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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芬兰：波罗的海的女儿

“信是千湖国，港湾分外多，森林峰岭立，岛屿似星罗。”这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

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芬兰时留下的美妙诗句。

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芬兰共和国素有“千湖之国”的美誉。这里的水，塑造了芬兰人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被水“涵养”着的国度，波罗的海的蔚蓝拱卫着它，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润泽着它。

“千湖之国”的美景，只有身临其境，才会生出由衷的羡慕。 

芬兰图尔库(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千湖之国”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去日不落城赫尔辛基享受一天20小时的日

光，古都图库尔欣赏古老建筑，坦佩雷寻找美丽自然风光，芬兰所给你的惊喜远不止这些！漫游

在这样一个国度，您将收获更多惊喜：在拉普兰，成群结队的驯鹿将与您不期而遇；在罗瓦涅米

，您可以探访圣诞老人的家，领略原汁原味的圣诞风情，您也可以驶入芬兰东部的千湖世界，沉

醉在优美的湖光中；您还可以感受夏季漫长的白昼和冬季无尽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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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芬兰的大部分地区的旅游旺季的6月-8月此时白昼时间长，气候温和是游览好时节。此外12月份是

前往芬兰北部看看雪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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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签证领区划分：

北京领区：除上海，广州领区之外的其他省份

上海领区：安徽、江苏、江西、上海、浙江

广州领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

香港领区：香港、澳门

旅人提示：不可跨领区申请

受理时间

芬兰使馆签证受理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1：30

申请资料：详见旅人提示。

签证注意事项

1、如果有旧护照必须提供；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挂失的报案手续单或本人写的详细的

丢失说明

2、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出行

3、芬兰使馆拒绝接收曾有拒签记录的客人

4、面试：芬兰申请签证时可能会要求客人面试

旅人提示：

1、曾被任何国家拒签过的客人，请提供拒签说明，此说明可以是使馆的拒签信，也可以是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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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写的说明，中英文均可

2、使馆有权在受理签证时抽取申请人到使馆面试，或要求申请人回后到使馆面试销签

3、使馆对户口本上身份为农民的申请人审查较为严格，拒签率高

相关单位：

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办公处：光华路1号北京嘉里中心南塔楼26层

电话：010-85198300

传真：010-85198301

网址：www.finland.cn

芬兰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办公处：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3309B－12室510613

电话：020-38770188

传真：020-38770288

芬兰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芬兰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办公处：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号中信泰富广场2501-2505

电话：021-52929900

传真：021-52929880

芬兰香港总领事馆

办公处：2405至08年套房，24楼，大新金融中心，湾仔告士打道108号，香港

电话：+852-2525 5385

电子邮件：sanomat.hng @ formin.fi

   

2、海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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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乘客严禁携带危险品入境。对中药也有严格限制。准许携带1000毫升白酒入境，不准

携带植物。需要注意的是，通过边检后即是海关，有绿、红两条通道，绿色是无申报物品通道（

NOTHING TO DECLARE红色是有申报物品通道(DECLARE）。海关有时抽查绿色通道旅客，如

发现须申报的东西没有申报，将会受到处罚。

从其它欧盟国家前往芬兰的旅客

，可以携带下列数量的免税含酒精饮料及烟草入境，作为礼物或者私人使用。

含酒精饮料：

1公斤烈酒（酒精含量超过22%）及3公升餐前酒或有汽酒（酒精含量低于22%）及5公升其它酒类

及32公升啤酒。

烟草：

300支香烟或150支小雪茄或75支雪茄烟或400克烟草。

从欧盟以外地区前往芬兰的旅客

，可以携带下列数量的免税含酒精饮料及烟草入境，作为礼物或者本人或其家庭使用。

含酒精饮料：

1公升烈酒（酒精含量超过22%）或2公升餐前酒或有汽酒（酒精含量低于22%）及2公升其它酒类

及16公升啤酒。

烟草：

200支香烟或100支小雪茄或50支雪茄烟或250克烟草。

香水：

50克香水或0。25公升花露水。

茶及咖啡：

100克茶叶或40克茶精及500克咖啡或20克咖啡精。

年满二十岁或以上人士，可携带烈性酒精饮料入境；年满十八岁或以上人士，可携带低酒精含量

的饮料（酒精含量低于22%）入境；年满十七岁或以上人士，可携带烟草制品入境；年满十五岁

或以上人士可携带咖啡或咖啡精入境。

食品

旅客或其家人若从欧盟国家携带乳制品、鱼及鱼制品、肉类及肉类制品入境供本人或其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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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受任何限制。旅客若从欧洲共同体以外地区入境，则只能携带少于1千克的乳制品及蛋制品

、少于1千克的鱼类及鱼类制品：至于肉类方面，若欧盟以从原产地输入这些肉类，旅客只能携带

少与1千克来自这些原产地的肉类或肉类制品入境。

货币规则

芬兰对旅客的货币进出都不施加任何限制。

汽车

芬兰对旅客驾驶的临时入境车辆不施加入境税，持外国驾驶执照的旅客，其执照有效期为一年。

宠物

旅客可携带猫狗入境，但这些宠物必需接受狂犬病的防疫注射。旅客必须在其出境低内，向有职

业资格的兽医为其宠物开具有关的防疫注射证明书，证明该宠物在进入芬兰时，至少在30日前，

以及十二个月内已接受狂犬病的防疫注射。证明书必须显示所注射的狂犬病疫苗的名称及批号。

文件/证明书所用语言必须为英语、芬兰语、瑞典语或德语。猫狗若从无狂犬病史的国家入境，而

且在前往芬兰的途中没有经过有狂犬病的地区，则无需出示上文所提及的防疫注射证明书。

旅客携带猫狗入境时，须持有兽医开具的证明，证明该宠物在进入芬兰值钱30天已被注射适宜剂

量的含吡喹酮的药剂，可抵抗绦虫引起的包虫病。

频临绝种动、植物

旅客携带任何频临绝种的动、植物品种及其制成品出入境，必需出示许可证。

药物

没有有效的许可证，旅客禁止携带药剂制品及部分有毒药品入境，亦禁止携带麻醉剂及放射性物

质进出境。不过，旅客可携带少量自用药品入境。

旅人提示：除了上列及本身的个人行李之外，旅客亦可携带价值175欧元以下的私人物品入境。

   

3、货币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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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自2002年起开始使用欧元，纸币的面额是5欧元、10欧元、20欧元、100欧元和500欧元；硬币

的面额则有5分、10分、20分、50分、1欧元和2欧元。在芬兰可以在银行进行兑换旅游支票和现金

，大的城市中还有独立的货币兑换机构FOREX，汇率通常比银行低一些。

银行卡

芬兰的很多地方都接受银行卡的消费，ATM机在芬兰的名字是Otto，很常见即使在小村子也能找

到。

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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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小费只给予酒店及餐厅的门童和服务生。大部分酒店和餐厅的服务费已经包括在帐单

内。不需给理发师、美容师和出租司机小费。

   

4、其他须知

工作时间：

Alko（国家酒业商店）：周一至周五9：00-20：00，周六9：00-18：00

银行：周一至周五9：15-16：15

酒吧：11：00-01：00

餐馆：11：00-22：00

商店：周一-周五9：00-17：17：00

上网：

在邮局提供有免费的上网终端，许多旅游局也提供上网终端（15分钟），此外在芬兰的无线网路

覆盖很广。

移动电话：

在芬兰打电话最便宜的方式是购买芬兰sim卡，芬兰的手机制式为gsm900/1800，出游前可咨询您所

使用的网路的运营商是够兼容。

电话服务：

若想拨打本地或长途电话，可以到电话亭、酒点和邮局等。多数公用电话使用慈卡，电话卡可以

在报摊、芬兰通讯服务公司及部分邮局购买。若致电到国内，请先拨0086，后拨区号（冽如：北

京为10，上海为21 ），再拨所需号码。

插座：

芬兰的电力供应为50赫兹的220伏特（230伏特）的交流电，用的是欧洲标准的双孔式插座。

邮政服务：

邮政的服务时间一般是星期一至五，然而有些在周末也照常营业。邮件贴上邮票后便可以投入黄

色邮筒内。购买邮票可到邮局、书店、报摊、书报亭、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

邮局待领服务：

在赫尔幸基的中央邮局提供这项服务，地址：服务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时到晚上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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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日为早上10时至下午6时。其它城镇的中央邮局也提供此项服务。

出租车：搭乘出租车的方式：电话订车，出租车站或在街上随时招手示意。

时差：

芬兰的时间较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快两小时。芬兰标准时间比中国标准时间滞后6小时。夏令时相差

时间为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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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芬兰的最棒体验

   

1、静候北极光 凝望灵狐起舞的流光魅影

(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芬兰北部靠近极圈，夜间常会出现灿烂美丽的光辉。它轻盈地飘荡，同时忽暗忽明，发出红的、

蓝的、绿的、紫的光芒，这绚丽的光芒就是极光。而北极光是怎样形成的？萨米族的民间传说给

出了一个奇幻的答案。北极光源自一只灵狐。当这只狐狸在夜空中奔跑时，无数火花从其尾巴上

飘洒而下，发出夺目光彩辉映天穹，因而形成北极光。现代芬兰词汇"revontulet"（意为灵狐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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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自这个美丽的传说。

旅人提示：漆黑的夜晚和明净的天空是看到北极光的先决条件，因此，晚秋、冬季和早春（9

月到 3 月）是观赏北极光的最佳时节。

   

2、摇曳在“千湖之国”的湖网中 感受北欧的柔情

(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北欧的芬兰有时被称作“千湖之国”，不过这种说法可有点保守哦。据计算，芬兰共有约1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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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湖泊，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芬兰全国，尤其是东部区域遍布着迷宫般的内河航道，以及大量

海湾、岬角和岛屿，这些河道在百转千着后有时还汇入更广阔的水域。在这些湖泊之间以河流、

海峡和运河相连的水道中，无论是独木舟，还是老式轮船，任何一种船只都能带您四处畅游。在

这婉如迷宫的湖泊网络中穿梭，不禁让您感受到这一份属于北欧的水乡柔情。

   

3、在芬兰你到圣诞老人的家里做客了吗？

(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坐落在北极圈的圣诞老人村是世界万千圣诞迷梦想探访的胜地。圣诞老人的家乡就在芬兰拉普兰

地区的罗瓦涅米。传说他居住在扣瓦山的（Korvatunturi）深山里，从那里来的正宗圣诞老人时常

会在圣诞老人村接见各地来访的游客，你可以在这里和正宗的圣诞老人合影哦。在这里，除了可

以买到邮票信封之类的圣诞精品，还一定要从这里给您的亲朋好友寄出去圣诞贺卡，但一定要把

信投入到邮局内的红色邮筒，以证明您是在圣诞节之前到达的这一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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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此外，来到圣诞老人村，不要忘记挎着地上的北极线（北纬66度33分）拍照留念，为证明你的 「

创举」，你还可买一份「北极圈证书」以兹证明。该证书备有多种文字版（包括中文），供您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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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4、静静地聆听音乐 领悟这与灵魂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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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遥远的阿根廷有种说法：“音乐是和芬兰人的灵魂对话。芬兰探戈总是音调低沉，它讲述逝去的

爱情，还有永远消失在森林中的一个家族的忧伤故事。”渴望和忧郁的感觉，甚至还有些许的黑

暗，这些在早期的芬兰音乐中即挥之不去。从战后那个年代的歌手到现代流行艺人，对于忧心忡

忡的表演者诉说的生活中的艰难与悲愁，芬兰观众从来都是自然而然地感同身受。音乐对于芬兰

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夏季整个芬兰处处都有精彩的音乐活动，从伤感的芬兰探戈到激

动人心的交响乐再到具有穿透力的重金属打击乐，各种音乐形式应有尽有。不论您是否是一个音

乐迷，芬兰的音乐都将让您体验最棒的听觉盛宴。

   

