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land, Finns, Finnomena 

关于 
芬兰的 

事实



- 2 -

100 千米

50 千米

拉赫蒂

波尔沃
萨罗

芬兰 
和芬兰人

最大的城市

首都圈地区包含四个独立的城市。 

大量的较小城镇和自治市 

位于首都圈地区附近。

生活和城市

人口集中在芬兰南部，这里也是大城市分布

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芬兰的中心点位于 

赫尔辛基市以北 100 千米附近。国土的总长度

超过 1000 千米。

约 60% 的芬兰人拥有自己的房子。约 70% 

的芬兰人居住在城市或城镇内或附近。只有 

6% 的芬兰人居住在乡村，而乡村占了芬兰总

面积的 70%。

其他大型城市 
和城镇

坦佩雷 22.3 万

奥卢 19.7 万

图尔库 18.4 万

于韦斯屈莱 13.6 万

库奥皮奥 11.1 万

拉赫蒂 10.4 万

人口密度

每平方千米 177 人

每平方千米 45 人

每平方千米 34 人

每平方千米 29 人

每平方千米 24 人

每平方千米 17 人

每平方千米 14 人

每平方千米 11 人

每平方千米 4 人

每平方千米 2 人

坦佩雷

于韦斯屈莱

库奥皮奥

拉赫蒂

奥卢

图尔库

首都圈地区

5,50 万居民

首都圈地区 140 万 

城市区域 111 万

赫尔辛基 62.4 万

埃斯波 26.6 万 

万塔 21.1 万

考尼艾宁 9,000

通勤城镇 
29 万

芬兰的人口约有 550 万。女性数量略高于男性。 

最大的年龄群体是 50 岁及以上人员。 

芬兰人的平均年龄约为 42 岁。 

1,157 千
米

140 万 
栋独立房屋

110 万  
栋公寓

250 万栋房屋

拉普兰地区约占芬兰

总面积的 30%，但 

只有 18 万居民。 

拉普兰区

赫尔辛基市

50%  
的人口

3%  
的人口



赫尔辛基教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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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只有 100 多万芬兰人独自生活。 

约 180 万芬兰人生活在两口之家， 

80 万人生活在三口之家。 

近 180 万芬兰人生活在四口或 

更多人的家庭。
宗教

近 75% 的芬兰人是芬兰福音路德教派成员，约 1% 的

芬兰人属于芬兰东正教派。约 1.5% 的芬兰人为其他

宗教成员，超过 20% 的人不属于任何教派。在不属于

任何教会的人群中，有一小部分属于独立信仰团体。

福音路德教派成员中有相当部分是文化基督徒，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积极参与宗教仪式。 

人口密度

每平方千米 177 人

每平方千米 45 人

每平方千米 34 人

每平方千米 29 人

每平方千米 24 人

每平方千米 17 人

每平方千米 14 人

每平方千米 11 人

每平方千米 4 人

每平方千米 2 人

福音路德教

75%
东正教

1%
无教派人员

20%

其他宗教

1.5%

语言

近 90% 的芬兰人将芬兰语作为第一语言，超过 5% 

的芬兰人说瑞典语。超过 2000 个芬兰人将萨米语

作为第一语言。

芬兰内使用的其他语言

约 7 万人说俄语，近 5 万人说爱沙尼亚语，约 1.7 万 

人说英语，约 1.7 万人说索马里语，约 1.5 万人说 

阿拉伯语，约 1 万人说库尔德语，约 1 万人将汉语

作为第一语言。

   将俄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多数在 1990 年后迁至 

芬兰，但芬兰也有一小部分说俄语的人源自俄国 

统治芬兰的时代(1809–1917)。大多数居住在芬兰的

爱沙尼亚人是在苏联解体后迁入的。

110   
万个家庭 90  

万个家庭

29  
万个家庭

[汉语]
1 万

[库尔德语]

1 万

[阿拉伯语]

1.5 万

[索马里语]

1.7 万

[英语]
1.7 万

[爱沙尼 
亚语]

[俄语]
7 万

[SV][FI]90% 

5% 
瑞典
   

芬兰

5% 
其他语言

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的

康比教堂为静默反思而

设。社会工作者或牧师

在大厅可供咨询。

建筑师： 

Mikko Summanen, K2S

36  
万个家庭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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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面积，芬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其 550 万

