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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本哈根 小美人鱼的故乡

“五月晴光照太清，四郎岛上话牛耕；樱花吐艳梨花素，泉水喷去海水平。湾畔人鱼疑入梦，馆

中雕塑浑如生；北欧风物今观遍，民情最美数丹京。”郭沫若在游遍北欧诸国之后曾经写下这样

一首赞美哥本哈根的诗。诗中寥寥数语，道出了哥本哈根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美人鱼雕像在海

边静静冥思，栩栩如生的动人风情。 

含情脉脉的小美人鱼雕塑是哥本哈根的标志(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哥本哈根是座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城市，充满活力、激情与艺术气息。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度过

了他的大半生，他的众多著作都是在这里进行创作。哥本哈根集聚着充满童话气质的古堡与皇宫

、乡村与庄园。从沉淀着古老历史的旧皇宫，到延续着皇族传奇的阿美琳堡宫，比邻坐落在这个

城市中。

人们赞誉哥本哈根为“北欧的巴黎”，因为这里与巴黎有许多相似之处，有许多宫殿、城堡和古

建筑。城市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有阿肯艺术中心、路易斯按娜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众多艺术

博物馆。从古老的古典艺术，到缤纷的现代艺术，都能在这里找到丰富的展示。 在一座城市里，

齐聚着古老与神奇、艺术与现代、自然与人文、激情与宁静，这就是哥本哈根，一个迷人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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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丹麦签证分为丹麦旅游签证，丹麦商务签证，丹麦留学签证等。

丹麦签证申请递交处：各地区总领馆

丹麦目前为欧盟成员国和申根协议国，中国游客赴丹麦均需在入境前办妥申根签证。除非签证上

特别注明，持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签发的申根签证可以在申根国家自由出入，但停留期总计不得超

过90天。办理申请签证时一般需提交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填妥的申请表格、护照照片、往返

机票、经济状况证明、邀请函等材料。

申请丹麦旅游签证的所需资料：

1、旅游团的成员名单，包括护照号码、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要求附有丹麦文或英文的翻译

件)；

2、详细的行程安排(丹麦文或英文)，包括具体往返中国的航班信息，以及团队欲下榻的每一个酒

店的名称、地址、电话传真和抵离日期，和每个旅游点间欲采用的交通方式等；由航空公司出具

的团队往返(中国-欧洲某地-中国)机票的预订确认单(要求附成员名单)；

3、旅游团领队姓名；

4、指定合作的欧洲旅行社的名称和具体的联络方式；

5、由指定合作的欧洲旅行社出具证明，确认旅游团行程安排中在欧洲的食宿交通安排将适用于每

一个成员；

6、每个成员需提供：一份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格，亲笔签名，一张护照相片。

7、每个成员需持有：护照，及距失效日至少还有90天的有效签证，护照首页的复印件； 8、每个

成员需持有：相应申根成员国境内的旅行保险(需和签证期限一致，不得少于30,000欧元，并承保

任何紧急医疗处理或因医疗原因遣返回国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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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每个成员需提供：资金担保，即银行存款证明；

10、每个成员需提供：工作单位或公司证明信(要求有公司地址、电话、传真，加盖公章，签字人

的姓名和职务)，需注明：- 成员的职务- 工资- 准假外出证明-

确认成员回国后，其工作关系不间断。

11、本条款所列1) – 5)项申请资料，需由备案的所属旅行社法人代表签名。

旅人提示：

1、所有申请材料都要有丹麦文或英文翻译；

2、 签证受理过程中，使领馆会根据需要，要求经授权的旅行社提供更多的资料或信息；

3、使领馆会根据需要，要求个别成员前来面试；

4、 即使上述申请材料全部提交，使领馆也不保证签证申请会被批准。

   

2、货币与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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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货币名称为克郎，简称Dkr。

1克郎=100欧尔

1克郎=1.1900人民币元

1欧元=7.45克郎

（以上为2011年10月份汇率）

纸币面值分50、100、200、500、1000五种。硬币分20、10、5、2、1克郎及50、25欧尔。丹麦虽未

加入欧元区，但大部分商店仍接受欧元。

银行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为10:00-16:00；星期四为10:00-18:00.在哥本哈根机场的银行营业时间较

长，也到晚上十点。此外，许多银行外的ATM机也可提取丹麦币的现钞。

   

3、电压和时差

电压：

丹麦电压是220V~240V/50Hz！

欧洲一般插口形式是圆柱行的，需要带一个插头转换器，或采用圆柱脚的插头。

时差：

中国与丹麦有7小时时差，3-9月是6小时时差。

 

 