5、独特的萨米文化让你体验极地的土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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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萨米人(Sami) (又称拉普兰人 Lapps) 是居住于北方极地的土著民族。按远古石头上的刻划图案所显

示的考古证据，萨米人约在一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完结后，已迁徙到该处居住。萨米人的深蓝捆红

彩花边的传统衣饰、精美毛皮制品和小刀、皮鼓等工艺，今日已被人们认定为最能代表北方极地

的独特色彩。萨米人搭建的锥型蓬帐，饲养驯鹿的优良技术，原始的语言都是您不可不看芬兰风

情。

   

6、芬兰原始森林里的惊险观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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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芬兰不仅是湖泊的王国也是森林的国度。这里的森林可谓延伸到了这一国家的每个角落。您行走

在芬兰东部的原始森林里的时候，也许您不曾知道神出鬼没的北方兽王——“熊”也在这里游荡

。也许就在某个时刻，一只狐狸在远处跑过空地，一只金雕落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上，突然北方的

兽王嗅着空气中的气息，摇晃着长满浓密长毛的脑袋就出现了。在熊的领土上亲眼见到这个令人

生畏的动物，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时刻。

旅人提示：熊的出没时间不确定，此外熊属于危险动物切不可惊扰它的活动。

   

7、在芬兰不要错过最恩爱的“背媳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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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她一点都不沉，她是我妻子”一位参赛者的感言。

让妻子趴在你的肩上，抓住七子的双腿拼命的狂奔。不要以为这是纯粹力量的比拼，这可是世界

上最恩爱的比赛——“背媳妇比赛”。这是一段253.5米的障碍泡比赛，比赛时丈夫要背着妻子跨

国重重障碍来抵达终点。胜利者可以获得和妻子体重一样重量的啤酒，当然还有世界背妻锦标赛

冠军的荣誉称号。如果您也想参赛的话，只需要缴纳50欧元的报名费就可以参赛。

旅人提示：举办时间每年7月，举办地库奥皮奥北部的Sonkajarvi，比赛网址：www.somkajarvi.fi

   

8、在桑拿的鼻祖芬兰 体验冰火两重天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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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没有什么比桑拿浴更能代表芬兰的传统和文化了，几百年来桑拿房就是一个洗浴、冥想在寒冷冬

天取暖甚至是生孩子的地方。桑拿习俗源自芬兰，后来世界各地也将此享受引入自己的国家，不

过风情却始终不如芬兰的正宗。来芬兰旅游，也一定要特别抽时间试一试传统芬兰桑拿浴的滋味

。在芬兰享受蒸汽浴，有一套沿用已久的习俗。进桑拿房前先淋浴，进入桑拿房后就用一个长柄

勺将水扬到炉子上制造水蒸气，有时还会用白桦树的枝条和叶子轻轻拍打身体促进血液循环。等

热得差不多了就去冲了冷水澡，或者直接跳到湖里或是池塘中，在冬天更可以直接跳到冰上凿出

的洞里，体验冰火两重天的刺激。

   

9、北国冰雪中的极致浪漫——“雪之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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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在冰蓝雪白的冬日芬兰，在北极线以北的极地，在每年都在建设浪漫的冰雪城堡。城堡向来是浪

漫的象征，在世界上能与雪之城堡匹敌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这里可以说是结婚、度蜜月的佳处。

此外很多人来这里仅仅是为了一览这栋多层建筑里的神秘灯光，以及将童话现实化的唯美装饰。

置身雪之城堡被晶莹澄澈的世界包围，倾听内心柔软的声音，让人感受从未有过的浪漫⋯⋯

   

10、上帝的馈赠“午夜阳光”您可曾欣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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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想象一下，您坐在湖边，伸手去拿书。虽然已是将近午夜，但周围还是朗朗白日。或者，您刚从

午夜的酒吧离开，却发现太阳早已高高升起，让您来不及睡上一觉。不要吃惊，这是神奇自然的

馈赠“午夜阳光”。芬兰的夏季是如此的热情四溢，就连太阳都不愿入眠。盛夏时节，芬兰北部

的太阳好几个星期都会一直高悬天空。即使在南方，“黑夜”也只是黄昏的延长，而不是真正的

黑暗。在日落之前就进入梦乡的超酷感觉快来体验吧。

午夜太阳时间表： 

   

11、漫步在波尔沃的鹅卵石街道上感觉时光的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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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迷人的中世纪小镇波尔沃是芬兰第二古老的城市（始建于1346年），整个小镇依坡而建，街道蜿

蜒曲折、小巷曲径通幽，古老的庭院和低矮的木屋错落有致，这里现在还仍旧保持着中世纪面貌

。城内有3个特色区域：老城区、新城区和19世纪帝国区，其中帝国区是俄式风格，建于俄罗斯沙

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老城区里有成群的房屋和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以及河边美丽的景色。日落时

分色彩鲜明的老建筑非常漂亮，让人仿佛感觉时间已倒回了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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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芬兰美景

   

1、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是一座文化城市，充斥着纯自然设计。 赫尔辛基大教堂的白色尖顶高耸入云，衬着蓝天

，为前来游玩上议院广场的游客提供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地居民聚集在上议院广场庆祝新年

（即芬兰独立日，12 月 6 日），并在大教堂的台阶上享受着和煦的阳光。

奇亚斯玛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国会大厦对面，由著名建筑师 Steven Holl 所设计，是一座极富曲线美感的纯

白色建筑，本身就是一件经典的展品。博物馆里的藏品主要为1960年以后的现代艺术作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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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多媒体及其它藏品。除了固定的展览外，奇亚斯玛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还定期举行各种不同

主题的专题展览以及文化活动。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剧场，举办音乐会等艺术表演。

门票：5.5欧元

地址：Mannerheiminaukio 2， 00100 Helsinki

电话：358-9-17336501

开放时间：10：00-20：30

休息时间：周一闭馆

芬兰国家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这是芬兰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展出史前及考古学上令人震撼的发现、教堂文物、拉普人历史及文

化展品等。屋顶还有民族史诗《凯莱维拉》壁画。

门票：6欧元

地址：Mannerheimintie 34， 00100 Helsinki

电话：358 9 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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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二和周三11：00-20：00pm，周四至周日11：00-18：00

休息时间：周一闭馆

芬兰堡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芬兰堡建于250多年前，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建在赫尔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上。芬兰

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芬兰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

芬兰堡由一位瑞典炮兵军官奥科斯丁设计。1772年，他在靠近赫尔辛基附近的一系列岛屿上修建

完成了一圈链式连接的防御性城堡。但直到18世纪末，芬兰堡的设计计划才终于圆满完成。后来

随着瑞典军事力量的逐年衰退和俄罗斯帝国的逐日强盛，在1908年驻守芬兰堡的瑞典军队向俄罗

斯投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率领的舰队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并最终夺取该城堡。

门票：4欧元

地址：Sveaborg， Helsingfors， Finland

开放时间：9月1日-9月30日 11：00-16：00 10月1日-12月19日11：00-16：00

游玩时长：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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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教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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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大教堂是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建筑，是一座路德教教堂。乳白色的大教堂建于1852年，其结构之精

美气宇之非凡，甚称芬兰建筑艺术上的精华。大教堂顶端是带淡绿色圆拱的钟楼，高出海平面80

多米，使之成为赫尔辛基的象征，也是赫尔辛基市的重要地标。大教堂希腊神殿式的白色柱廊，

及醒目的青铜圆顶，高高的耸立在上百阶的阶梯上，无论你走在市区的哪一个角落，四周皆可见

其独一无二的身影，颇似伦敦的圣保罗教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教堂前即是议会广场，在

铺满古老石块的议会广场中心，竖立着建于1894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铜像，以此来纪念他给予

芬兰充分的自治。每到星期日晚上广场上会举办管风琴独奏会与音乐会。

门票：免费

地址：Unioninkatu 29

电话：358 09 709 2455

开放时间：9：00-18：00，夏季 9：00-24：00

官方网站：www.kirkkohelsinki.net

Temppeliaukio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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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由著名建筑师Timo和Tuomo Suomalainen设计的岩石教堂在欧洲闻名遐迩，是赫尔辛基最具特色、

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教堂从一整块岩石中开凿而成，设计极为新颖巧妙。这里除了举行宗教仪

式，还是婚礼和各种音乐会的首选地。

门票：免费

地址：Lutherinkatu 3， 00100 Helsinki

电话：358 9 494698

开放时间：10：00-20：00，周末10：00-18：00

官方网站：www. helsinkicitytourist.com

芬兰国家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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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芬兰国家歌剧院于1993年建成，座落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曼德海姆大街和赫尔辛基大街的交汇处，

交通便利，是优雅的芬兰式建筑典范，与芬兰大厦堪称姊妹建筑。其风格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

相结合，由Eero Hyvamaki，Jukka Karhunen和Risto Parkkinen三位建筑师设计。其外立面的几何线

条简洁有力，饰面以白色为主体，局部用略深的色块作点缀，使“北欧白都”赫尔辛基又增添了

几分清新。美丽的建筑与怡人的环境，令它成为表演芭蕾舞、现代舞及歌剧的理想场地。在夏天

晴朗日子，这里还会举办户外音乐会。

门票：8欧元/人

地址：Helsinginkatu 58， PO Box 176， FIN-00251 Helsinki

电话：358 09 4030 2211

伴侣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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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伴侣岛位于市中心的西边，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小岛不大，树木葱郁，绿草如茵，美丽的鸽子在

人群周围走来走去，机灵的小松鼠毫无戒心地在游人中蹦来蹦去。岛上还有一座建于1909年的露

天博物馆（Seurasaari Open-air Museum）。岛上散落着一座座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古老木屋、农舍、

烟萨乌那（桑拿浴）、旧庄园和木制教堂，还有旧风车、旧木船和旧农具供游人参观。为游客提

供了熟悉和了解芬兰传统木制建筑以及芬兰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在岛上散步，

置身于碧绿的大自然中，呼吸清新的空气。每年夏天，伴侣岛上都举行各种活动，如民族歌舞表

演等。特别是每年6月的仲夏节，伴侣岛成为赫尔辛基市民举行欢庆活动的中心。人们在湖中的岩

石上燃起巨大的篝火，伴随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通宵达旦地狂欢。

门票：6欧元

地址：Seurasaari Open-Air Museum， Seurasaari， 00250 Hels

电话：358 09 4050 9660

开放时间：5月15日-31日到9月1日-15日：周一至周五09：00-15：00，周六、日11：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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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柳斯公园 

(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西贝柳斯公园坐落在市中心西北面，Mechelininkatu街与Merikannontie街之间。公园里绿荫成林，

青翠欲滴。在公园青松翠柏环抱之中，耸立着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纪念碑。

纪念碑造型犹如芬兰那密密的森林，因为森林给予西贝柳斯无穷的创作灵感，森林是西贝柳斯音

乐作品的主题之一。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纪念碑，由600余根银白色不锈钢管组成，造型犹如漫

无边际的森林，同时还酷似一架巨型管风琴，成为芬兰音乐史上伟大的民族音乐家西贝柳斯不朽

作品的象征。每当海风吹过，气流穿过钢管发出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风鸣声，仿佛是大自然在

为纪念这位音乐家而演奏着永恒的乐章。一个巨大的西贝柳斯金属头像嵌在一旁的红色岩石上，

生动地再现了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英姿勃勃的形象。他那凝神深思、栩栩如生的表情，逼真地反映

出音乐家当年进行创作时的神态。在这座令人难忘的公园内，大师的头像雕塑、纪念碑与周围大

自然的花草树木，极为和谐地融合成一体。这座充满浪漫色彩的纪念碑是芬兰著名女雕塑家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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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图宁（Eila Hiltunen）花费了6年的心血，于1967年西贝柳斯逝世十周年之际完成的杰作。它

