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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美人鱼 由雕刻家爱德华•艾

瑞 克 根 据 安 徒 生 童 话 《 海 的 女

儿》铸塑的，每个来丹麦的游客

必要到这尊铜像前，再温习一遍

那个美丽忧伤的故事…… 

 

 

步行街  汇 聚 了 丹 麦 最 具 代

表性的商品，无论是皇家御用的

哥 本 哈 根 瓷 器 ， 还 是 本 地 品 牌

ECCO“爱步”鞋，以及来自全

世界的国际品牌，应有尽有…… 
 

 

新港 当初是为了方便货船进

入以及让水手得以在此休息。近

年 来 许 多 老 桅 船 在 这 里 沿 岸 搭

建很多可爱的砖房、餐厅、酒吧，

更赢得全世界最长酒吧的美誉。 

 

时机 Timing 

丹麦气候宜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前往旅游。但通常一年的旅游

季节是从 4 月份开始的，6 月到 8 月是旺季。因为这段时间美

食馆和景点关门都比较晚，并有许多免费的户外音乐会和表演。

而这时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最高温度 21 度。如果希望观看

表演的游客前外不要错过。 
 

贴士 Tips 

丹麦的酒店通常不为客人准备牙膏、牙刷和拖鞋等一次性用品。

丹麦的旅馆一般不供应开水，自来水达到饮用标准。外出时，须

将贵重物品存放在饭店总台的保险柜中，切勿留在房间内。一般

酒店都提供免费为客人存放贵重物品的服务。 
 

婚礼  wedding 
在丹麦的一些地方，人们认为送给未婚妻刻满情诗、木制的棒

槌是吉利的，因为棒槌能带来好运和美满。婚礼是秘密进行的，

因为丹麦人认为公开筹办会触怒鬼怪或引起他们的嫉妒。在婚

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把一大坛啤酒抬到园子里。新郎新娘的

手握在酒坛上方，然后酒坛被打得粉碎。在场的适婚女子会把

碎片捡起来，捡到最大的碎片的女子注定会第一个结婚，而捡

到最小的注定会终生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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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笔下、世界唯一的童话王国 

人鱼公主晚唱 卖火柴小女孩火光中的梦想   

                                       —— 丹麦                                   

印象丹麦                                                                                   
丹麦王国（丹麦文：Kongeriget.Danmark）是斯堪的纳维亚组成国家之一，位于欧洲北部日德兰半岛上及附近岛屿。南部就是德

国，北部濒临大西洋北海和波罗的海。瑞典和挪威分别位于丹麦以北及西北方向，与丹麦隔海相望。 

丹麦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国之一，是欧洲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桥梁。丹麦面积为 43094 平方公里（不包括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

境内低平，最大的湖泊是阿勒湖。。丹麦位于哥本哈根以北约 45 公里的北西兰岛，有 3 座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为背景。该城堡建于

1514—1584 年。丹麦小城北隆市有个闻名遐迩的“乐高公园”，其占地面积 25 公顷，是一个用 3200 万块积木建成的“小人国”。

公园以其新颖独特的积木艺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使它成为仅次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第二旅游胜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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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解安徒生笔下的丹麦 
丹麦是北欧最小的国家，却有着 1000 多年的历史。由于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丹麦文化保持着独立性和连续性，不仅文化没有被

其他文化淹没，反而从中汲取了营养，变得愈发光彩四射。 

在世界人民心中，丹麦更有个人尽皆知的称号——“童话王国”。这里之所以让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如此迷恋的主要原因，就是你无论

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那种激发安徒生创作世界著名的美丽童话的氛围和景观。安徒生的童话，让丹麦与世界紧紧相连，与它悠久

辉煌的历史、古老奢华的建筑一起，闻名于世界各个角落。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伴随着“人鱼公主”的晚唱、“卖火柴的小女孩”火

光中的梦想。如今，坐落在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铜像，已成为丹麦的象征。 

童话王国 

因为《丑小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

衣》、《冰雪女王》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安徒生让丹麦

戴上了“童话王国”的美誉。 

丹麦雕刻家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根据安徒生童话

《海的女儿》铸塑了一座美人鱼铜像。铜像坐落在哥本哈根的

长堤公园(Langelinie)内，已成为丹麦的象征。此外，在哥本哈

根的市政厅广场，伫立着一座安徒生的全身铜像。路过的每个

游客，都要上去与“童话之父”握握手，捧着安徒生的书籍与

其留影。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建有安徒生故居博物馆，无

数对安徒生童话着迷的人前往那里瞻仰、参观。  

安徒生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新青年》1919 年 1 月号

就刊载过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译文。解放前，郑

振铎、茅盾、赵景深、顾均正等名家都翻译过安徒生的作品。    

到安徒生童话的诞生之地，去触摸我们儿时的美丽梦想，无比

接近那些哀伤与优美的故事，带回最纯完整的“安徒生童话”。 

 