 

   

4、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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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电话：

        丹麦的国际长途区号是0045，丹麦的电话费，特别是长途电话费，在欧洲地区是

比较贵的。很多公用电话只接受电话卡，电话卡可以在烟草店和报刊店或自动售卖机上买到。

2、移动电话：

        丹麦GSM的手机频率与中国相同，也是900/1800兆的，也可以机卡分离，所以中

国大陆带去的GSM手机可以在丹麦买卡使用，这样会使打电话回中国时节省费用。可以选择lebera

或其他公司的卡，费用大概在网上充值的话是0.59丹麦克朗每分钟，大概0.9人民币，没有月租，

不过直线与网上充值，其他公司的都有月租。

   

5、最佳旅游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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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每年春夏季（4-9月）是哥本哈根最佳旅游时间。此时温度适宜，天气晴朗，阳光充足，各大户外

节庆活动举行频繁，这是丹麦各大和各公共场所开放时间最长的季节。在这几个月里，游客可以

充分享受难得的长达整天的日照阳光，悠闲的逛街游览，不用担心商店和景点会早早关门。

冬季虽然十分寒冷，但在圣诞节期间来到哥本哈根，能享受到欢乐、浓郁的节日气氛，别有一番

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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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哥本哈根不可错过的Ｎ种体验

   

1、乘坐哥本哈根特有的“TAXI”游览城区

(图片由网友  @摊子的回忆  提供)

        在哥本哈根有一种特有的“TAXI”一定要体验一下，它是一种有两个座位的敞篷

车，由年轻健壮的车夫蹬踏板作为行驶动力，就像我们的“人力车”一样。哥本哈根的人力车生

意很红火，样式也不相同，有人在前面拉的，也有乘客坐在前面的；有造型简单的，也有用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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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做成的“豪华型”人力车。每辆车可乘坐两个成人加一个孩子。许多车夫把丹麦国旗挂在了

人力车上，然后载着游客在主要城区游览一番。

旅人提示：

乘人力车的价格远远高于出租车，40克朗起价，以后每分钟4克朗。他们每天都出车，通常游客可

以在大广场叫到车。

   

2、在古老的蒂沃利游乐园寻找最纯真的快乐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蒂沃利游乐园是丹麦游人最多的地方，是最受丹麦人宠爱的童话公园。各式各样的音乐、舞会、

马车和花卉是公园的娱乐特色。公园内的中国塔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这里还有座中国戏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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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上均仿照北京故宫戏台规格，台前屋檐下面，还横悬一块木匾，上书“与民同乐”四个大字。

  最不容错过的，还是每个周六晚上必定举行的最后一个节目——著名的蒂沃利烟火表演。一到

这时，这里就会成为烟花的世界，游人如织。

旅人提示：

要注意的是蒂沃利游乐园在冬季是不开放的，开放季节为4月中旬-9月中旬；10月10-19日；11月中

旬-12月30日。  地址在Vesterbrogade 3, 1630 Copenhagen V. 距离火车站很近，步行仅三分钟。

   

3、在安徒生生平博物馆寻访童话大师的痕迹

(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因为《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衣》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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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安徒生使丹麦冠上了“童话王国”的美誉。到安徒生童话的诞生之地，去触摸我们儿时的

美丽梦想，安徒生生平博物馆（H.C. Andersen Eventyrhuset）是绝不可错过的地方。博物馆是一座

红瓦白墙的平房，坐落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巷里。这里临街的一幢幢古老式样的建筑，使人感到

仿佛回到了１９世纪安徒生生活的年代。博物馆大厅有欧登塞和哥本哈根生活方式展，向里走便

是安徒生生平展，向游客描述了安徒生的童年、诗歌、曾经旅行过的地方、家喻户晓的童话世界

以及安徒生生平的各个方面。

旅人提示：地址位于R�dhuspladsen 57, 1550 K�benhavn。

   

4、前往嘉士伯啤酒厂参观顺便品尝美酒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嘉士伯啤酒是著名丹麦品牌。在嘉士伯啤酒厂（Carlsberg Brewery)参观学习，你可以了解丹麦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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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的历史，参观他们自称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酿造过程。还可以在商店购物或在2楼

的酒吧，开一瓶新制的啤酒样品，边享受醇美啤酒，边观看啤酒的生产流程，感觉比在一般的酒

吧更加新鲜和过瘾。这里的参观中心内设有啤酒历史展示面板和过去啤酒制作过程的实物演示。

旅人提示：

啤酒厂距市中心有一段距离，位于城市西部，乘坐西行的6A路公共汽车或是S-Tog在Enghave车站

下车即可到达。

   