的小型复制品被作为国礼送到联合国大厦永久展出。

门票：免费

地址：Sibeliuksenpuisto， Mechelininkatu， 00530 Helsinki

奥林匹克体育馆 

(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Kinki） 提供)

奥林匹克体育馆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地区，在马达汗路与赫尔辛基大街相会处。这里是1952年第1

5届夏季奥运会的主运动场，曾被誉为“全球最美丽的代表性建筑”。该届奥运会也是我国建国以

来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的奥运会。体育场原建于30年代末，后来曾为筹办第1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进行了扩建，由原来容纳5万观众增加到7万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最有代表性的特点

，是在正门前修建了一座芬兰长跑名将P�努尔米的青铜塑像和一座纪念芬兰标枪运动员M�耶尔

维宁的白色塔楼。塔楼高72.71米，那正是耶尔维宁1932年在第10届奥运会上获得标枪金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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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塔楼顶往下眺望，整个赫尔辛基市尽收眼底。

门票：4欧元

地址：Olympic Stadium， Helsinki

电话：358 09 434 2250

开放时间：夏季9：00-20：00；冬季9：00-20：00

   

2、图尔库

图尔库是芬兰最古老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海滨城市，这里有很多博物馆，还有

一个坚固的海滨城堡和华丽的教堂。图尔库建立于 1229 年，曾是波罗的海的贸易枢纽，在芬兰独

立建国迁都赫尔辛基之前，图尔库曾是芬兰的首都。十三世纪，图尔库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图尔

库城堡以及图尔库大教堂开始兴建。此后的三百年里，这座城市与瑞典一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成为芬兰领土的首善之区。

图尔库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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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图尔库城堡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城堡建设于奥拉基河入海口，始建于1280年，之后又多次重建，

很多的重量级人物都在这里居住过。参观时分为中世纪部分和文艺复兴时期部分，而城堡的内部

装潢也是根据这两个时期各自的特色做的。还有一些贵族的服装和玩具等的展示。充满了神秘色

彩，很值得参观。

门票：5欧元

地址：Turun Linna

电话：358 2 2620300

开放时间：10：00-18：00

官方网站：www.turunlinna.fi

手工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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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手工艺博物馆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它芬兰中世纪古城中仅存的一座18世纪建筑，是芬兰最好的

手工业博物馆。而且内部比其名字更加的吸引人。夏季的时候这里会有40余名的工匠在此敲敲打

打，制作工艺品。

门票：5欧元

地址：T�htitorninkatu， 20700 Turku

电话：358 2 2620350

开放时间：10：00-18：00

Forum Mar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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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海的历史，芬兰西南部海洋文化遗产，这里图尔库的海洋省博物馆的历史收藏品，在展览上展出

缸径规模的航运集模型。救援艇和安娜加德ketch达芙妮。图尔库的天鹅，矿山Keih�ssalmi，护卫

舰Karjala。

门票：7欧元

地址：Linnankatu 70， 20100 Turku

电话：358 2 2679511 �

休息时间：11：00-19：00

官方网站：www.forum-marinum.fi

Aboa Vetus & Ars 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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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Aboa Vetus & Ars Nova是两座在同一建筑中的博物馆，这里是个非常引人入胜的考古博物馆，在这

里你就进入了一个大而全的关于中世纪图尔库的发掘遗址之中，生动地解说了那段历史。这两个

博物馆都在Rettig Palace里，一个考古展，另一个是现代艺术展。考古博物馆里展出了在重建过程

中发现的被埋藏在地下的古城的街道和房屋，展现了中世纪图尔库生活特征的一角，和博物馆本

身的现代建筑结合起来，感觉很新奇。

门票：8欧元

地址：It�inen Rantakatu 4-6， 20700 Turku

电话：358 20 7181640 �

开放时间：11：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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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www.aboavetusarsnova.fi

图尔库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图尔库大教堂于13世纪建成，和Turku Castle分别位于河的两端。这里是芬兰的圣地，芬兰福音信

义会也是在它之后建成的。教堂的外观比较古朴，但内部却及其华丽，非常值得一看。大教堂的

南长廊有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了教会的纪念物品和艺术品。

门票：免费

地址：Tuomiokirkonkatu 1， 20500 Turku

电话：358 2 2617100 �

官方网站：www.turunseurakunnat.fi

   

3、坦佩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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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佩雷市（tampere）是拥有20多万人口的北欧最大的内陆城市，位于芬兰西南部，距首都赫尔辛

基180公里，也是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位于两大湖泊之间的狭长地带，风景优美，贯穿市中心

的坦梅尔河是坦佩雷工业的发源地。1779年建立在坦佩雷急流之畔，在19世纪发展成芬兰最工业

化的城市，由于新的城市计划，以前的工业区又再次恢复活力，餐馆，商店，运动减肥中心以及

博物馆都在这里建立起来。坦佩雷也是一个国际度量教育和研究中心，这里有两所大学和很多研

究机构，是芬兰南部的中心城市。

间谍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间谍博物馆迎合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间谍情节。同事也展出著名的芬兰寄国外间谍的历史材料

，包括各种邦德玩具和一些互动展示。

门票：7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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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atakunnankatu 18， 33210 Tampere

电话：358 3 2123007

列宁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列宁博物馆在这里是每一个崇拜那些留着胡子的革命者千万不要错过的地方。虽列宁博物馆很小

但是这里的展品足以介绍列宁传奇的一生。同时这里还有一家专门面对崇拜者的商店，里面有列

宁笔、徽章、T恤衫等。

门票：5欧元

地址：H�meenpuisto 28， 33200 Tampere

电话：358 3 2768100

开放时间：9：00-18：00，周六周日11：00-16：00

官方网站：www. lenin.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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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民谷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著名的木民谷实际上是一座博物馆，在其中探索图韦杨松所创造的不朽牧民，博物馆内的展品有

描述牧民故事的原始图画和精致的模型。

门票：4欧元

地址：H�meenpuisto 20， 33210 Tampere

电话：358 3 31466578

开放时间：9：00-17：00，周六周日10：00-18：00

官方网站：www. tampere.fi

AMURIN工人住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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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AMURIN工人住宅博物馆是一个很特殊的博物馆，这里占据了一整排的19世纪木建筑的房屋，里

面有32间公寓、一家咖啡馆、两家百货公司和一家制鞋店。这是芬兰最真实的住宅博物馆之一，

其中很多家庭看上去就好像租户刚刚离开了，去买东西。

门票：5欧元

地址：Satakunnankatu 49， Tampere， Suomi

电话：358 56566690

开放时间：10：00-18：00

坦佩雷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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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坦佩雷大教堂十分的迷人，这是芬兰最为著名的民族浪漫风格建筑之一，著名的艺术家HUGO SI

MBERG是在这里的壁画和玻璃画的彩绘作者，一旦能亲眼看到这些作品你会理解为何它们当时充

满了争议。

门票：免费

地址：Tuomiokirkonkatu 3A， 33100 Tampere

电话：358 3 2190265

官方网站：www.tampereenseurakunnat.fi

   

4、海门林纳

海门林纳位于赫尔辛基以北100公里，面积654，185平方公里，人口46，914。海门林纳位于景色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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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瓦纳亚湖衅，是一座美丽的内陆港口，也是芬兰三大古城之一。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就

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青年时代。海门林纳的四周环绕着如诗如画般的农庄，苍翠欲滴的

丘陵和森林，附近还拥有一个150公顷的国家公园，人们可以在此无忧无虑地享受大自然，进行泛

舟、骑马和骑自行车等各种健身户外活动。海门林纳有一座海门城堡（H�meCastle），建于13世

纪中期，是芬兰仅存的砖木结构建筑，是芬兰建筑史上的珍品。

海梅城堡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海梅城堡（Hame Castle）了。走过树木蓊郁的林荫大道，来到城堡前时，您一定就被它的宏大气

势所倾倒。隔湖相望，只见高高的围墙内，两幢黑色尖顶的红色建筑如大山般屹立在瓦纳亚湖畔

。湖面上一座古老的木桥连通了城堡与城市。海梅城堡建于13世纪中期，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了。就其建筑风格来说，可称得上是芬兰建筑史上的珍品。与其他中世纪城堡不同的是，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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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基本上是用红砖砌成的。城堡至今保存完好，主堡向游人开放。走过木桥，进入海梅城堡内。

那一幢幢尖顶的、圆形的古建筑，外墙都斑痕累累，仿佛在向游客诉说着久远的故事。走进室内

，里面光线暗淡。我想，古人在这种城堡里生活，即使再奢华，也不如我们现代人惬意。我的眼

前仿佛出现了身着芬兰民族服装、头戴假发的芬兰大公，端坐在烛光笼罩的餐桌前，那些考究的

银餐具在烛光里发出点点光芒。

门票：5欧元

地址：H�me castle

开放时间：10：00-16：00

Palan-derin Talo 

(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Palan-derin Talo是芬兰人最爱的住宅式博物馆， 这个作为家庭式博物馆中最好的一个，很好地展

示了19世纪芬兰富足家庭的生活状况。其中这里优秀的英语导游也是功不可没的。

门票：5欧元

地址：Lukiokatu 16 H�meenl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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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58 3 6212967 �

开放时间：5月-8月10：00-18：00，9月-4月10：00-16：00

   

5、劳马

劳马是由大约600个建筑于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的木房子组建而成的。这使它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之中，也成为了这个海滨最吸引人的地方。

劳马（Finnish： Rauma，Swedish： Raumo），是芬兰共和国西芬兰省的一个城市，在1442年取得

城镇地位。劳马位于芬兰西海岸，濒临波的尼亚湾，北距波里50千米，南离图尔库92千米。辖区

总面积1110.14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495.51平方千米、水域面积614.63平方千米。2009年6月30日

登记人口总数为39691人，人口密度为80.1人/平方千米。芬兰语人口和瑞典语人口比例分别为98.2

%和0.4%。劳马因精良的蕾丝制作工艺和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而著称。

房屋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房屋博物馆这一座十分特殊的博物馆，作为这个基本都是木制房屋的地方，这个博物馆为人民讲

述了老劳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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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6欧元

地址：Kauppakatu 24， 26100 Rauma，

电话：358 2 8343525

官方网站：www.rauma.fi

   

6、萨翁林纳

萨翁林纳位于构成塞马湖的豪基韦西湖和尼赫拉亚韦西湖中间，是芬兰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萨

翁林纳地区的面积虽然有4万平方公里，但一半都是湖泊。有宽阔的湖面和狭窄的峡湾，有错综复

杂的湖岸和被松树覆盖的岛屿。芬兰三座古城堡之一的奥拉维城堡（Olavinlinna），是这个城市

的象征。据说500年前，当时统治芬兰的瑞典，为了防御东方大国恶果，而建此城堡。到了夏天，

在城堡内大概有将近四周的歌剧节，及国内外歌剧于一堂。

Olavinlinna 

(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Olavinlinna伫立在巍峨的湖上是北欧著名的城堡之一。不仅是北欧最为宏伟的城堡之一，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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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壮丽的防御工事，也是为起1月的萨翁林纳歌剧节的举办地。

门票：5欧元

地址：57130 Savonlinna

电话：358 15 5714712

开放时间：10：00-16：00

官方网站：www.operafestival.fi

萨翁林纳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萨翁林纳博物馆不仅讲述了当地的历史还有水陆运输的重要性。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关于国家公园

的咨询中心。

门票：5欧元

地址：Matkustajasatama， 57130 Savonlinna

开放时间：358 571 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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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etti艺廊 

(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Retretti艺廊是世界上非同寻常的一间艺廊，来此游览绝对会令您不虚此行。每年这里都会当代艺