皇族历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从有史可考的哈拉尔国王到现

在的君主玛格丽特二世女王，王室的血脉已继承了千年之久。 

丹麦的历史相当于一部丹麦王族史。千年以来，丹麦王族中出

现不少叱咤风云、建树颇多的君主，流传下众多具有传奇色彩

的故事。其中最为杰出的君主就是玛格丽特一世女王和克里斯

钦四世国王。 

玛格丽特一世女王真正在位只有十年时间，但她摄政却达 32

年。她一手创立了丹麦、挪威、瑞典三国组成的“卡尔马联盟”，

使自己成为统治三国的女王，联盟历时了 126 年。而她所建立

的丹挪联盟持续了整整将近 4 个半世纪。 

克里斯钦四世 17 岁登基，成为丹麦、挪威两国国王。他雄心

勃勃，兢兢业业地操持着国家的每个细节。然而，这位有着雄

心壮志、为国家建设勤劳一生的国王，却在老年成为穷困潦倒、 

 

 

孤独死去的老人。他的伟大梦想就是使他将丹麦牵涉到一场场

战争中。因为战争，在克里斯钦晚年，丹麦变得穷困弱小。尽

管丹麦在这位国王手中并未富强，但是人们仍然爱戴、敬重这

位一生操劳的老人。在哥本哈留下来了很多由克里斯钦一手设

计的美丽建筑，让世人景仰。 

皇宫林立 
作为皇族的象征，丹麦这斯堪的维亚地区（丹麦、瑞典、挪威）

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众多的皇宫城堡。  

 千年的皇族历史，使皇宫的建造一直未曾停怠过。新一届的君

主由于不满足于老国王遗留下的旧城，就设计建造自己的城堡；

皇族不只有一座城堡进行日常居住，还会在其他地方建立夏宫，

或因特殊需要建立行政宫殿。因为以上等诸多原因，丹麦皇宫

林立，新老城堡汇聚一堂，而且基本都可向民众开放。由于城

堡众多，名字繁琐，丹麦的皇宫又有一个个别称。例如，菲登

斯堡宫被称为“和平宫”、菲德烈堡宫又称“水晶宫”、克隆

堡宫因被莎士比亚作为《哈姆莱特》的创作背景，又叫做“哈

姆莱特堡”。  

这些宫殿建筑都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来建筑设计，从古典式样，

到融合了新世纪的建筑风格，姿态各异。每一座宫殿都是一件

传世的艺术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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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工具箱 
 丹麦国家基本信息  
首都：哥本哈根       

国家代码：DK 

国花：雏菊           

国鸟：云雀 

货币：丹麦克朗        

国际代码：45 

民族：北日尔曼族 

语言：官方语言为丹麦语，同于英语 

时差：使用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7 个小时 

国名释义：在古高德语中，“丹”为“沙滩、森林”之意，“麦”为“土地、

国家”之意。 

国旗：丹麦国旗是现今仍在使用的国旗之中最为古老、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面，

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37:28。旗地为红色，旗

面上有白色十字形图案，稍偏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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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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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地址、电话、传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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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a. 所有申请材料都要有丹麦文或英文翻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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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使领馆会根据需要，要求个别成员前来面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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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银行  
丹麦货币名称为克郎，1 克郎=100 欧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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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未加入欧元

区，但大部分商店仍接受欧元，1 欧元约=7.45 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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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外，许多银行外的 ATM 机也

可提取丹麦币的现钞。 

 

 其他  
购物退税：作为非欧盟国家的旅客，在丹麦四千多家

免税商店里购买任何一款超过 300 克郎的商品，就可

以退回买价占 13%-19%的增值税。在商场索要免税

票后，可到哥本哈根机场和豪华邮轮站退税。记得购

物时随身带着护照。 

插座：丹麦使用 220V 的两头圆孔插座。 

 丹麦签证  

丹麦 目 前还 未 开放 对 中国 游 客的 个 人旅 游 签证 ，但 其 已加 入申 根 协议 ，

所以 想 要 自助 游 的 客人 可 以先 办 理 申根 国 中 任何 一 国的 签 证 ，再 去 丹

麦旅 游 就畅 通 无阻 了 。  

 