5、在阿美琳堡中央广场观看岗哨换岗仪式

(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自从1794年起，阿美琳堡（Amalienborg Palace)就是丹麦王室居住的地方，它有个中央广场，环绕

广场的4座简朴的公寓，设有警卫岗哨，同著名的北京天安门国旗班一样，阿玛莲堡皇家守卫队训

练有素，军纪严格。穿着帅气的古军装，用整齐划一的步子与姿势，奏乐换岗。每天到这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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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外都被观众挤得水泻不通。值得一看。游客可以进到西北边公寓大楼的内部参观，里面有

皇室的大事记以及三个国王的书房。

旅人提示：阿美琳堡从哈苏水道步行5分钟可达，皇家守卫队换岗仪式通常在中午12点开始。

   

6、来一次运河游在水上欣赏哥本哈根

(图片由网友  @单眼皮的男生  提供)

游览哥本哈根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水上来欣赏它。在每年的4月至10月中旬，乘船在市内的运河和海

港游览是最好的时机，会多个语种的导游可用英语生动的进行解说。游程约50分钟，途经美人鱼

铜像、克里斯钦港和克里斯蒂堡宫。

旅人提示：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每小时发船一班，出发地有两个，Holmens教堂和新港。

   

                                               16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163&do=album&picid=42407&goto=down#pic_block


�������

哥本哈根：童话之旅
7、参观北欧知名的五星级性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摊子的回忆  提供)

丹麦是个开放的国家，比如女权主义，允许同性恋结婚，夜生活丰富等等。哥本哈根有一家名字

叫MuseumErotica的性博物馆，感兴趣的话不妨参观一下。这家性博物馆位于哥本哈根的商业街中

心往西的商街上，是欧洲的五星级性博物馆，里面分好几个厅，模型厅，图片厅，视频厅等等。

旅人提示：地址位于K�bmagergade

24，1150。票价记得大概在50-70丹麦克朗左右，成年人才可以进，小孩不让进。

   

8、在众多艺术馆里近距离观赏大师们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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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单眼皮的男生  提供)

哥本哈根艺术气息浓郁，有阿肯艺术中心、路易斯按娜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丹麦国家美术馆等

众多艺术博物馆。从古老的古典艺术，到缤纷的现代艺术，都能在这里找到丰富的展示。  城内

有二十多个博物馆和十多个公园。它有古老的城堡、雄伟的宫殿，大圆顶教堂，奇特的钟楼和艺

术雕塑。这些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每年约有上千万人到这里来旅游。

旅人提示：

哥本哈根多数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周一闭馆，门票都是免费的，个别的艺术馆平日收费但周日也都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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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本哈根的美丽景点

   

1、美人鱼铜像（The Little Mermaid）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这尊举世闻名的铜像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东北部的长堤公园（Langelinie）内，她静静坐在港口岸

边，神情忧伤，思念着她爱恋的人类王子，也思念着深海底下她的王国与亲人。美人鱼像塑造于1

913年，高约1.5米，基石直径约1.8米。由嘉士伯啤酒公司的创始人卡尔�雅格布森（Carl�Jacobse

n）出资，请丹麦雕刻家爱德华�艾瑞克（Edvard�Eriksen）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铸塑的

。根据故事原文，美人鱼整个下身都应该是鱼身，但雕塑却有一双人腿，直至踝关节。据说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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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人鱼模特的双腿太漂亮了，雕刻家实在不忍心用鳞片盖住她的腿。美人鱼雕像从1913年在长

堤公园落成至今的90多年，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流传着这种说法：“不看美人鱼，不算到过

哥本哈根。”，雕像已然成为哥本哈根的标志。

铜像一直劫难重重，曾多次遭到破坏与“断臂”、“斩首”的厄运，又每一次都能失而复得。她

的“劫难史”又给参观者增添了一层感慨与同情。

   

2、阿玛琳堡（Amalienborg）

(图片由网友 @摊子的回忆 提供)

阿玛莲堡王宫（Amalienborg）位于哥本哈根市区东部欧尔松海峡之滨，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

现任国王玛格丽特女王二世就居住在这里。哥本哈根也因为有女皇的居住，而被称之为“女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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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宫殿由著名的建筑师尼古拉�伊格维设计，在1754年至1760年期间相继建成，最后建造