术的展览，创意十足，举办地在一个地下洞穴中，虽然这个洞穴是人造的，但是氛围很好。

门票：15欧元

地址：Tuunaansaarentie 3， 58450 Punkaharju

电话：358 15 7752200

开放时间：10：00-17：00

Kerimaki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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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Kerimaki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教堂。它始建于1847年，可以同时容纳5000人。

门票：免费

地址：Kerim�ki， Finland

   

7、库奥皮奥

库奥皮奥于1775年建市，1856年竣工的塞马运河提供了一条连通世界所有海域的水路，为库奥皮

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库奥皮奥于1889年开通铁路，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库奥皮奥成为一座活跃

的贸易城镇。一些创立于19世纪末的家族生意如今依然存在。

Puijo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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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Puijo山在芬兰这片平坦的地方显得格外的突出，乘坐电梯可以到达75米高的观景台俯瞰湖景和森

林。这座覆盖着云杉的小山是自行车爱好者的乐园。冬天还可以进行越野滑雪。

门票：4欧元

地址：Puijontornintie， 70300 Kuopio

电话：358 17 2555255

官方网站：www.puijo.com

JATKANKAMPPA烟熏桑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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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JATKANKAMPPA烟熏桑拿池是您不可错过的地方，在这里享受大汗淋漓的感觉是一种令人难忘

的感觉且也是增进友谊好去处。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烟熏桑拿浴池。

门票：免费

地址：near the Rauhalahti Spa， Kuopio 70700， Finland

电话：358 017 473 473

开放时间：16：00-18：00

库奥皮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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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库奥皮奥博物馆在一栋像城堡一样的先锋艺术的房子内。展品内容非常的广泛，最高的两层是关

于文化史的、但真正的亮点是关于自然史的展览，有大量的关于芬兰野生动物的漂亮展品。

门票：5欧元

地址：Kauppakatu 23， 70100 Kuopio

电话：358 17 182603

官方网站：www.kuopio.fi

pikku-pietarin torik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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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pikku-pietarin torikuja是一条别样的小街道。这是一条很有氛围的小街道，窄窄的巷子两旁是粉刷

为红色的木头房子，它们被改装成了各种商店。

门票：免费

地址：Tehdaskatu 41， 70620 Kuopio

开放时间：全天

   

8、奥卢

奥卢(Oulu)建在波的尼亚湾东岸的奥卢的河河口，是芬兰北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重要的工业和

港口城市。奥卢曾是世界最重要的焦油出口港，焦油的出口使它在18世纪就已成为一个繁忙的商

业和港口城市。然而，奥卢传统的出口产品焦油现已被木材，纸张，化学和电子商品所取代，为

了不忘过去古老的传统，奥卢每年6月仲夏节前夕都举办一次焦油周活动。届时，市民们和前来这

里观光的游客成群结队前往郊外观看隆重的焦油坑点火仪式，并举行一年一度的焦油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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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卢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奥卢大教堂是一座19世纪的大教堂这里是有CARL engel

设计的，悬挂着芬兰历史历史最为悠久的肖像画。

地址：Kirkkokatu / Asemakatu 6， 90100 Oulu

电话：358 8 3161401

官方网站：www.oulunseurakunnat.fi

奥卢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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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奥卢自由市场是芬兰最为著名的一个自由市场，这里的红色木结构的仓库很有意思，可以说是一

个色彩斑斓的集市，酒吧，货摊工艺品商店遍布。

门票：免费

地址：Oulun Kauppatori Aitta 24， 90100 Oulu

奥卢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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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奥卢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光线充足的画廊，有很棒的展览在这里，展出芬兰当代以及国际性的艺术

品，同时这里也长期展览很多不错的藏品。

门票：免费

地址：Kasarmintie 7， 90015 Oulu

电话：358 44 7037471

官方网站：www.ouka.fi

Hupisaaret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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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Hupisaaret公园是一座自行车爱好者的乐园。它就坐落于河边，几座小桥将这里链接起来。还有专

门的鱼岛，以便于鲑鱼能够绕过水力发电站。

门票：免费

地址：Sorvarintie 3， 90500 Oulu

电话：358 8 5550500

开放时间：10：00-17：00

   

9、罗瓦涅米

罗瓦涅米（Rovaniemi）是芬兰北部拉毕省省会，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林木青葱，秀

丽而宁静。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往位于其北面的罗瓦涅米，可乘坐火车，车程约十一小时。罗瓦

涅米扮演着通往"拉普兰的大门"的角色。有趣的是，罗瓦涅米被称为“圣诞老人的故乡”。小城

景点不多，只有拉普兰人自然博物馆、市集、野生动物园，而游客都是冲著圣诞老人村（Santa

Claus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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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然而此镇虽传说是他的故乡，但村庄是否就是他从前的居址，都无从考究了。

极地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极地博物馆是芬兰最好的博物馆之一，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玻璃隧道，一直延伸到Ounasjoki，只要

你对北方感兴趣，这里一定对你物超所值，这里还有不错的展览，动静交替交互式展现了北极的

动植物。

门票：12欧元/人

地址：Pohjoisranta 4， 96200 Rovaniemi

电话：358 622 3260

开放时间：9：00-17：00

休息时间：周一闭馆

Ounasvaara滑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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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城市上方三公里的地方就是滑雪中心，有6个速降滑雪道和3个斜坡滑雪道，这里还有夏季的雪橇

滑雪，也是夏季徒步旅行的好去处。

地址：Antinmukka 4， 96600 Rovaniemi

圣诞老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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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圣诞老人村（Santa Claus's House）位于芬兰的拉普兰地区罗瓦涅米（Rovaniemi）以北8公里处的

北极圈上，地图上标有66°33' 07" 字样的白色标线就是北极圈的纬度。每年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

界各地涌向这里，以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为快。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里，游客可以买到带有芬

兰特点，设计精美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跨越北极圈的证书。令人兴奋的还有圣诞老人邮局里

各种充满童话色彩的邮票，贺卡和礼品等。寻访圣诞传奇的人当然乐意搜购作为礼物带回家。所

有人从此处寄出的信件，也会特别盖上北极圣诞老人邮局的邮戳。

Gr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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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Grotto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洞穴，在这里全年都会有很多的游客，洞穴中有很多巨大的机

械钟表，钟表发出的奇异声音在旅行者组成的长队间萦绕。

门票：免费

地址：Tarvantie 1， 96930 Arctic Circle

开放时间：6月-8月9：00-17：00，9月-5月10：00-17：00

罗凡涅米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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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罗凡涅米教堂于1950年完工，由建筑师Bertil Liljequist设计。教堂圣坛后面有一幅巨大的壁画，被

称为生命的起源。整个教堂可容纳850人，教堂内还有一架由Christensen风琴工厂生产的45键风琴

。

门票：免费

地址：Rauhankatu 70， 96101 Rovaniemi

电话：358-(0)16-335511

开放时间：5月16日至9月4日9：00-21：00

北极光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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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北极光教堂是拉普兰第一个观光教堂，1986年2月9日由主教Olavi

Rimpil�inen宣布专供游人观光使用。教堂由建筑师Kari Ojala设计完成。据说整座教堂的修建完全

靠人们的捐赠完成。每年多达14000名游客来此参与教堂举办的各种活动，教堂里还设有咖啡厅以

及住宿房间。教堂的建筑本身极具特色，祭坛后方的十字架由一棵有420岁年轮的古树制成，祭坛

上方的红色及灰色松枝象征着北极光。

地址：Kappelitie 2， 98530 PYH�TUNTURI

电话：358 16 852 126

开放时间：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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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芬兰饕餮体验

芬兰美食是传统与自然风味的结合。很多烹调特色都是源自民间世代相传的手法，而材料则取自

周围山林田野，让人品尝之时完全可体会这个国家朴实的民风浴大自然的清纯。普通餐膳中，重

要食物是马铃薯，吃时配以不同鱼类或肉汁。另外芬兰也是黑裸麦的故乡，用它做的面包和麦粥

，都是家常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1、美食

鱼类 

芬兰是爱吃鱼者天堂，三文鱼、波罗的海青鱼、鲑鱼、淡水鳕鱼样样味美，炮制方法由烟熏、明

火烤、蒸、焗五花八门。另外，生吃、盐渍也很流行。鱼子同样为芬兰人所喜爱，吃时搭配酸奶

                                             70 / 123



�������

芬兰:圣诞老人故乡
和切碎的洋葱。

浆果和野菇 

芬兰人喜欢用山林材料加入菜肴中，浆果和野菇是最常见的选择。特别在夏末初秋，这两种野味

长满漫山遍野，于是成为该季菜式的主要成份。

汤

夏天通常煮菜汤，冬天海鱼类肥美，人们很多时候也作鳕鱼汤或三文鱼汤。碗豆汤则是冬季运动

后的最佳美食，搭配酸奶和切碎的洋葱。

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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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酒类以啤酒著名，其中特别受欢迎的牌子包括Koff、Lapin Kulta、Karhu、Olvi及Karjala。芬兰

没有葡萄出产，就用野莓酿酒，最有名的是分别由黄莓和北极树莓酿造的利口酒，香味浓烈。芬

兰伏特加也很有名，喝时最适宜配鱼子三文治或小龙虾。

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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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春末夏初 提供)

芬兰最出名的野味是驯鹿。这种体格魁梧，迁徙出没于严寒山野的北方动物，在中国游客的眼里

，是一种极具营养的滋补之品。从医疗保健的角度衡量，脂肪含量极少的驯鹿肉确实是是大有裨

益的选择。

黑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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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家庭烤制面包在芬兰非常普遍，用黑麦做的面包特别受欢迎，是家庭和军营里的基本主食，芬兰

人自称是“黑面包的王国”。

   

2、餐厅推荐

Restaurant Zetor

Zetor餐馆多年来一直是芬兰饮食及娱乐行业中芬兰情调的代言人。自从1991年12月6日芬兰独立节

开张以来餐馆除了美味佳肴以外，还为顾客提供享受芬兰摇滚和流行音乐的机会。从早上到深夜

Zetor百分之一百十地为顾客提供典型的芬兰情调餐馆服务。

联系方式：

若您想预订餐桌座位以及询问优惠服务价格，请工作日在8点到18点之间通过电话联系：+358

(0)10 76 6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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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Mannerheimintie 3-5， Kaivopiha 00100 HELSINKI

电话： +358 (0)10 76 64455

传真： +358 (0)10 76 64459

电子邮件：ravintola.zetor@sok.fi

网址：www.zetor.net

Restaurant Aallotar，Spa Hotel Kunnonpaikka

您可以在温泉酒店Kunnonpaikka就餐，这里将是您的难忘时刻。除了美味的自助餐桌上的午餐和

晚餐，点菜清单还提供美味的餐饮选择。餐厅可容纳高达225人。

地址：Jokiharjuntie 3 70910 Vuorela

电话： +358 (0)50 437 0246

传真： +358 (0)17 465 1398

电子邮件：kirsi.karttunen@kunnonpaikka.com

网址：www.kunnonpaikka.com

海盗餐厅哈拉尔

在库奥皮奥市中心的哈拉尔海盗餐厅。让您在海盗风格的餐厅内品尝丰富的食物和饮料。这里的

环境将带你到海盗村的场景之中。

地址：Tulliportinkatu 44 70110 Kuopio

电话： +358(0)44 766 8202

电子邮件：kuopio@ravintolaharald.fi

网址：www.ravintolaharald.fi

Wings Bar

餐厅为您提供美味的鸡翅，汉堡和沙拉。这是一个温馨的客厅，在这里你可以花时间与你的朋友

消遣。

地址：Bistrontie 6 93825 Rukatunturi

电话： +358-(0)8-868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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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info@lapinhuuma.com