 

 

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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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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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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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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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与离开  

 

 

 铁路  
除 了几 条短 程的 私有 铁路 之外 ，丹 麦国 铁 (DSB，

Danish State Railways)经营所有的火车路线。国

铁连结哥本哈根与欧洲国家的首都，每天都有固定

的火车班次。Air-Rail 列车连接哥本哈根国际机场

和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每 20 分钟一班，12 分

钟即可到达市中心。 

长途火车有两种，但票价相同。光鲜的市际列车(IC，

Intercity)无论头等或二等车 厢都拥有超现代化 的

舒适设备。一般而言，搭乘市际列车必须订位，除

非是在晚上 8 点以后乘车，或搭乘奥尔堡与腓特烈

港(Frederikshavn)之间的列车。 

区际列车(IR，Inter-regional)比较老旧，速度也

慢一点，除了周末几个接上西兰岛与富 能(Funen)

岛间渡轮的班次外，也不需要订位。无论旅程长短，

市际列车的订位费用为 30 克朗，头等车厢 60 克朗，

区际列车则是 20 克朗。火车联票不包含订位费用。 

以下情况可获得丹麦国营铁路（DSB）的折扣：八

人以上的旅行团搭乘火车可以打折；12 岁以下儿童

与一名 12 岁以上同伴一起乘车，可获免费。16 岁

以下青年收取半价票。 

 

 自行车  
骑自行车游丹麦是一种很实际的作法。有四通八达

的自行车道连结全国各乡镇，城市中心的道路侧边

大多也有自行车专用车道。 

你可以在大部分城镇以一天 35－60 克朗的价钱租

用自行车，还要先付约 250 克朗左右的押金。只要

花少许费用，便可以把自行车带上渡轮以及大多数

的火车。请向丹麦国铁索取自行车小册。 

 

 出租车  
丹麦的大部分城镇都有出租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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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飞机  
由北欧航空公司经营的中国飞往丹麦的航线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直飞丹麦

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丹麦各城市和欧洲大陆各地之间，如伦敦、巴黎、罗

马、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每天都有航班来往。 

丹麦的国内航线由美施克航空飞航，连接哥本哈根和比隆、奥尔堡、奥胡

斯、凯隆堡、齐斯泰兹、森讷堡、伦讷等国内重要重要城市。 

北欧航空从哥本哈根飞往奥尔堡及奥尔胡斯航线，每天各有约 12 航班。          

市区往返机场： Air-Rail 列车连接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和位于市中心的中央

车站，每 20 分钟一班，12 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其他丹麦主要城市也有

列车来往于机场。 

 

 公路  
Eurolines Scandinavia 主要服务对象是火车和飞机不能到达的小城镇。还

有长途客车川行于以下路线：  

1、哥本哈根——腓特烈港  

2.、哥本哈根（经奥胡斯）——奥尔堡  

信息和订位电话：0045 3388 7000 

 

 水运  
丹麦有众多岛屿，除了大桥之外，轮渡是连接各岛屿的重要交通工具。丹

麦的大部分轮渡载人也载车。大型的轮渡还配备餐馆、商店、儿童游乐处

等设施。Scandlines 公司经营的轮渡不少可以运载汽车、自行车等。可以

在丹麦各火车站查询轮渡时刻表或购买船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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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  
 

 

 

 

 

 

地 

区 

速 

写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位于丹麦西兰岛东部，隔着厄勒海峡和瑞典重要海港马尔默遥遥相对。它是丹麦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的古城。根据丹麦的历史记载，哥本

哈根在十一世纪初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和进行贸易的场所。随着贸易的日益繁盛，到十二世纪初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镇。

十五世纪初，成为丹麦王国的首都。哥本哈根在丹麦文中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港”的意思。 

哥本哈根共有二十多个可供人们参观的博物馆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园。其中最美丽的要算是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港湾畔的

海滨公园。在那里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有一尊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这是丹麦雕塑家艾里克森于一九一三年根据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它就象伦敦的大桥，巴黎的铁塔，成为哥本哈根的标志。 