成四座宫殿互相围绕，形成了一个八边形广场的格局。并于1768年，请法国雕塑家萨利为菲特烈

五世国王制作了一尊骑马铜像，安放在广场中央。在1794年克里斯钦堡被大火焚毁之前，这座宫

殿一直由几家贵族居住。皇室搬来后，这里就成为皇室的住所，一直到今天。如今，如果女王殿

下未出使他国，而是在王宫料理国事时，宫殿上方便会升起丹麦国旗。 

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包括宫中数间保留室内装潢的私人房间以及展示多件属于丹麦皇室的珍藏品的

克里斯钦三世府邸。没有比在皇家的宫殿中穿梭，能与王族如此接近的了，说不定不经意间就会

与哪位王子撞个满怀。

地址：Amalienborg Slotsplads，1257 k?benhavn

公交车站：Kongens Nytorn(700米)M1，M2

   

3、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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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位于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东南角，创建于1740年，是丹麦最大、

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永久性展品，包括大量埃及和罗马文物。馆内

陈列着冰川时期的遗迹、中世纪时的丹麦家具及海盗的器具，还有维京时代帐幕生活的实景、衣

装、武器和船舶等，以古代短剑和最有参观价值的铜像最著名。 

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是个值得观赏的景点。每年在此举办的展览会更是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如果

把两者相加，它的展品几乎涵盖了人类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全部历史。

网站：www.natmus.dk

门票：成人25克郎，儿童免费。逢每周三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m，周三10:00-21:00。逢每周一休息。

交 通：位于市中心，从市政厅广场过去步行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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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政厅广场（The City Hall Square）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市政厅广场（The City Hall Square）市政厅广场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步行街的另一头，与国王新

广场遥遥相对。这里是丹麦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心，广场上有0公里的起点，表示所有距哥本哈

根的距离都从这里开始测量。市政厅广场也是哥本哈根最古老的商业市场，具有800年的历史。每

到傍晚，许多商贩在广场摆上货物，向游客们兜售。

    广场的中心建筑市政厅建于1905年，由建筑师马丁�纽阿普设计，其建筑结合了古代丹麦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厅面积1500平方米，主要用于结婚典礼和官

方接待。

    市政厅正门左侧，有一尊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雕像。到访的游客都要与童话大师

合影握手，沾染一下大师的气息。

    登上广场内高110米的钟楼，就可俯览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容。在钟楼门的上方，人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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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著名的“世界钟”。该钟有13套机机械装置同时运行，显示全球各地时间以及各种天文时间

。

    丹麦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在市政厅广场举行。1945年5月，10万人在此聚集，庆祝丹麦从德国

的占领中解放。1992年夏天，丹麦国家足球队获得欧洲冠军时，也有10万人在此狂欢庆祝。

交通：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东北侧，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5、菲登斯堡宫（Fredensborg）

(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菲登斯堡宫（Fredensborg）菲登斯堡宫建于十八世纪初，菲登斯堡宫是女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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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宫。每年3月至10月，女王一家住在这里，七月份通常到国外休假。因此，7月份的下午1点至

5点对游人开放夏宫的一部分。1995年11月，阿历桑德拉王妃和乔基姆王子在菲特烈堡宫的教堂举

行婚礼之后，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庆典。

        从正门看过去，菲登斯堡宫给人的印象是雅致、开放，不象菲特烈堡宫和克隆堡

宫那样象座城堡，而象一座和平的农村庄园。从宫里可以看到丹麦第一大湖，伊斯鲁姆湖的绮丽

风光。王宫花园以许多大理石雕塑和菩提树大道而闻名。游人可在后宫游玩，尤其适合照相。

开放时间：7月下午1点至5点对游人开放一部分。

   

6、克里斯蒂安堡宫（Christiansborg）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克里斯蒂安堡宫（Christiansborg）最早建于1773－1775年间。当时的克里斯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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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国王为了享乐，将旧王宫（哥本哈根宫）夷为平地，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一座显赫、华丽、舒适

的新宫。由于此宫是克里斯蒂安六世国王的寝宫，故名克里斯蒂安堡宫。

        克里斯蒂安堡宫具有欧洲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自1849年起，克里斯蒂

安堡宫开始用作国会场所。现在的克里斯蒂安堡宫是丹麦议会所在地，因此也称为议会大厦。

开放时间：10:00-16:00；12月24日-31日，1月1日-3日关闭。 

门票：40克朗。

交通：1、2、6、8、9、10、28、29、31、37、41、43路公交车，Christiansborg站。

   

7、克隆堡宫（Kronborg Slot）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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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堡宫（Kronborg Slot）的原址是一座名为克罗的古堡（意为“隅角”），由于地处丹麦西兰