网址：www.facebook.com/WingsBar

Best Western Hotelli Savonia

已服务超过25年的伟大的酒店，这里的服务是欧陆式早餐，午餐，还有一个大的不同是挑选适合

自己口味的自助餐。到了晚上，这里还有一个为您的餐点种类繁多的点餐服务。

地址：Sammakkolammentie 2 70200 KUOPIO

电话： (017) 2555 102

传真：  (017) 255 5109

电子邮件：savonia.myyntipalvelu@sakky.fi

网址：www.savonia.com

Restaurant Graniittilinna

无论是商务会议或长久的晚餐，Graniittilinna能为您提供每一种用餐需要。凭借餐厅优越的菜单和

一流的服务，Graniittilinna绝对是一个完美的选择用来犒劳自己。

地址：S��st�pankinranta 6 00530 Helsinki

电话： 020 7424 250

电子邮件：ravintola@graniittilinna.com

网址：www.graniittilin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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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芬兰特产与购物

   

1、特产

萨米族娃娃

萨米族是欧洲在北极圈里土著，生活习惯、民族文化都和欧洲其他民族迥异，深蓝捆红彩花边的

传统衣饰使他们的标志，而萨米族的玩偶即是如此模样。

手雕白桦木杯

手雕白桦木杯使用优良白桦木手工雕成的耳杯，简单质朴的线条配合淳厚的木质，透出一股温和

的味道，甚有芬兰设计的味道。

姆明卡通玩具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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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min（姆明）是芬兰原创卡通人物，其卡通造型玩具精品受世界各地儿童的欢迎。在芬兰西南

部温泉名镇纳坦利对面的 Kailo 小岛，建有以姆明为主题的合家欢乐园──姆明世界（Moomins

World），坦佩雷市的艺术博物馆中又有姆明谷博物馆（Moominvalley Collection of the Tampere Art

Museum），都可让您更了解这可爱形象背后的故事。

芬兰刀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在欧洲，能与多功能的瑞士军刀相媲美的就是芬兰刀。如果说瑞士军刀以小巧精致，功能齐全、

方便实用誉满全球的话，那么芬兰刀则以造型流畅，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而驰名世界。过去，在简陋铁匠铺中锤打出的芬兰刀是当地人生活中必备的工具：狩猎、捕鱼、

宿营、防身⋯⋯芬兰刀随身不离。有身份和地位的男子在腰间红色佩带上挂一把芬兰刀，更显英

俊潇洒，风度翩翩，芬兰刀成为服饰上最醒目的饰物。

Karl Fazer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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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芬兰本土牌子的巧克力，味道很纯正馥郁，最推荐板状的红色包装的纯黑巧克力，有些淡苦

的香气，回味悠长，这个一点都不甜，我很喜欢很喜欢。也很推荐盒装的独立小块包装的粉色盒

子和蓝色盒子（差不多和一条香烟那么大的盒子），粉色是榛子浆巧克力，蓝色是牛奶巧克力，

白色是酒心巧克力。

甜酒

甜酒是浆果酿造的，味道非常甜美可口，初尝仿佛果汁，喝多一点特别容易醉。其中“Lappona”

有四种颜色，21%的酒精度，其中，以红色和黑色最对中国人的胃口。

Aarikka 木制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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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木制手工艺品牌，专卖首饰（木制或银制）、礼品和木制工艺。其产品分为多个系列，最著

名的是Pass

松木制小绵羊，传统的圣诞节商品木制圣诞小精灵，小天使，及蜡烛和风铃，也很有趣味。

Iittala 玻璃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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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在距赫尔辛基仅1个小时车程的 Iittala 镇，游客可参观博物馆中陈列的特色玻璃设计，参

观玻璃制造车间，在咖啡厅的小作坊亲自尝试吹制玻璃器皿，在精品店购买精美的礼物。Iittala

玻璃器皿在各大商场、免税店和赫尔辛基的 Arabia 瓷器工场店也有销售。

Finlandia Vodka 芬兰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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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芬兰伏特加酒的制作工艺得自俄国真传。酒质纯净、新鲜、清澈。在国家酒品公司 Alko

店、世界各地最好的酒吧、餐厅都可买到，机场及游轮的免税店也有销售。

Nokia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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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诺基亚手机原产地，公司的前身成立于 1865 年，位于芬兰南部的诺基亚镇，目前公司总部

位于艾斯堡市。各大城市均有很多它的专卖店，大家不妨一看，很多时候会找到亚洲没有的型号

哩！

   

2、购物场所推荐

赫尔辛基主要购物场所

赫尔辛基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北欧商业都会，这里不仅有北欧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和最大的百货公

司，同时数目众多的专卖店中陈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也让人眼花缭乱。在赫尔辛基购物是一

件轻松而充满乐趣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商店彼此都很近。曼海姆大街（Mannerheimintie）、亚历

山大大街（Aleksanterinkatu）和滨海大道（Esplanadi）是赫尔辛基的主要商业街，各大知名购物中

心、百货公司和专卖店多位于这三条街上。小型服装店多集中在 Fredrikinkatu 大街以及

Korkeavuorenkatu 大街上。赫尔辛基还拥有不少古董商店，多集中在 Kruununhaka 以及 Ullanlinna 

地区。此外，位于南码头的跳蚤市场也是很多游客流连的地方，这里出售各种具有芬兰特色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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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纪念品、特色小吃、时令果蔬以及生鲜海产等。

芬兰商店的营业时间通常是 9~18 时，周六为 9~15 时。百货公司和商场通常营业至 20

时，部分营业至 21 时，而周六则营业至 18 时。百货公司及乡间的杂货店在 6 月至 8 月期间及 12

月会在星期日营业。纪念品小商店的营业时间是 9~17 时，周六 9～14

时。所有商店都在公众假期休息；在圣诞前夜与仲夏节前夜则营业至 13 时。

购物中心

Sokos 百货公司

是芬兰主要的连锁百货公司之一，位于中央火车站对面

地址：Mannerheimintie 9 （市中心）

电话：+358-10-76 65100

电邮：helsinki@sokos.fi

地址：Hakaniemi， Siltasaarenkatu 6-10

电话：+358-9-76 65102

网址：www.sokos.fi

Stockmann 百货公司

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是北欧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商品包括时装、熟食、糖果、音像、礼品及

设计制品等等。具体位置在火车站附近 Aleksanterikatu 和 Mannerheimintie

交汇的路口。持赫尔辛基卡的游客可在 7 层的

Kanta-asiakaspalvelu（贵宾服务台）得到特别礼物。另外在 Itakeskus 购物中心及艾斯堡的 Tapiola

也有店址。

营业时间：周一～五 09：00-21：00，周六

09：00-18：00，周日（5月22日～8月28日）12：00~18：00

地址：Aleksanterinkatu 52

电话：+358 9 1211

网址：www.stockmann.fi

Forum 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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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最大的购物中心，云集 120

家从时装、设计到电子用品等各类商铺，一层设有几家小餐厅及食品店。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

营业时间：周一～五 09：00-21：00，周六 09：00-18：00，周日 12：00~18：00

地址：Mannerheimintie 20

网址：www.cityforum.fi

Itakeskus 购物中心

北欧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包括专卖店、百货公司、餐厅、酒吧、超市以及电影院等设施，网罗

了约 240 家各类店铺，林林总总排列在三条长廊上，其中还点缀了 30

家不同的咖啡屋与餐厅。位于市区以东 10 公里，乘地铁 15 分钟在 Itakeskus

下车即到，公共汽车也可停车。拥有 4，500 个免费停车位。

商铺一般营业时间：周一～五09：00-20：00，周六09：00-18：00，周日（5月22日～8月28日）12

：00~18：00

服务台（Information desk）电话：+358-9-343 1005

网址：www.itis.fi

Kamp Galleria 购物中心

位于滨海大道（Esplanadi）北面，是销售名家设计精品的高级购物中心。由近 50

间精品店、咖啡厅及餐厅组成的三层楼的大型商场。商品包括时装、设计产品、及礼品。

营业时间：周一～五09：00-20：00，周六09：00-18：00

地址：Pohjoisesplanadi 33

网址：www.kampgalleria.fi

露天/室内市场

The Old Market Hall 旧市集大堂

位于赫尔辛基南码头（South Harbour）旁，一座红黄相间的砖墙建筑，是选择芬兰美食的好去处

，尤其是在冬天。这里鱼、肉、面包、干酪、水果、蔬菜，一应俱全，还有礼品店。小餐馆、咖

啡馆也都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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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五08：00-18：00，周六08：00-16：00

地址：Vanha Kauppahalli， Etelaranta

网址：www.wanhakauppahalli.com

Hakaniemi Market Hall

Hakaniemi 市场是两层的建筑，一层销售鱼、肉、面包、蔬菜、水果、鲜花等；二层包括许多精

品商铺，如Marimekko时装家居，Pentik 陶瓷制品，Kalevala Koru

珠宝等等；市场中专设有享用午餐之处。

营业时间：周一～五 08：00-18：00，周六 08：30-16：00，周日（夏天）10：30-17：00

Hakaniemi

露天市集营业时间：周一～六 06：30-15：00，每月的第一个周日 10：00-16：00

Hietalahti Antiques and Art Centre

Hietalahti 古董与艺术中心是一个淘宝去处，其中也设有咖啡厅及餐厅。

营业时间：周一～三、五 10：00-17：00，周四 10：00-19：00，周六 10：00-15：00

Kauppatori 露天市集

海港码头旁的露天市集，赫尔辛基当地人常去Hakaniemi市场，而许多游客则喜欢去位于Hakaniem

i的 Kauppatori 市场，那里有蔬菜、水果、鲜花及馅饼、浆果等。

Kiseleff House

位于赫尔辛基议院广场（Senate Square）旁边。是喜爱特别风格者的淘宝去处。热闹的集市上，各

种艺术小店的成衣、陶器、珠宝、饰品以及圣诞商品均全年销售。楼上设有咖啡厅。

地址：Aleksanterinkatu 28

二手市场

Hietalahti Fle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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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ietalahti 二手市场，有许多有趣的商品等待您的发现，还可以讨价还价哟。同样的商品，二手

货的价格比新品要便宜很多。从市中心坐 6 路电车（Tram 6）在 Hietalahti 终点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五 08：00-14：00，

营业时间：周六（节假日除外）08：00-15：00，

营业时间：周日 10：00-16：00，

仲夏节之后开始的夜市为周一～五 15：30-20：00

芬兰其他购物热点

Alvar Aalto Museum

阿尔瓦�阿尔托博物馆位于于韦斯屈来（Jyvaskyla），展出了大量的著名建筑大师及设计家阿尔

托的作品，包括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家具、玻璃器皿等。

开馆时间：周二～日 11：00-18：00，周一闭馆

门票：6 欧元；学生与老人 2 欧元；40 人以上团队 3 欧元/人

地址：Alvar Aalon katu 7， Jyvaskyla

网址：www.alvaraalto.fi/museum

Arts and Craft Shop Luhti and Taigakoru

真正的拉普兰手工艺品是这个艺术商店的特色。该店位于罗凡涅米，销售拉普兰驯鹿骨、毡制品

、纺织品和珠宝等等。

地址：Koskikatu 10， 96200 Rovaniemi

电话：+358-16-346 959（Luhti-myymala）

电话：+358-16-313 070（Taiga-Koru）

Jokipiin Pellava

在芬兰西部的亚拉斯湖城（Jalasjarvi），此公司是芬兰最大的亚麻织物生产商，用于厨房、餐桌、

桑拿房和浴室的织物。其带毛边的毛巾吸水性极好，为其名品。在各大城市商场均有销售。

电话：+358-6-4566400

电邮：info@jokipiinpellav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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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jokipiinpellava.fi