此外，市中心的趣伏里公园，是世界著名的娱乐场所，在这个公园内还有中国式的建筑。在朗厄里尼一行幽静的林荫路上，

还有一座非常壮观的“杰芬喷泉”。北欧规模最大的动物园和水产博物馆也在哥本哈根。创办于一四七九年的哥本哈根大

学是北欧最早的高等学府。人们为了一睹哥本哈根市的美丽景色和名胜古迹，每年约有一千万人从世界各地来哥本哈根旅

游。 

最佳旅游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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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丹麦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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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阳光，

悠闲地逛街游览，不用担心商店和景点会早早的关门。另外虽然冬季很寒冷，但是丹麦的圣诞节却让人享受到欢乐、浓郁

的节日气氛，别有一份情趣。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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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交通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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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直接飞往哥本哈根机场。 
机场位于市区东南 10 公里的卡斯楚普，建在厄勒海峡边上，

从哥本哈根市中心乘坐火车只需要 15 分钟，单票价格在 28.5

丹麦克朗。乘出租车从市中心到机场分费用约 90-250 克朗。 

铁路 
哥本 哈根的铁 路交通非 常发达， 来往各城 市之间都 可以乘 火

车，游客可以买 3 日和 7 日通票。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的中

央车站，交通很便利。 
一些铁路的优惠价格如下： 

ScanRail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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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折扣 

8 人以及 8 人以上团队一起乘火车即可享受团队折扣，需要提

前预定，最晚预定时间是出发前一天下午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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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

也是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对于一般游客而言，最主要的县

里有以下几条： 

882 路：哥本哈根—兰纳斯—Hobo—日德兰半岛 

886 路：哥本哈根—奥胡斯—奥尔堡 

出租车 
哥本哈根的出租车很多，如果你看到车顶是黄色“taxa”亮着，

或者车窗前的灯是亮着，那就标明这辆车是空车。出租车收费

起步价是 24 克朗，白天收费是每公里 10.2 克朗，夜晚和周

末收费每公里是 12.6 克朗。大部分出租车接受信用卡支付。 

水运  

沿着哥本哈根运河从美人鱼铜像至 Fisketornet 购物中心环线

游，共有 16 个站停留，随叫随停。分为 1 日票和 2 日票。时

间为每日 9：45-17：45，每 30 分钟一班。一小时的行程，

价格为每人 30 克朗。 

 

 

公交车 
哥本哈根有日间巴士和夜间巴士两种。日间巴士主要颜色是黄

色的，另外还有黄色和红色或者黄色和蓝色的（最快的巴士）。

夜间巴士的运行时间一般从凌晨 1：00 至 5:00，而且夜间巴

士车头前通常都印有字母“n”。 
对于游客而言，乘坐城市公交车最方便，市区内的主要景点都

可以达到。 

运营时间：5 月，每日班次是 9:30 开始，依次为 9:30、11：

30、13：30、15：00。 

价格：每人 130 克朗 

乘车地点：市政厅横街的吹庐阿笛塑像前。报名可以到巴士公

司、饭店的前台或者哥本哈根旅游咨询中心。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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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在根本哈根 110 个自行车

租车点中的任意一个留下 20 克朗的押金，来租用一辆自行车，

斌可以在任何一点归还自行车，取回押金。它是哥本哈根最普

及的交通工具。 

地铁 
哥本哈根的地铁交通开放得比较晚，但是发展很迅速。所有地

铁站都会有一个红色的“M”标志。该地铁一共有两条线路，

M1 线路是从 vanlose 站通往东啊马格（east amager）哥本

哈根机场；M2 线路是从西啊马格(west amager)。两条线路

均穿过市中心。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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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最大的城市：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美人鱼”的诞生地   气势磅礴的盖费昂喷泉  

长堤公园最吸引人的亮点就是美人鱼铜像和杰芬昂喷泉。这尊举世

闻名的铜像塑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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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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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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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世纪以来，铜像已成为哥本哈根甚至丹麦的象征，每个到哥

本哈根来的游客，必要到这尊铜像前，再温习一遍那个美丽忧伤的

故事。 

另外，位于哥本哈根港口的长堤公园内，除了著名的美人鱼铜像外，

还有座同样闻名于世的“盖费昂喷泉”。  

 

 

 

 