岛的尖端而得名。该堡建于1420年，对防止海盗肆虐，保护海上运输起过重要作用。

    丹麦国王菲德烈二世（1559～1588年）选中了这个高墙深壕，环境优美的古堡，决定用征

服的船只过境税将它改建为王宫。宫殿用沙岩石砌成，四周红砖墙环抱，一色的铜屋顶，雄伟壮

观。当时为北欧最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现在，克隆堡宫已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历

史博物馆，主要收藏大量挂毯，其中有些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名画瓷器等。其中较为

著名的有用羊毛和丝线织成的奥拉夫国王肖像挂毯，此毯是“百王像”系列挂毯中的一幅，王国

委员会厅中的挂毯也精美绝伦，堪称国宝。

    另外，莎士比亚一部不朽作品——《哈姆雷特》就是以克隆堡宫为背景创作的，克隆堡宫

也因而闻名遐迩。为此，人们在古堡外院的墙上塑造了一幅莎士比亚的浮雕像，以此作为纪念。

   

8、菲特列堡（Frederiksborg Slot）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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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列堡（Frederiksborg Slot）建于十七世纪的菲特列堡又称“水晶宫”，位于西兰岛北部、离哥

本哈根市约35公里处的小城海勒欧。这座宫殿于1625年落成，共有60个厅堂，是北欧现存的最显

赫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有“丹麦的凡尔赛宫”之称。 水晶宫的主城堡为三边型建筑。正面

和右翼是宫殿，左翼是教堂。城堡广场内有一座建于1888年的，以海神Neptune为主题的雕像喷泉

。 

    1876年热心文化事业的嘉士伯啤酒公司的创始人雅可布森为修复水晶宫捐赠了大部分修缮

费，并提出把水晶宫辟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878年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

在水晶宫建立。该博物馆收藏了丹麦16世纪以来历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其中还包括大量著名人物

的肖像画。古堡内的巴洛克时期花园于1996年经过一次重建，园中颇有名气的摆设包括四套黄杨

木制成的王室字母组、历史性的花卉和欢庆的小瀑布等。

门票：成人60克郎；儿童15克郎。

开放时间：4月1日至10月31日为10:00-17:00。其余时间为11:00-15:00。

   

9、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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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是通往著名的步行街的入口。这个古老的广场建于17世纪。广场中

央克里斯钦五世国王的骑马塑像是广场的标志，建于1688年，被称为“国王之马”。广场内座落

着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皇家剧院（the Royal Theatre）、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等著名建筑。

   童话大师安徒生与与国王新广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年轻时曾经在广场的酒窖街6号住过。

后来他又在位于酒窖街上的“北方旅馆”长期租用了几个房间。再后来，安徒生又与一个摄影师

一起在17号租了两个房间。所以，这个广场中有着多处安徒生的故居，想象着他就是在这里创作

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

        皇家剧院于1870年左右建成，著名的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就在这里演出。皇家艺术

学院建筑的前身，是克里斯钦五世国王的王后夏洛特�爱玫丽所居住过的夏洛特堡宫(Charlottenb

org Slot)。这是一座17世纪70年代的荷兰巴罗克式建筑物。今天，在这座广场最古老的建筑物内，

正培育着众多未来的舞蹈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地址：Kongens Nytorv，1050 K?benhavn.

公交车站：Kongens Nytorv（170米）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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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港（Nyhavn）

(图片由网友  @摊子的回忆  提供)

新港（Nyhavn）是一条人工运河，建于1669年至1673年，该运河将海水直接引进国王新广场。当

时建造新港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将海上交通引进城市中心，从而促进哥本哈根的经济发展。新港的

大多数房子是在300年前建造的。沿着运河两岸，一直是为世界海员所流连光顾的各种酒吧、餐馆

。其中还有不少经典之所，留下了很多名人遗迹，包括童话大师安徒生。

    新港9号的主人，是新港河道建造者巴戎的第11代孙。它曾经以“世界旅行者的沙滩旅馆

”而闻名，现在成为里欧纳�克里斯蒂纳饭店和伊斯弗约德航海公司所在地。

   新港11号曾留下诸多哥本哈根名人的足迹。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著名

的演员家庭——茹森凯勒一家。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到此造访。客人中包括瑞典歌手燕妮�

陵，她曾经是安徒生热恋过的情人。而它现在的主人是丹麦著名的灯具公司路易斯�鲍尔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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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新港的居民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安徒生。他在这里的多处房子都安过家。1834至1838

年，安徒生就住在运河右侧20号的公寓，在那里，他于1835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世界著名的童话

。1848至1865年，安徒生住在位于能晒到太阳的一侧的67号。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从1873至18

75年又一次住到了新港。这一次，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他住在与夏洛特堡宫位于同一侧