Lapuan Kankurit

生产现代亚麻织物，用于厨房、餐桌、桑拿房和浴室等室内场所。这是芬兰首家荣膺亚麻织品大

师商标的公司。其商店位于芬兰西部拉普阿（Lapua）原弹药场的旧址，现已该为文化中心。在百

货公司、室内设计店及礼品店均有销售。

地址：Tervaspuuntie 1， 62100 Lapua FINLAND

电话：+358-6-4338 300

网址：www.lapuankankurit.fi

Nikkarikeskus

是位于芬兰西部尤尔瓦（Jurva）的一个展览中心，展示Ostrobothnian家具业的创新产品及不同时

期的家具与传统设计。其礼品店销售当地的木制品、纺织品、陶器及金属制品。

地址：Hirvelantie 2， 66300 Jurva

电话：+358-201-44 22 11

电邮：info@nikkarikeskus.fi

网址：www.nikkarikeskus.fi

Nokian Boots

Nokian 靴子由天然橡胶制成，其生产过程揉合了现代技术与传统手工艺。适用于多种情况穿着的

靴子，是户外活动的理想之选。工厂的商店位于诺基亚镇。

地址：PL43， Pirkkalaistie 1， 37101 Nokia

电话：+358-3-256 34111

网址：www.nokianfootwear.fi

Pentik

波西奥（Posio）位于库萨莫和罗凡涅米之间，是 Pentik

陶瓷制品的家乡。这个世界最北端的陶器工厂生产有餐具、礼品及室内装饰物。Pen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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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拥有一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展览馆

地址：Maaninkavaarantie 3， 97900 Posio

电话：+358-207-220 330

网址：www.pentik.com

Santa Claus Village

圣诞老人村位于罗凡涅米以北8公里，在此全年均可见到圣诞老人，可跨越北极圈，还可流连于多

种多样的纪念品商店。而且，在圣诞老人邮局可为亲友寄上来自圣诞老人的祝福。圣诞老人村更

是一个理想的购物场所，名品如 Marttiinin 芬兰刀，Aarikka 木制玩偶，Taiga-Koru

珠宝等，拉普兰的手工艺品魅力尽展。

营业时间：春、秋、冬季，每日10：00-17：00

营业时间：夏季与圣诞季节，每日9：00-19：00

网址：www.santaclausvillage.info

Taito Shop Loftet

位于瓦萨（Vaasa），销售颇具想象力的漂亮、实用的物品及家用室内装饰物，产品均代表了芬兰

和 Ostrobothnia 手工艺品的顶级设计。

营业时间：周一～五 10：00-17：00，周六 10：00-14：00

地址：Raastuvankatu 28， 65100 Vaasa， Finland

电话：+358-6-3185 300

电邮：info@loftet.fi

网址：www.loftet.fi

Ylamaa Gem Village

Ylamaa 宝石村以其 Spectrolite

宝石而闻名。Spectrolite，取自该地区的环斑花岗岩岩层，是一种转动时发出多彩光芒的宝石。在

Ylamaa 您可以参观珠宝的制作过程，观赏宝石博物馆中展出的 4，000

多种矿石与宝石。可在商店购买闪亮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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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Ylamaa Gem Society， Koskentie 4， 54410 Ylamaa， Finland

电话：+358-5-6134200

电邮：esko.hamalainen@ylamaa.fi或ylamaa@ylamaa.fi

网址：www.ylamaa.fi

旅人提示：

1、商店通常营业时间

在工作日通常由早上 9 时～下午 6 时，周六为早上 9 时～下午 3 时。

百货公司和商场通常营业至晚上 8 时，部分营业至晚上 9 时；而周六则营业至下午 6 时。

百货公司及乡间的杂货店在 6 月至 8 月期间及 12 月会在星期日营业。

许多便利店和小型超市则全年在星期日营业。

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大多在工作日早上 9 时～下午 5 时，周六早上 9 时～下午 2 时营业。

所有商店都在公众假期休息；在圣诞前夜与仲夏节前夜则营业至下午 1 时。

2、购物退税须知

1. 在商店内

在有免税购物（TAX FREE SHOPPING）标志的商店，向售货员出示护照以证明非欧盟居民身份

。同时在同一家商店内购物不少于40欧元。索取退税支票（Global Refund Cheque）。

2. 通过海关

自芬兰离开欧盟国家时，在机场退税点盖章使之生效。在欧盟其他国家出境时，请向最后离境国

的海关人员出示您的护照、所购商品小票和退税支票，海关人员将在您的退税支票上盖章使之生

效。

3. 取回退税款

离开欧盟国家时，在机场现金退税柜台（CASH REFUND）领取现金退税款（如欧元、人民币等

）；或将盖章后的全球退税支票寄回全球回报集团设在购物地的分公司，该公司将以银行支票的

形式将退税款寄到您在退税支票上写明的详细地址，或直接划入您指定的国际信用卡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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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芬兰甜美入梦

   

1、特色酒店

冰雪酒店 - Snow Hotel（凯米 Kemi）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冰雪酒店（Snow

Hotel）每年冬天都出现在凯米的冰雪城堡中，客房年年有新的设计。睡在著名的 Ajungilak 睡袋中

，就好像是海滨城堡中的国王；睡袋装有保温内胆，床架由冰雪堆砌而成，铺着驯鹿皮或者羊皮

。睡袋中有加热垫，再盖上驯鹿皮与羊皮，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里，依然温暖如春。

地址：Kemi Snow Castle Ltd.， Torikatu 2， 94100 Kemi， Finland

电话：+358-16-259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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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358-16-259 708

电邮：info@snowcastle.net

网址：www.snowcastle.net

参考房价：双人间125欧元/人/晚；

Kakslauttanen 玻璃穹顶酒店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Kakslauttanen 小村拥有 25 个顶级木屋别墅，冰雪酒店和世界最大的冰雪餐厅（可容纳150人）。村

中20个玻璃穹顶客房（Igloo）共有 40 个床位，专为夜间欣赏北极光和午夜太阳而建，这个地区的

灯光很少，极适合观测璀璨的群星和北极光。8 月末到次年的 4 月末是最佳的观测季节。冰雪礼

拜堂也是婚礼、蜜月的浪漫去处；冰雪画廊为此地增添了艺术气息。酒店还可以为您安排各种精

彩丰富的冰雪运动及夏季户外运动。

地址：Kakslauttanen ， 99830 Saariselk�， Finland

电话：+358-16-667 100

传真：+358-16-66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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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hotel@kakslauttanen.fi

网址：www.kakslauttanen.fi

参考价格：双人间130欧元

单人间：82欧元/人

Lainio 冰雪村庄Lainio Snow village （禺拉斯Yll�s）

Lainio 冰雪酒店坐落在芬兰拉普兰省西部，位于两个著名的滑雪度假村——禺拉斯和类维中间，

距离罗凡涅米 150 公里，交通便捷。Lainio 冰雪酒店每年 12 月 1

日起对外开放。和酒店最近的机场是基屉拉机场（Kittil�）。在 Lainio 冰雪村庄住宿是愉快的极

地体验，客房室温均恒定在零摄氏度至零下5摄氏度之间，但不要怕，温暖的睡袋保证客人在晶莹

的冰雪中渡过美妙的夜晚。客房的内部装饰均由当地设计师来增添气氛。晚上享受过温暖的桑拿

后，在冰雪酒店的酒吧中来一杯饮料，要不就在 LainioKrouvi 餐厅享用一餐，悠闲而独特的感受

。当然，如果您有莫大的勇气，也可以在桑拿的熏蒸之后纵身于游泳池边的彻骨冰水之中，体验

最正宗的芬兰式桑拿 。

Lainio 冰雪酒店是Lainio 冰雪村庄的一部分，那里提供各种有趣的北极户外活动，特别是爱斯基摩

犬雪橇。想在独特的环境中开始婚姻生活的爱侣，还可以在村庄可爱的小教堂中举行典礼，在冰

雪酒店的蜜月套房中渡过难忘的新婚之夜。

地址：Yll�s-Safarit Oy， Yll�sj�rventie 158， 95980 Yll�sj�rvi， Finland

电话：+358-40-524 0338

传真：+358-16-565 161

电邮：info@yllassafarit.net

网址：www.snowvillage.fi

参考房价：双人间：成人200欧元

Hotel Rantasipi Imtran Valtionhotelli（伊马特拉 Imatra）

Imatra 城堡酒店隶属于 Restel 酒店集团旗下 Rantasip 品牌连锁酒店。Imatra 城堡酒店于 2005 年 3 月

1 日重新装修一新。目前，该酒店共有客房 92 间，完善的会议设施可同时容纳 250

人。该酒店位于风景绝美的伊马特拉湖区中部，紧邻 Vuoksi 河旁边。贵族气十足的城堡酒店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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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有一番不同凡响的体验。由于城堡酒店靠近芬俄边境，客人在欣赏芬兰自然美景以外也不难

领略俄罗斯风情。

地址：Imatran Valtionhotelli， Torkkelinkatu 2， 55100 Imatra， Finland

电话：+358-5 625 2000

传真：+358-5 625 2299

电邮：valtionhotelli.rantasipi@restel.fi

网址：www.rantasipi.fi

参考房价：标准间146欧元

Snowland

来 Snowland 度过一个不可思议的美妙夜晚吧！Snowland 距罗凡涅米市中心仅 2.5

公里，这里有许多穹顶的冰雪建筑，餐厅内设有冰桌，两个冰酒吧，共可容纳 260 人。这里的餐

膳属拉普兰风格，您可以在北极迪斯科舞厅摇摆，也可以尝试制作冰雕，还可以预约举办婚礼，

并可在穹顶雪屋中下榻。

地址：Kiviniementie 5， FIN-96400 Rovaniemi

电话：+358-16-347 117

传真：+358-16-310 150

电邮：sales@snowland.fi

网址：www.snowland.fi

参考房价：单人间100欧元

K�mp 酒店

K�mp 酒店于 1887

年由卡尔�坎普家族创立，现由喜达屋集团（Starwood）管理，属于其旗下的至尊精选（The

Luxury Collection）品牌系列，可以说是芬兰及北欧地区最豪华的酒店，也是赫尔辛基市唯一一家

5星级酒店。酒店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的花园大道上，与精品购物廊相连。在 2006

年度《旅游与休闲》杂志（Travel + Leisure magazine）评出的世界酒店百强榜中，K�mp

酒店从全世界75万家酒店中脱颖而出，与其他 20 家欧洲酒店榜上有名，K�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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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其中唯一一家来自北欧的酒店，位列第 92 位。

地址：Pohjoisesplanadi 29， 00100 Helsinki， Finland

电话：+358-9-576 111， 5761 1999

传真：+358-9-576 1122

电邮：hotelkamp@luxurycollection.com

网址：www.hotelkamp.fi

参考房价：Deluxe room 高级客房，410 欧元/间夜

Haikko 庄园酒店

波尔沃的 Haikko 庄园酒店一共有 22 间客房，每间的装饰都不一样。芬兰前著名赛车手哈基宁的

婚礼便在此举行。酒店还提供多种美容理疗。在芬兰的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度假庄园酒店，集住

宿，高尔夫，骑马，美容，餐饮等活动于一体。酒店与波尔沃古镇相距 7

公里，距赫尔辛基机场49公里。

地址：Hotel Haikko Manor， Haikkoontie 114， FIN-06400 Porvoo， Finland

电话：+358-19-576 01

传真：+358-19-576 0399

电邮：hotelli.haikko@haikko.fi

网址：www.haikko.fi

参考房价：参考房价双人间：124 欧元

   

2、经济型住宿

Euroho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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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武装小姐 提供)

坐落在katajanokka岛上，离维京游轮码头不到500米，酒店附属于HI很热闹，既提供背包客住宿的

青年旅舍也包括类似旅馆的房间，两种房间都带卫生间。

地址：Linnankatu9

电话：642169

网址：www.eurohostel.fi

参考房价：双人间40欧元

Kesahotel elli

这座学生公寓也是一家旅馆，远离市中心的喧闹，非常的惬意。有桑拿和洗衣设施，两个房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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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厨房和卫生间，在这里住上两天让你会产生来芬兰读大学的念头。