由丹麦雕塑家昂拉斯•蓬高根据西兰岛的传说，花费十年时

间，于 1908 年塑造完成的。喷泉由盖菲昂女神和四条牛及

套犁等一组铜塑组成。 

在一个花环形的水池中央，竖立起一座巨大的圆石墩，石墩

底部的四周喷射出瀑布似的泉水。石墩上面，一位半身袒露

的女神，右手挥舞着长鞭，发辫在疾风中扬起，面部表情显

得 十分刚 毅果敢 。她驾 驭着的 四头强 壮的 牛正垂 头猛力 拉

引。四条铜牛躬身抵角、奋力拉犁，形态各异、诩诩如生。

喷泉从铜牛的鼻孔中喷出，形同垂瀑。 

台基周围用花岗石随道路的坡度延伸围成一泓水池，所有泉

水汇集池内。水池内两边各有一条铜铸巨蟒盘缠，左右两股

喷泉，直注铜牛。 

1959 年，郭沫若访问丹麦时写的那首赞美哥本哈根的诗中

的“四郎岛（即西兰岛）上话牛耕”“泉水喷云海水平”两

句，描写的就是盖费昂喷泉。 

 

 

 

 

 

 

 

 

 

 

 

 

 

 

长堤公园 

卡尔•雅格布森在一天观看了《海的女儿》芭蕾舞剧后深受感动，

想为这个著名的童话形象塑造一尊铜像，便 邀请雕刻家爱德华•

艾瑞克观看舞剧并创作。当年，爱德华•艾瑞克本打算用丹麦芭蕾

舞演员埃伦•普赖斯的形象作为模特，但是他没能说服这位女演员

为制作这一铜像而裸体，这不得不迫使他让自己的妻子充当裸体

模特，并最终完成了“美人鱼”铜像的制作。 

相传古代丹麦曾一度遭到“魔劫”，女神吉菲昂下凡拯救。

她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变成了四头牛，才竭尽全力把丹麦从

海里拉了上来。丹麦著名雕塑家彭高根据这一神话传说塑

造了这座引人注目的青铜雕塑。哥本哈根市内众多的这类

青铜雕塑，使这一古城充满了诗情画意。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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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之城  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   

 

阿玛莲堡王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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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之城”。  

十八世纪中叶，皇室一直居住在克里斯钦堡内。当时，菲特烈五

世国王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并将阿玛莲堡宫所在地划分

在此。他将地皮赠给当时的四大贵族，要求四家贵族各建造一个

一模一样的宫殿，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系统。宫殿由著名的

建筑师尼古拉•伊格维（Nicolai Eigtv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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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长的酒吧  

 

 

 

 

 

 

 

 

 

 

 

 

 

新港是一条人工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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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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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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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莲堡 

门票：成人 45 克郎 儿童 10 克郎 

开放时间：10:00-16:00（逢周一休息）  

交通：从哈苏水道步行 5 分钟可达 

新港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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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啤酒  

整个参观行程是按照啤酒的酿制过程设计的，采用了图释、影

像等手段，游客基本可以对酿酒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另外，酒厂至今还保留着 11 匹好马，用于运送啤酒秀，随着

工厂的发展，也许总有一天它们也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们

在嘉士伯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担任过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是历

史的“见证人”。从二楼收集的二万多只啤酒瓶开始参观，了解

酒厂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内容比较丰富。 
 
 
 
 
 
 
 
 
 
 
 
 
 
 
 
 
 

丹麦的凡尔赛宫  

 

建于十七世纪，又称“水晶宫”。古堡原先由克里斯钦四世的父

亲菲德烈二世国王收购而来，克里斯钦四世继位后拆除了原有

的 部 份 建 筑， 原 地 修建 了 这座 文 艺 复兴 式 宫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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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里的烟花世界  

 

 

 

 

 

 

 

 

 

 

 

 

 

 

 

 

 

 

 

 

趣伏里公园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占地 20 英亩。自 1843 年起，

到访游客已超过三百万人次。园内建有哑剧院（1847 年建立，

1945 年后重建）、中国塔（建于 1909 年）、一段中国长城、趣

伏里音乐厅 （原建于 1901－1902 年，新建于 1956 年）和趣

伏里男童仪仗队（成立于 1844 年）。此外，还有诸多露天舞台

和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和餐馆。  

趣伏里公园是丹麦游人最多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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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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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至 6 月，趣伏里游

乐园举办了“中国季”活动。当时，长春市杂技团曾在此演出。

2000 年 7 月，中央芭蕾舞团还在此演出了《红色娘子军》选

场。在整个丹麦，恐怕这里是最值得引起华人骄傲与亲切感的

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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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趣伏里公园烟火表演。一到这时，这里就会成为烟花