的18号。

   

11、国家美术馆（Statens Museum for Kunst）

(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丹麦的国家美术馆（Statens Museum for Kunst）收藏了一系列丹麦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尤其是19世

纪“黄金年代”的著名画家的作品，比如Hammershoj和Eckersburg的画就在美术馆旧馆中；玻璃

新馆中收藏了一些世界知名的现代艺术作品，像毕加索和蒙克，同时也有当代丹麦艺术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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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和周四至周日10am~5pm，周三营业至8pm。

   

12、蒂沃利游乐园（Tivoli）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蒂沃利游乐园自160多年前开业以来，就是丹麦游人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受丹麦人宠爱的

童话公园。首先，它的名字就十分有趣：把趣伏里公园的英文名字倒过来念，便是“I Lov(e)

It”，是不是十分浪漫？

    和迪斯尼乐园不同，蒂沃利有一种天真淳朴的传统魅力，尤其是夜幕降临后精彩绝伦的彩

灯展现着它们的神奇魅力时。游乐园内还设有20多条惊险程度各异的历险路线，可沿飞天干线浏

览安徒生童话故事里一幕幕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公园在冬季关闭，但在圣诞节期间，却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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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圣诞节应节市场，出售各种节日用品。

门票：成人85克郎，3-13岁儿童45克郎。

开放季节：4月中旬-9月中旬；10月10-19日；11月中旬-12月30日。  

开放时间：周日到周四：10:00-22:00，周五到周六10:00-23:00。

地址：Vesterbrogade 3, 1630 Copenhagen V.

距离火车站很近，步行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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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荐的饕餮之地

哥本哈根的传统菜肴讲究用料新鲜，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典型的菜式有猪肉丸、水煮鳕鱼配芥末

、脆皮烤乳猪、土豆炖牛肉以及牛肉汉堡配洋葱等。

      这里的乳制品也非常有名，黄油、干酪、奶油广泛地应用在各式菜肴中。还有丹麦的

嘉士伯啤酒更是世界闻名，尝一口新鲜的生啤，绝对畅快淋漓！

哥本哈根餐厅众多，在这里不用担心找不到好吃的，各种档次的餐厅数不胜数。

豪华大餐之米其林餐厅 

在哥本哈根，荣登米其林星级荣誉的餐厅有八家，其中一家为二星，其余为一星。

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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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丹麦唯一的米其林两星级餐厅。

地址：Strandgade 93 DK-1401。

Era Ora

米其林一星级著名的意大利餐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名人前来就餐。餐厅很小，没有招牌，但是

用餐需要提前预订，否则要排队等位。

地址： 33B, Overgaden neden Vandet

平民美食之开放式三明治餐厅

一个开放式三明治堆了新鲜的大虾和肉制品或用黄油煎炸的鱼片，上面于浇上当季新土豆和茴香

制作的酱汁。这就是丹麦最传统、普遍的午餐，也是丹麦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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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创始于1888年的单片三明治老字号。177种三明治每个50至150克朗。

地址：Store Kongensgade 70

营业时间: 周一-周五10:00-16:00；周六、周日不营业。

吉得客

单片三明治专营店，使用“皇家哥本哈根”的品牌餐具。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10:00-17:00 ；周六、周日不营业。

最佳零食之丹麦馅饼

香甜的丹麦馅饼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是丹麦人每日必备的早餐或下午茶食品。

是在步行街购物观光时理想的小憩之地。这里的丹麦馅饼品种丰富。

周一-周四 8:30-17:30；周五 8:30-18:00；周六9:00-17:00；10月-3月周日

11:00-17:00；4月-9月周日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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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哥本哈根住宿推荐

住宿

在哥本哈根住宿，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你的酒店，从奢侈的豪华酒店到一般的城市宾馆，总有一

家能够符合你的需求。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这里的住宿价格比较贵，评价旅馆一般位置稍远，

价格相对便宜，中档的旅馆大都在700克朗以上，豪华酒店价格虽高，但无论地理位置还是环境都

非常好。

平价旅馆

Cab Inn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100-300克朗/间，就在运河旁，离主要的购物街道，大教堂，还有火车站都很近，缺点是房间面积

比较小。

电话：33 46 16 16

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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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克朗/间，哥本哈根最好最新的青年旅社，可以俯瞰海港。从中央火车站出发，不行一小段路