地址：lansikatu 18

电话：225927

参考房价：双人间60欧元

Kesahotelli amis

这家酒店交通便利，有宽敞明亮的房间，有点房间里还有小厨房和不错的卫生间还提供芬兰的桑

拿浴。

地址：sepankatu 3

电话：4430100

参考房价：双人间50欧元

Kesahotelli lokki

这座全新的综合建筑楼位于海港旁的完美位置，建筑中间有一片庭院，通常会有学生住在这里，

一尘不染的工业门十分的厚重，空间也很大。

地址：satamakatu 26

电话：2614101

参考房价：双人间39欧元

Ruissako c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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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腐烂的面包 提供)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住宿场所在这里可以选择露营或是房间，漂亮的小房子里有桑拿浴、咖啡厅和

漂亮的海滩还可以观赏摇滚乐。

地址：ruissalo

电话：2625100

参考房价：露营位10欧元，单人间3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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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芬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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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境交通

航空 

(图片由网友  @野蛮控Su 提供)

以赫尔辛基为枢纽，芬兰航空在全球建立起了密布的航线网络，欧洲境内的航点多达50多个，几

乎通达任何一个欧洲的主要城市。芬兰航空也开通了往返中国的航班。 欧洲的其它各主要航空也

有频繁的航班从其基地城市飞往赫尔辛基，如英国航空（伦敦-赫尔辛基），法国航空（巴黎-赫

尔辛基），荷兰皇家航空（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北欧航空（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奥斯陆

-赫尔辛基）等。芬兰国内共拥有 23 家机场，是全欧洲最为发达和稠密的国内航空网络。

提供国内航班的主要是芬兰航空公司，它有多种不同的票价体系，如青年票、老年票、团体折扣

票、周末折扣票等等名目的优惠票价。在夏季七月，或一月至五月雪季的非繁忙日子，某些特定

航线还要推出优惠特价。

机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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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塔机场（Vantaa）

电话：0200-14636

网址：www.helsinki-vantaa.fi

芬兰航空公司（Finnair）

电话：0600 140140

网址：www.finnair.com

铁路 

(图片由网友  @奶昔°╮ 提供)

芬兰的铁路网与其东部邻国俄罗斯的铁路网相通。芬兰的国际列车包括运行在赫尔辛基与圣彼得

堡之间的西贝柳斯号（sibelius）、列宾号（repin）以及运行在赫尔辛基与莫斯科之间的托尔斯泰

号（tolstoi）。三列火车上都附设有餐车，往返于莫斯科的火车只有卧铺车厢。

列车票价随季节浮动，并有多种不同的优惠。所有前往俄罗斯的外国乘客均需持有俄罗斯签证；

同样，所有乘火车从俄罗斯进入芬兰的外国乘客也均需持有有效的芬兰签证或任何一个申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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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证。

芬兰铁路全长4000公里，网络覆盖了境内的主要城市。芬兰的铁路使用宽轨，所以其火车车厢比

国内的火车要宽敞舒适，而运行也更为平稳。

芬兰国内铁路火车分为郊区火车、普通列车、快速列车、城际列车/双层城际列车和高速列车5种

，其中郊区火车主要运行在赫尔辛基与其周边卫星城之间，可以使用公交月票以及赫尔辛基卡。

芬兰还有一种特殊的火车，其车厢顶部可以装载家用小汽车，特别适合自驾车旅游又不希望长途

连夜驾驶的游客。

赫尔辛基与北方及中部主要城市以及图尔库与罗凡涅米、约恩苏之间运行的列车上加挂有卧铺车

厢，卧铺车厢的床位可以提前一年预定，并且从发车日前8周开始售票。卧铺车票需提前两天购买

，否则不予保留（圣诞节、复活节以及仲夏节期间，卧铺车票需提前一个星期购买）。

长途车

在夏季，从芬兰的罗凡涅米每天都有长途客车开往挪威的北角，从芬兰的依瓦洛每天也都有长途

客车开往挪威的科金斯。冬季时两国的交界处大雪封山，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通。

赫尔辛基每天有四班长途客车开往俄罗斯的维堡以及圣彼得堡，此外坦佩雷、于韦斯屈莱和拉彭

兰塔三个城市也都有每日一班的开往上述两个俄罗斯城市的长途客车。

芬兰长途客车范围覆盖了国内90%的区域，其运行也十分准时。

运行在城市之间的长途客车主要分为两种：沿途各乡镇均有停站的普通班次（vakiovuorot）和中

途不停站的特快班次 (pikavuorot) ，各长途客车公司通用同一个票务系统。

每个城市或小镇中心，均有长途客车总站，并公布有所负责路线的汽车运行时刻表。

大型的长途客车总站及游客中心内，都会准备有全国长途客车运行时刻表。更详细的公共交通路

线与时刻表可致电02004000

查询（周一至周六：7点-21点，周日：8点-21点），或向书报摊购买《suomen

kulkuneuvot》（全国长途客车时刻表）。

大部分长途客车于星期一至五运行，大城市之间每小时一班，星期六与公共假期只提供有限服务

，星期日的班次就更少一些。星期一至六的下午6时停运，星期日则下午4时停运。

轮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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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有定期的客运航线通往瑞典、爱沙尼亚、俄罗斯以及德国。

往来与芬兰与其它国家间的客运轮船多为豪华的巨型游轮，不但有豪华的客房以及各种波罗的海

美食，还有夜总会、迪厅、游艺机房、电影院、免税商店等。这些游轮底层都有巨大的汽车甲板

，可以把客人的汽车一起载到目的地。

往返于赫尔辛基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间的客轮班次有几十个之多；赫尔辛基往返斯德哥尔摩的客

轮每天下午两班；在图尔库往返斯德哥尔摩的航线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两班。

所有来往于瑞典与芬兰之间的游轮都在芬兰奥兰自治省的省会玛丽港稍做停留。

汽船是夏季芬兰湖区的一种交通方式。每到风和日丽的时节，午夜太阳照耀下的大地弥漫着诗情

画意，而乘船漫游其间，才是享受这份独特北欧情怀的最佳方法。

芬兰湖区的汽船一般从6月初开始运行到8月底，绝大部分邻近湖畔的城市在夏天都举办湖船观光

的旅游项目，其行程分别为数小时或一天、几天不等，为了增加旅游趣味，有的游船公司还举办

日暮航游和夜间航游。游船还会在饶有特色的小岛上作短暂的停留，以让旅客们上岸参观。

库奥皮奥、约恩苏、拉彭兰塔、拉赫提、萨翁林纳、坦佩雷、海门林纳以及于韦斯屈莱都是非常

受欢迎的湖区观光城市。

主要渡轮公司：

Eckero Line

电话：060 004 300

网址：www.eckerolinjen.fi

Linda Line

电话：0600 0668 970

网址：www.lindaline.ee

Nordic jet Line

电话：0600 01655

网址：www.siljaline.fi

Tallink

电话：060 015 700

网址：www.tallinksilja.com

Vik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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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60 041 577

网址：www.vikingline.fi

   

2、境内交通

飞机

芬兰拥有欧洲班次最频密、最经济之一的航空网络。国内航线提供各种不同的机票折扣优惠。(Fl

y & Save ，Super Fly & Save， 团体折扣、周末特惠机票)。

主要运营公司：

Blue1 航空公司

电话：060 0025 831

网址：www.blue1.com

芬兰航空公司

电话：0600 140140

网址：www.finnair.com

AIR ALAND航空公司

电话：018 17110

网址：www.airaland.com

公共巴士 

                                           105 / 123

http://www.vikingline.fi


�������

芬兰:圣诞老人故乡

 
(图片由网友 @海绵先生 提供)

芬兰的公共巴士服务覆盖90%国内的公共道路。在拉普兰，公共巴士服务更替代了火车服务，成

为游览这地区绚丽风光的最佳交通工具。

旅人提示：

团体票

若3人同行，并乘搭巴士前往至少80公里以外的目的地，则可获成人单程票价七五折扣优惠。

4—11岁儿童可享成人票价半价优惠。

长者优惠票（65Tickets）

年满65岁或以上的长者，可于巴士站及旅行社购买长者优惠票。长者若乘搭公共巴士前往至少80

公里以外的目的地，可享七折优惠。长者在购买长者优惠票时，必须出示年龄证明文件。

汽车

芬兰是靠右行驶，超车必须用左线。拖有露营车的私家车，车速不得超过80公里/小时。所以道路

都设有60—80—100公里/小时不同的车速限制，并有标志显示。若没设有车速标志的道路，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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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车速限制石80公里/小时、高速公路的车速限制，夏天为120公里/小时，而冬天则是100公里/

小时。一般来说，市区内道路的车速限制围40—60公里/小时。芬兰所采用的交通标志，跟欧洲大

陆其它地方的标志相似。

旅人提示：

1、车灯：无论任何天气情况，行驶中的车辆必须经常开着前车灯。

2、强制系上安全带：私家车的司机及前后座乘客必须系上安全带。乘做出租车时，所有乘客必须

系上安全带。

3、醉酒驾车：严禁醉酒及服药后驾驶。驾驶者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必须限制在0.5%以下。违规者可

被判罚款或入狱。酒精含量若超过1.2%，则更会被施以重罚。

4、保险及其它文件：每位驾驶汽车进入芬兰境内的外国人，必须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并且在车

身清楚显示其所属国籍。边境人员会在汽车入境时检查这两项规定。另外，芬兰已成为[绿卡]计

划的国家，驾驶汽车游览的旅客亦应带备[绿卡]，在遇上意外时十分有用。

5、若驾车旅客的所属国家是非[绿卡]计划的国家，必须在到达时办理边境保险。芬兰、丹麦、挪

威及瑞典成立了共同边境保险区，即在大多数情况下，驾车旅客必须在丹麦、瑞典或北欧国家的

边境办理边境保险。边境保险于欧洲经济区国家及瑞士同样有效。有效期及保费根据逗留时间而

定；有效期最长为1年，最短为30日。

6、一旦遇上交通意外，应立即向以下机构报案：芬兰车险中心、绿卡办事处及贷款基金会。地址

：Bulevardi 28， FIN---00120 Helsinki; 电话：+358--（0）9—680 401； 传真：+358--（0）9—6804

0474。

7、汽油及电油：在芬兰所出售的汽油是无铅汽油，并不设旅客优惠。

汽车租赁

绝大多数的国际及芬兰本地的汽车租赁公司均在较大城市及主要机场设有办事处。这些公司都备

有不同型号的汽车以供选择，他们对租赁者的年龄限制由19至25岁不等。租赁者亦必须具备一年

的驾驶经验。基本日租金只包含规定的天数和公里数以内；若在周末租车或不限定公里数时，则

另行收费。

部分租车公司：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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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70466600

网址：www.budget.fi

Hertz

电话：0800 188777

网址：www.hertz.com

Europcar

电话：0403 062 44

网址：www.avis.fi

Avis

电话09 8598356

网址：www.avis.fi

Sixt

电话：09 3505590

网址：www.sixt.fi

铁路

搭乘火车畅游芬兰是一个较经济的方法，以单程为例：由赫尔幸基前往坦佩雷（距离187公里）的

二等票价为21.40欧元、由赫尔幸基前往奥卢（距离680公里）的二等票价为60.20欧元。头等票价

约多50%。6岁以下儿童可免费乘车，一位成年人可携同最多4名儿童同行。6岁至16岁未成年人可

享半价优惠。票价已包括留座费用。

卧铺车厢

单人房（头等）票价为42至58.80欧元；双人房（二等）票价为20.20至30.20欧元；三人房（二等）

票价为10至15欧元。一些周末及公众假期会涨价。

载车辆火车

每天都有可载车辆火车来往赫尔幸基与奥卢、赫尔幸基与罗凡涅米、赫尔幸基与孔帝奥迈基、图

尔库与罗凡涅米，以及坦佩累与罗凡涅米之间。另外，亦有火车在部分日子来往赫尔幸基与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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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坦佩累与科拉里之间。票价（含车辆和包厢）由176.40欧元至391.40欧元不等。请注意，部分

