访他们。 Vikingskiphuset是必须的。也有
很棒的海滩，非常适合游泳和晒太阳。你可以看到国王的农场，或者访问一
个被前国王用作夏宫的小城堡。或者，在这个富裕的住宅区（前总理格鲁·
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的所在地）的许多宏伟的房屋
中漫步。夏天到达的最佳方式是从市政厅门前的码头乘渡轮。
30路公交车将在一年四季到达那里。

 +47 8153 0555 (Tourist
Information)

 info@visitoslo.com  Bygdø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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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lak Raanes   

Sognsvann湖 

"受欢迎的湖泊和远足区"

Sognsvann湖及其周围的乡村，是夏季和冬季城市居民出游的最受欢迎的选择
之一。在最热的月份里，这个湖是非常适合游泳和沐浴阳光的，当湖水在今
年晚些时候结冰的时候，它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天然溜冰场，深受各个年龄段
的滑冰爱好者的欢迎。 Sognsvann是地下的Sognsvann分支的终点站，因此无
论您是从市中心还是从Majorstuen出发，都很容易到达。有标记的小径让你
直接进入树林，有各种短程和长途的选择。在冬天，现在被雪覆盖的同样的
路径被用于越野滑雪。

 +47 815 30 55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oslo.com/en/pr
oduct/?TLp=181560

 info@visitoslo.com  Nordmarka,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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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museet@skiforeningen.  Kongeveien 5,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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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nkollen no

 by Sigurd2010   

霍尔门科伦教堂 

"日志教堂"

这间小木屋精美地坐落在霍尔门科伦滑雪跳台的小山湖旁边，由建筑师Holge
r Sinding-Larsen于1903年设计，采用受中世纪木板教堂启发的民族主义风
格。它的建立可容纳300名学生，但现在的会众更可能由这个高档社区的优雅
居民组成。教堂是受欢迎的婚礼。事实上，实际的教会实际上是1996年制作
的，原来几年前在火灾中被烧毁的。

 +47 2322 2000  www.kirkesok.no/kirker/Holmenkol
len-kapell

 Holmenkollveien 142,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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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foreningen.no/ho
lmenk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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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more.no/oslo/  info@oslovinterpark.no  Tryvannsveien 64,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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