的世界，游人如织。  

公园在冬季关闭，但在圣诞节期间，却会成为热闹的圣诞节应

节市场，出售各种节日用品。 

嘉博士啤酒博物馆  

门票：50 克朗，包含两张啤酒品尝券 

凭购买门票得来的啤酒品尝券来到啤酒吧，每人可以选择两

种不同口味的啤酒，品酒聊天，透明玻璃地板下就是正在生

产的工厂，感觉比一般的酒吧更加新鲜和过瘾。 

菲特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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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伏里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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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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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者的天堂 

 

这条长达 1.2 公里的步行街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始建于 17 世纪，是世界上最

长的步行街。这条贯穿着哥本哈根最重要的建筑物和政治、商贸中心的“心脏

地带”，在丹麦举足轻重。  

它不只是一条街道，在它的两头、两侧及中央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广场、著名建

筑和特色商场。全街约有 200 多家商店，店铺鳞次栉比，各具特色，令人目不

暇接。既有百年老店、皇家商场，也有众多风格古朴的小店。  

步行街东起国王新广场，西至哥本哈根市政广场，中间还有个大型露天广场—

—阿麦广场。从国王新广场开始步入步行街，第一条街为具有众多古老建筑的

东街（Ostergade）；沿街走到步行街的心脏中心阿麦广场。 

广场中心有一座建于荷兰文艺复时期的鹳鸟喷泉，喷泉周围经常有人在此举行

集会；阿麦广场的六号是一座荷兰文艺复兴式建筑，建于 1606 年，是闻名于

世的哥本哈根皇家陶瓷厂（Royal Copenhagen） 、格犹•琰森（Georg Jensen）

银器厂、候姆皋玻璃器皿（Holmegaard Glasv&rk） 等公司的销售总部。橱

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丹麦工艺美术品，琳琅满目，任人观赏。阿麦广场的右

侧是另一座古老的步行街商场，左侧靠近霍伊布罗广场（Hojbro Plads），从那

里可以观看到带有克里斯钦堡的宫廷岛（Slotsholmen）全景。  

过了阿麦广场，步行街的名字便成为“维莫尔斯卡夫特街”（Vimmelskaftet），

再往前走便是“新街”（Nygade）。新街交叉的是一个长型广场，其右边的一

半叫做“老广场” （Gammeltorv），左边的一半叫做“新广场”（Nytorv），

步行街即从这两个广场的正中间穿过。老广场是哥本哈根最古老的市场，在中

世纪时一度是城区的中心。这两个广场中间的地段是哥本哈根的老市政厅所在

地。步行街最后直通哥本哈根市政广场。穿过市政广场往前走不远，就是著名

的趣伏里公园了。  

此外，第 9 号街上还建有 1864 年竣工的香烟博物馆。现在，除了保留一小部

分房屋用于出售香烟外，其他建筑都用于展示香烟文化。该博物馆被誉为欧洲

最美丽的香烟收藏博物馆。  

步行街上，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游客几乎可以在这里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餐

馆林立两边，逛得累了，随处可以找到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小憩，享受一下哥本

哈根的美丽景色。  

小贴士 步行街并不是哥本哈根的一个街名，所以在地图册是找不到“步行街”。

但随便向哥本哈根人询问，都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交通 位于市中心的新国王广场和市政厅广场之间，步行即可。 

 

 

 
 
 
 
 
 
 
 
 
 
 
 
 
 
 
 
 
 
 
 
 

丹麦购物街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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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钦五世国王的骑马塑像  

 

 

 

 

 

 

 

 

 

 

 

 

国王新广场是通往著名的步行街的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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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中有着一座巴黎风格的建筑物，这是一家已有 100 多年历

史的大商场，即著名的玛格森商场（Magasin）。商场南边的街

道就是“酒窖街”。这条街上的 6 号是一座很有趣的房子。房

子的主体是中世纪建成的“汉斯国王的酒窖”，这是丹麦皇家

的财产。这座房子的地下室，是丹麦最好的饭店之一的“汉斯

国王饭店”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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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剧院正门入口处有两座雕塑，左侧是浪漫派诗