周末会收取附加费，而运载车辆的高度限制是2.2米。

团体票

团体票售予3人或以上同行团体。3至10人同行可享八折优惠。11人或以上同行可享七五折。所有

成员都必须乘搭同一班火车，并且购买相同等级的车票。

长者优惠

年满65岁或以上人士，出示身份证或护照，可享半价车票优惠。欧洲火车长者卡持有人可享七折

优惠，但优惠不适用于赫尔幸基地区的本地交通工具。

芬兰火车通票备有1个月内任选3日、5日或10日使用以共选择。

详细资料请查询：www.v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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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芬兰3日精华游

线路设计：赫尔辛基 萨翁林纳 库奥皮库

D1：伴着晨曦首先前往芬兰国家博物馆，它是芬兰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展出史前及考古学上令人

震撼的发现、教堂文物、拉普人历史及文化展品等帮你对芬兰有一个初步的体验。之后游览路德

教大教堂，它是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建筑。乳白色的大教堂建于1852年，其结构之精美气宇之非凡

，甚称芬兰建筑艺术上的精华。午后前往芬兰堡，芬兰堡由一位瑞典炮兵军官奥科斯丁设计，是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之后前往令人震撼的Temppeliaukio教堂。傍晚前往萨翁林纳。

D2：在萨翁林纳伫立着北欧著名的城堡之一的Olavinlinna。它不仅是北欧最为宏伟的城堡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壮丽的防御工事。之后游览萨翁林纳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还有水陆运输的重要性

。午后游览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教堂Kerimaki教堂与创意十足的Retretti艺廊。

D3：清早前往库奥皮奥，首先游览库奥皮奥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午后在pikku-pietarin torikuja

逛一逛。这是一条很有氛围的小街道，窄窄的巷子两旁是粉刷为红色的木头房子，它们被改装成

了各种商店。最后前往JATKANKAMPPA烟熏桑拿池体验一回最正宗的芬兰桑拿。

   

2、芬兰7日体验之旅

线路设计：赫尔辛基 图尔库 海门林纳 坦佩雷 奥卢 罗瓦涅米 库奥皮库 萨翁林纳

D1：伴着晨曦首先前往芬兰国家博物馆，它是芬兰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展出史前及考古学上令人

震撼的发现、教堂文物、拉普人历史及文化展品等帮你对芬兰有一个初步的体验。

之后游览路德教大教堂，它是赫尔辛基最著名的建筑。乳白色的大教堂建于1852年，其结

构之精美气宇之非凡，甚称芬兰建筑艺术上的精华。午后前往芬兰堡，芬兰堡由一位瑞典

炮兵军官奥科斯丁设计，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之后前往令人震撼的Temppeliaukio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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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前往图尔库。

D2：在芬兰最古老的城市图尔库，体验充满现代气息的海滨氛围。首先前往图尔库城堡，这是一

座宏伟的建筑充满了神秘色彩，很值得参观。之后前往手工艺博物馆，了解芬兰的手工业。之后

在Aboa Vetus & Ars Nova欣赏一个考古展和一个现代艺术展。下午前往海门林纳。

D3：在海门林纳首先游览海梅城堡，这座建于13世纪中期的城堡可称得上是芬兰建筑史上的珍品

。之后游览芬兰人最爱的住宅式博物馆Palan-derin Talo。之后前往坦佩雷。在坦佩雷先去游览间

谍博物馆，这个间谍博物馆迎合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间谍情节。同事也展出著名的芬兰寄国外

间谍的历史材料，包括各种邦德玩具和一些互动展示。之后前往著名的木民谷，它实际上是一座

博物馆，在其中探索图韦杨松所创造的不朽牧民。

D4：一早前往萨翁林纳。在萨翁林纳伫立着北欧著名的城堡之一的Olavinlinna。它不仅是北欧最

为宏伟的城堡之一，也是一个非常壮丽的防御工事。之后游览萨翁林纳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还

有水陆运输的重要性。午后游览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教堂Kerimaki教堂与创意十足的Retretti艺廊。

D5：清早前往库奥皮奥，首先游览库奥皮奥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午后在pikku-pietarin torikuja

逛一逛。这是一条很有氛围的小街道，窄窄的巷子两旁是粉刷为红色的木头房子，它们被改装成

了各种商店。最后前往JATKANKAMPPA烟熏桑拿池体验一回最正宗的芬兰桑拿。

D6：一早前往奥卢。抵达后游览奥卢大教堂，奥卢大教堂是一座19世纪的大教堂这里是有CARL

engel 设计的，悬挂着芬兰历史历史最为悠久的肖像画。下午在奥卢自由市场逛一逛，感受这个色

彩斑斓的集市，酒吧，货摊工艺品商店遍布。

D7：早上启程前往罗瓦涅米，在这里和圣诞老人合影，踏过北极圈感受一下身在极地的感觉，最

后游览极地博物馆结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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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生活提示

酒类限制

国家酒品公司（Alko）拥有葡萄酒和烈酒的零售专卖权。在芬兰，所有的高度啤酒（Olut

III，三号以上啤酒），葡萄酒以及烈酒都只能在国家专营的 Alko 连锁店内出售。酒吧及各种餐厅

如要出售酒精类饮料也需要取得相应的售酒牌照。至于低度的啤酒或饮料，则在超级市场及普通

店铺都有出售。

20 岁以上的成人可在 Alko 商店购买任何酒类。18 岁以上20

岁以下的年青人则只可购买酒精含量不超过 22% 的酒、啤酒及大杯饮料等。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注，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料或者纵容其饮酒也属违法）。

Alko 连锁店营业时间为：周一～四 09：00~18：00，周五 09：00~20：00，周六

09：00~16：00（18：00）。大城市与购物中心内的 Alko 营业时间为：周一～五

09：00~20：00，周六 09：00~18：00。

公共交通

所有城镇和城市均提供公共巴士服务。赫尔辛基有巴士、电车及地铁服务。旅客可以在城市交通

办事处和R—kiosk书报摊购买一张[十程卡]，费用为约15欧元。

桑拿及游泳

在芬兰每三个人便有一个桑拿室。旅客会发觉它们无处不在，包括：酒店、私人住宅、邮轮、汽

车旅馆和度假村。

紧急情况

遇有紧急事故可致电112求助，也可在当地的电话亭或电话簿中找到其它紧急求助的电话号码及指

引；或可向你所下榻的酒店查询。有关医疗服务的资料请阅下文。

赫尔幸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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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者可免费参观五十间博物馆和赫尔幸基的其它观光名胜。持卡着还可以无限次乘坐市内的公

共汽车、电车和地铁，另外在租车、用餐、购物、运动和桑那时还有一定的优惠。赫尔幸基卡的

价格为：24小时的成人卡售价为25欧元；48小时的成人卡售价为35欧元；72小时的成人卡售价围4

5欧元。儿童卡的售价则分别为10、13及16欧元。

失物招领

赫尔幸基的失物招领处，电话：+358—9—189 3180，传真：+358—9—189 2829。

医疗服务

药物只在药房（芬兰语为Apteekki）出售；超市和购物中心仅出售化妆品。有些药房的营业时间

较长。

购物

芬兰手工艺品、首饰、色彩手织制品、家具、玻璃器具、瓷器、丝巾领带、裘皮和芬兰刀都是世

界知名的芬兰特产。

商店的营业时间，平日通常由早上9时至下午6时，星期六为早上9时到下午3时。百货公司和商场

通常营业至晚上8时，部分营业至晚上9时；而星期六则营业至下午6时。百货公司在6月至8月期间

及12月会在星期日营业。许多便利店和小型超市则全年在星期日营业。所有商店都在公共假期休

息。

免税购物

任何居住在欧盟及挪威以外的永久居民可在芬兰享有免税购物优惠。旅客在购物时花费超过40欧

元可享有12%至16%的免税服务，并获得一张免税金额支票（有效期3个月），收款处同时将免税

商品包装后贴上封条（出境前不能使用该商品）。旅客在游毕其行程中最后的一个欧洲共同体国

家，在出境时向海关出示支票和商品，便可在指定地点领取退税金。

芬兰语

芬兰语是公认的一门难学语言，有很多词形变化和冗长的单词，如 saippuakauppias 和 yliopistokirja

kauppa。您不必去学习这些单词的发音，但为了帮助您入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的说法：

"Hei"。 如果您想酷一点，可以说"Moi"。在享用了一顿美味晚餐后，出于礼貌应该说"kiitos"（读作

"keetos"）。

一些要知道的有用单词

你好：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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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Hei hei

谢谢：Kiitos

⋯⋯多少钱：Kuinka paljon...

⋯⋯在哪里：Miss� on...

酒店：Hotelli

餐馆：Ravintola

机场：Lentokentt�

汽车：Auto

公交车：Bussi

男人/男人（复数）：Mies / Miehet

女士/女人（复数）：Nainen / Naiset

孩子/孩子（复数）：Lapsi / Lapset

食物：Ruoka

商店：Kauppa

森林：Mets�

湖泊：J�rvi

驼鹿：Hirvi

熊：Karhu

驯鹿：Poro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

地址：VANHAKELKKAMAKI11，00570，HELSINKI，FINLAND

国家地区号：00358

电话：

值班室：400618582（手机），922890168（传真）

领事处：922890129，922890155（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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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处：922890110，922890149（传真）

文化处：922890125，922890128（传真）

武官处：922890115，922890148（传真）

经商处：96848416，96849595（传真）

网址：

http：//www.chinaembassy-fi.org

http：//fi.chineseembassy.org

http：//fi.china-embassy.org

电子邮箱：press@chinemb.fi

   

3、签证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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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芬兰影音典藏

书籍：

《芬兰印象》 

 

“信是千湖国，港湾分外多，森林峰岭立，岛屿似星罗。”这是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

芬兰后留下的优美诗句。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芬兰共和国素有“千湖之国”的美誉，这个人口只

有530万的国家不仅风景秀丽并且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不仅拥有圣诞老人、桑拿浴和诺基亚等著

名品牌，她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与教育质量也在全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冬季到芬兰去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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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自写自拍、图文并茂的游记式图文集，是作者游历芬兰的缩影。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心

仪、心怡、心迹，记录下作者在芬兰的所见所闻，语言通俗，图文互动，适合各位爱好旅游者，

尤其是正准备去芬兰旅游的人阅读。

重金属已成为芬兰家喻户晓的音乐

电影：

圣诞传奇 

                                           119 / 123



�������

芬兰:圣诞老人故乡

有一年圣诞节，剧作家Marko Leino接到了他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通电话。电话的那一头说道，希

望能把自己童年以及怎样成为一位特殊人物的真实故事讲述给世人。

后来，Leino去芬兰拉普兰的Korvatunturi（耳朵山）拜访了几次圣诞老人的居所，他由此确信，那

位打电话给他的正是这位也是唯一的圣诞老人。这部电影就是讲述了圣诞老人自己讲述的故事⋯

⋯

薄暮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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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众看完后都对片中角色之间交流的冷漠产生困惑。事实上，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他们习惯与人保持距离，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一种骄傲。

影片主人公考斯蒂南是一个值夜保安，虽然年纪轻轻却没有同龄人的朝气蓬勃，孤独像挥之不去

的网，紧紧纠缠住考斯蒂南的内心与生活，他常常被周围人取笑，贫瘠的生活和对情感的渴望让

他无力自拔。一次偶然，考斯蒂南邂逅了举止优雅的金发美女米尔雅，随着压抑已久的情感轰然

爆发，考斯蒂南将米尔亚视作生命中的全部，甚至刚结识不久就提出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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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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lue/maerd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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