就能到达。

电话：33 11 85 85

中档旅馆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DEKO

就在中央车站的侧门边，因为价格比较合理，700克朗/间，有提供租住早餐，所以常常客满，建

议提前预定。

高档酒店

万豪酒店

位于市中心，距离中央车站只有2分钟路程。

地址：Kalvebod Brygge 5 1560，Copenhagen。

FIRST VESTERBRO

靠近趣伏里公园和市政厅，位置极佳。

地址：Vesterbrogade 23-29,，Copenhagen。

                                               38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23&do=album&picid=42385&goto=down#pic_block


�������

哥本哈根：童话之旅
SCANDIC PALACE

(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酒店坐落于蒂沃利花园（Tivoli garden）正对面，邻近市政厅以及主要购物区，距中央火车站仅五

分钟路程，是哥本哈根市内最靠近市中心的酒店。

地址：RAADHUSPLADSEN 57 DK 1550 COPENHAGEN DENMARK

电话：45-33-14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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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哥本哈根交通

   

1、航空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作为北欧地区最重要的空中交通枢纽，有6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

使用该机场，北欧航空公司(SAS)经营的中国飞往丹麦的航线有北京（每周7次）和上海（每周6次

）两地，直飞哥本哈根机场。   

        机场位于市区东南10公里的卡斯楚普(kastrup)，建在厄勒海峡边上，从哥本哈根

市中心乘坐火车只需12分钟，每小时发车6班，24小时不间断发车，单程票价28.5丹麦克朗。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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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从市中心到机场的费用约190-250克朗之间。

   

2、铁路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哥本哈根的铁路交通非常发达，来往各城市间都可以乘火车，游客可以买3日和7日通票，或者哥

本哈根卡，比起单次乘坐要实惠不少。火车站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交通便利。      

   从哥本哈根出发到达国内各城市火车车次很多，基本不需要提前买票，直接到车站等车即可

。在平时一般从早5:00运营至00:30，周末的时候早上首班列车发车时间会比平时晚一些。

一些铁路优惠折扣有以下这些：

ScanRail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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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可以在15天或者20天有效期内，乘坐

火车进行北欧四国五日游，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www.scanrail.com          

团队折扣

        8人及8人以上团队一起乘火车即可享受团队折扣，需提前预订，最晚预订时间是

出发前一天下午3点。

   

3、公路

长途汽车主要是通往无法乘火车和飞机到达的中小城镇。车站也是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对于

一般游客而言，最主要的线路有以下几条：

        882路：哥本哈根－兰讷斯－Hobo－日德兰半岛

        866路：哥本哈根－奥胡斯－奥尔堡

   

4、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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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市内自行车被称作“Citybikes”。它让游客根据自己喜欢的节奏畅游哥本哈根。游客可以

在哥本哈根110个自行车租车点中的任意一个留下20克郎的押金，来租用一辆自行车，并可在任何

一个点归还车辆，取回押金。它是哥本哈根最普及的交通工具。 游客也可以选择参加有导游引路

的自行车游览团。全年无休，但需要预定。两个半小时的游览，每人220克郎起价。

预定信息：City Safari

电话：0045-33239490 www.citysafari.dk

   

5、出租车

哥本哈根的出租车收费是起步费24克郎，周日白日收费每公里10.2克郎，夜晚和周末收费每公里12

.6克郎。大部分出租车接受信用卡支付。

   

6、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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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的地铁交通开发得较晚，但发展迅速。游客可以乘坐地铁从哥本哈根市区（Kongens

Nytorv)到阿里斯塔德站（Field's)——北欧最大的购物中心进行痛快淋漓的购物体验。

   

7、巴士观光

(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乘坐巴士游览哥本哈根市区。每年的运营时间为5月15日-9月 每日班次为9:30, 11:30,

13:30。1小时30分的行程价格为每人130克朗。

水上巴士： 随叫随停。沿哥本哈根运河从美人鱼雕像至 Fisketorvet

购物中心环线游，共在16个站停留。分为1日票和2日票。时间为每日 9:45-17:5

每30分钟一班。一小时的行程，价格为每人30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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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本哈根购物及特产

哥本哈根可称得上是北欧的购物天堂，艺术品、化妆品和服装都独具特色。丹麦商品的特点是简

单、整齐、优质、实用。几乎所有丹麦商品都被打上了这个标签。

皇家的瓷器Royal Copenhangen，品牌银饰Georg

Jensen、还有丹麦深海特色的深海美容用品，以及剪纸等艺术品都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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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假面的告白 提供)

    在哥本哈根购物的首选地点，绝对是步行街。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适合各个层次的商品

应有尽有。步行街上进驻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皮革时装商店，Birger

Christensen；丹麦图案精美的手工编织毛衣也非常有名，步行街上的毛衣市场（Sweater Market）

是当今欧洲最大的编织服装店。在“ILLUM”商场，有着许多世界顶级品牌，是奢侈一族的购物

胜地；而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购物中心“Fields”，则属于大众消费水准的百货商场。