人亚当•欧兰施拉尔（Adam Oehlenschlager,1779－1850），

他以民族主义诗作著称，也创作浪漫派悲剧作品。右侧则为剧

作家路维•郝尔拜（Ludvig Holberg,1684－1754），其喜剧和

讽刺剧演出今天依然深受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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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otte Amalie) 所 居 住 过 的 夏 洛 特 堡 宫

(Charlotten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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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特宫殿北面是人工运河——新港（Nyhavn），其南面是一

座建成于 18 世纪末的城市建筑群。 

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雕像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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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多数商贩来自南美的厄瓜多尔、秘鲁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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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正门上方的镀金塑像是哥本哈根的奠基人，

阿布萨隆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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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东北侧，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 

国王新广场 
 

市政厅广场 

长期以来 ,市政厅广场一直是哥本哈根的心脏，这里也是丹

麦全 国的神经 中枢，网 状的公路 从广场通 向丹麦的 四面八

方。广场上有 0 公里的起点，表示所有距哥本哈根的里程都

从这里开始测量。一个世纪以来 ,丹麦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在

市政厅广场举行。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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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曾以此作为背景创作《哈姆雷特》  

 
 

 

 

 

 

 

 

 

 

 

 

克隆堡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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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574 年到 1585 年，整整用了 11 年的时间才全部竣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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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蒂安六世国王的寝宫  

 

克里斯蒂安堡宫最早建于 1773－1775 年间。当时的克里斯钦

六世国王为了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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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历桑德拉王妃和乔基姆王子举行婚礼的地方 

 

菲 登 斯 堡 宫 建 于 十 八 世 纪 初 ， 菲 特 烈 四 世 国 王 (Frederik IV, 

1699-1730)感到，与当时在丹麦流行的明亮的意大利建筑风格

相比， 菲特烈堡宫显 得小而陈旧。他 喜欢伊斯鲁姆湖 (Esrum)

湖的秀丽静谧，也为了纪念丹麦和瑞典战争的结束。1720 年，

他下令在伊斯鲁姆湖畔兴建了菲登斯堡宫。这个名字的直译就

是 “和 平城堡 ”。 也有 人称为 “和 平宫 ”。该 宫经 过数次 扩建 ,

其建筑风格迥异多姿。  

菲登斯堡宫是女王一家的夏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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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国王”克里斯钦四世的作品  

 

 

 

 

 

 

 

哥本哈根东北面的洛森堡宫原本只是由一个花园和一座亭子组

成 。后 来这 个亭子 被不 断扩 建并增 加了 很多 附属建 筑。1634

年，丹麦皇家的建筑大师 Hans van Steenwinckle 又在城堡的

东面加建了一个塔楼。整个城堡被一整条护城河围绕，北面的

一座吊桥通向城堡的主入口，但通过城堡南面建在花园内的“绿

桥”也可以离开城堡。  

在北面的“冬屋”中克里斯钦四世悬挂了他从所钟爱的 75 幅

油画，在“长厅（Long Hall）”中曾被放置了 24 幅克里斯钦

用来教育子孙的油画。1705-1707 年，弗雷得里克四世将“长

厅”改建，添加了反映战争和政治主体的绘画穹顶。这次改变

使“长厅”的装潢成为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风格室内装潢之一。  

如今，这个皇宫被用来收藏丹麦皇家的室内摆设、肖像、手工

艺品等；丹麦的王冠和其他珠宝则收藏在守卫森严的国库内。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卡隆堡宫 哈姆雷特城堡 

克里斯蒂安堡宫 

门票：40 克朗 

开放时间：10:00-16:00； 

12 月 24 日-31 日，1 月 1 日-3 日关闭 

交通 ：1、2、6、8、9、10、28、29、31、37、41、43

路公交车，Christiansborg 站 

菲登斯堡宫 

洛森堡宫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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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餐饮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在丹麦有超过 900 家酒店和旅店，从高端的豪华酒店到设计酒

店，从家庭旅馆到传统旅店，还有本土乡村客栈。并且丹麦旅

游局编印了包括价格和基本情况的各种住宿设施指南，大多数

地方旅游部门也编印了欢迎住客的私人家庭住宿名单，设在中

央火车站的住宿局(Accomodations Bureau)每天 9 点至半夜

为客人提供住宿安排服务。住宿有清洁的、价格适中的、典型

的斯堪的纳维亚“教团饭店(“Mission  Hotels”)，营饭店淡

季时可折扣 30%。 

哥本哈根的饭店  

帝国饭店(Imperial，位于 Vest．er Farimagsgade 9，靠近市

中心) 

宫殿饭店(Palace，位于 Rdhuspladsen 57，位于市政厅广场 

皇家饭店(Royal，位于 Tammerichsgade 1，靠近中央火车站) 

斯堪的纳维亚饭店(Scandinavia，位于 Amager’Boulevard 

70，靠近市中心。 

喜来登哥本哈根饭店 (Sheraton Copenhagen， 位于 Vester 

Sogade 6，靠近市中心航空终点站)   

城堡和庄园，如果你曾经梦想住在浪漫的、充满历史氛围的房

子中，那么丹麦就是你美梦成真的地方。  

假日住宅，在丹麦有超过 40,000 处假日住宅可以进行长期或

短期的出租。假日住宅的收费标准分为很多档，有豪华型的也

有标准型的。  

农场假日，农场假日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访客，和主

人一家一起用餐。另一种是使用自己的装备，在农场度过一个

自助假期。还可以选择在丹麦特色的有机农场度过一个特别的

假期。 

 

丹麦旅游住宿推荐  

arionCollectionHotelTwentyseven 

地址：Longangstraede27，Copenhagen，1468  

推荐理由：此宾馆位于蒂沃利附近，在哥本哈根的中心地带，

靠近丹麦国家博物馆、丹麦样品设计展览中心和 Stroeget。蒂

沃利公园和基斯汀堡皇宫也在酒店附近。   

oliHotel 

地址：ArniMagnussonsGade2，Copenhagen，1577 

荐理由：此宾馆位于哥本哈根蒂沃利附近，临近机场，非常便

利，还靠近 NyCarlsbergGlyptotek、丹麦样品设计展览中心

和蒂沃利公园。Stroeget 和丹麦国家博物馆也在酒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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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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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大餐之米其林餐厅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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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Noma 
丹麦唯一的米其林两星级餐厅 

地址：Strandgade 93 DK 1401 

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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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否则需

要排队等位。 

地址：33B，Overgaden neden Vandet  

平民美食之开放式三明治餐厅  
介绍：一个开放式三明治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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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艾达戴维森 
创作于 1888 年的单片三明治老字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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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营业 

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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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如不营业 

最佳零食之丹麦馅饼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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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拉格拉斯 
是在步行街购物时光理想的小憩之地。这里的丹麦馅饼品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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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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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游记攻略  

 步行者的天堂—丹麦购物街 
2011-12-19  作者：chongdudu 

这里 汇 聚了 丹 麦最 具 代表 性 的商 品 ，无 论 是皇 家 御用 的 哥本 哈 根瓷 器 ，还 是 简洁 实

用的 本 地品 牌 ECCO—“爱 步 ”鞋 ， 以及 来 自全 世界 各 地的 国 际品 牌 ，在 这 条街 上

应有 尽 有。 只 可惜 导 游给 我 们逛 街 的时 间 很短 ， 我们 只 能走 马观 花…… [查看全文] 

 丹麦，沉静在童话世界里 
2011-09-30  作者：孤独川陵 

为 什 么 丹 麦 会 造 就 安 徒 生 呢 ？ 丹 麦 为 什 么 会 造 就 美 丽 的 童 话 呢 ？ 这 是 我 去 丹 麦 前

的疑 问。到 了丹 麦 这个 疑 团很 自 然地 解 开了 ：在 丹 麦这 样 美丽 的 国度 里，无 论是 自

然风 光 还是 城 市风 情 ，都 能 让如 醉 如痴 ； 再加 上 艺术 家 们充 满想 象 力……[查看全文] 

 北欧游：丹麦哥本哈根印象 
2012-01-23  作者：叶老师 yyyppp 

舍弃 了 骑车 自 行车 ，我 沿 着湖 岸 漫步 ！近 30 里 的 湖岸 ，我 用 双脚 慢 慢地 丈 量着……

不觉 得 累， 因 为移 步 换景 。 柳浪 闻 莺， 绿 柳丛 中 清脆 的 鸟鸣 宛如 天 籁； 花 港观 鱼 ，

尾尾 锦 鲤追 波 逐浪 ； 曲院 风 荷， 花 季已 过 ，却 可 留取 残 荷听 雨声……[查 看 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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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chongdudu、孤独川陵、叶老师 yyyppp 等的支持。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丹麦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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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guide/index.asp?id=2798&guidetype=0&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gongluedanmai&utm_content=zuihoushe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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