营业时间：大型商场和超市一般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四的9:00－19:00，周五下班较早，周六只

营业到14:00左右，周日和其它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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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哥本哈根特色节日

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哥本哈根也有众多丰富多彩的节日，丹麦人开朗、幽默的性格也许与他们

这些节日有关。

狂欢节

(图片由网友  @单眼皮的男生 提供)

    每年5月初，一年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开幕，热爱艺术的人们走上街头参加娱乐活动

，音乐演出和各种表演层出不穷。

仲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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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单眼皮的男生 提供)

   

6月底的仲夏节是丹麦的全国性节日，人们通常会举办热闹的篝火晚会或者各种舞会来庆祝。

爵士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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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摊子的回忆 提供)

    7月，享誉世界的大型音乐节隆重开幕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停靠在运河中，所有的人们都

举着啤酒庆祝，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超过850场音乐会在哥本哈根的各个剧场、音乐

厅，甚至街头巷尾和广场花园展开。

烹饪节

    8月底的烹饪节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的烹饪盛会之一，节日的目的在于弘扬北欧的烹

饪方法和传统，人们可以在节日期间到各大餐厅品尝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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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行程

哥本哈根的面积不大，两天的行程不赶时间，可以慢慢体会这里的美丽。

第一天

从港口的长堤海滨开始，先参观美人鱼像，这座美人鱼像几乎已经成了哥本哈根的象征，看到她

你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童话国王了，宏伟的盖费昂喷泉距离不远，这是由丹麦雕塑家昂拉斯

�蓬高（Anders Bungaard）根据西兰岛的传说，花费十年时间于1908年塑造完成的，雕像栩栩如

生，再加上那个动人传说，另人神往。

临近中午时分来到阿玛莲堡宫，这里每天中午12点举行皇家守卫队的换岗仪式，穿着帅气的古军

装，用整齐划一的步子与姿势，奏乐换岗。这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现任国王玛格丽特女王二

世就居住在这里。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包括宫中数间保留室内装潢的私人房间以及展示多件属于丹

麦皇室的珍藏品的克里斯钦三世府邸。

游览完这座女王宫殿后，来到新港做一次运河之旅，这里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其中就有丹麦

最著名的安徒生。从新港出来后，可到达丹麦国家博物馆，参观了解丹麦及世界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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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今天的安排轻松自在，早上从国王新广场出发，来到步行街，一路尽情购物与参观走完步行街，

也就到了午饭时间，步行街上有形形色色的餐厅，解决午饭不成问题。

然后，进入哥本哈根的“心脏”－已有800年的历史的市政厅广场， 登上广场内高110米的钟楼，

就可俯览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容。在钟楼门的上方，人们可以看到著名的“世界钟”。

从市政厅步行不远，即可来到著名的趣伏里公园，这里是丹麦游人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受丹麦人

喜爱的童话公园。每个周六晚上必定举行的烟花表演一定让你流连忘返。

                                               51 / 55



�������

哥本哈根：童话之旅
  

十一、旅人提示

(图片由网友  @阿拉伯的故事  提供)

1、旅游咨询

哥本哈根旅游信息中心（Wonderful Copenhagen Tourist Information）：

位于中央车站和趣伏里公园对面。

电话：0045-70222442。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10:00am-4:30pm；周六、日及节假日休息。

2、哥本哈根卡

哥本哈根卡（copenhagen card) 的用户可以免费访问大哥本哈根地区60多个博物馆和旅游点，还可

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火车、地铁。另外，在“哥本哈根卡”成人用户陪护下，两名9岁以下的儿

童可以免费乘坐以上交通工具。用户使用“哥本哈根卡”时，在租车、参加游览活动时享有折扣

，还可以得到英语、德语和丹麦语的“哥本哈根卡”综合指南，其中包含一张城市地图和博物馆

、景点的详细信息。

此卡分为两种：

72小时卡：可用于进出市内70余处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无限制地搭乘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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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29丹麦克郎（10至15岁儿童249丹麦克郎）。

24小时卡：可用于进出市内40处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无限制地搭乘市内公共交通工具

，售价为19丹麦克郎（10 至15岁儿童129丹麦克郎）。一位成人可以免费带两名10岁以下儿童。

3、紧急电话

火警、警察或救护车均可拨打112。公共电话上拨打这些紧急电话均为免费。其他事情，去位于H

almtorvet 20的警察局，电话：33-25-14-48。。

PS：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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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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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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