的人口让芬兰成为欧盟人口最稀疏的国家。芬兰人口集中

在该国南部及几个城市中。在芬兰北部的荒野，散步数天

也不会看到一个人。城市却现代且国际化。

  从北到南，芬兰的国土长度超过 1,000 千米。这是一个 

风景多样化的国家：在初夏，当人们在南部海中畅游时，

你仍然可以在北部滑雪。在西部，你可以感受波罗的海和

大西洋的亲近。跟位于同纬度的加拿大和俄罗斯不同， 

尽管位置靠北，墨西哥湾暖流令芬兰的气候更加温和。 

居住在北纬 60 度以北的人近三分之一是芬兰人。在芬兰

东部，受亚欧大陆影响在很多方面呈现大陆性气候。 

芬兰整个国家有四个季节。夏季植物茂盛，光线充沛，

雨量较少。秋季多雨，冬季寒冷有大雪。在南部，十二月

份的地面通常被雪覆盖。而在北部，这会提前一个甚至

两个月。在南部，雪在四月开始融化，而在芬兰最北部 

地区，越野滑雪比赛有时晚至仲夏举行。 

在某些年份，芬兰南部只有少量雪，而在其他年份， 

可能在晚春下雪。 

其北部的位置同样影响了光照量。夏季，在芬兰的 

最北部地区太阳保持在地平面以上约两个月。冬季，在 

圣诞节期间太阳保持在地平面以下约同样长的时间。在这

段时间，每天中有几个小时冬季风景会反射神奇的蓝光。

  在南部，夏季时太阳每天保持在地平面以上达 19 个 

小时。在圣诞节期间，每天日照时间仅持续约 6 个小时。

芬兰概观



VISIT FINLAND THOMAS KAST / VISIT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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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景观

从飞机上看，芬兰景观令人惊叹。约有 75% 的面积由森林 

覆盖，近 10% 由湖泊和河流覆盖。当然，芬兰也有城市、 

城镇、郊区、田野、村庄、机场、工业区、公路、铁路和

海域 - 但多数面积由森林覆盖。 

芬兰的地势低洼，仅在北部有少量山。然而，由于山谷

相间，芬兰地形并不平坦。

 尤其在芬兰东部，森林环绕大量湖泊。塞马地区包含 

成百上千相互连通的湖泊。《华尔街日报》在 2014 年将

塞马列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五大湖泊之一。至于内陆水域，

芬兰无出其右：它拥有成百上千千米的各种水路，以及 

大量的空间、秘境和无人居住的峡谷。芬兰约有 18.8 万

个湖泊。 

  它在西部和南部的绵延群岛是岛屿、小岛和岩石 - 岩基 

和海的独特组合。冰川期挤压导致陆地每年大约上升一 

厘米，这意味着芬兰总面积每年增加约七平方千米。

  泥沼在芬兰非常普遍，从沼泽到湿地不等。泥沼中的 

泥煤约产生芬兰每年使用能源的 5%。

 森林、湖泊和群岛构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及动植物。 

芬兰有多达 70 万名休闲钓鱼者和 30 万名猎人。 

 拉普兰地区是欧洲少有的荒野之一。这里也是登山者 

和钓鱼者的天堂 - 在阳光灿烂的春季月份也是滑雪者的

天堂。高拉里，拉普兰地区的一个小自治市，只有不到 

4,000 名居民，却能容纳 3.5 万名游客。

大自然也可以亲近，每个人都拥有在森林里散步和 

采摘浆果和蘑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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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 200 个席位的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下一次国会 

选举将在 2019 年举行。所有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有权投票。 

国会当前由八个政党代表 - 由于其选举系统，政党数量较高。

芬兰为联合政府，这意味着尽管意识形态存在差异，政党

间必须通力合作。

 芬兰总统由直接普选选出，每次任期六年，最多连任 

两期。当前总统是 Sauli Niinistö，于 2012 年选出。除其

他权力外，Niinistö 总统还跟芬兰政府共同负责外交政策。

芬兰约有 300 个自治市。它们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以确保 

本地人民决策。除其他事项外，这些自治市拥有土地 

使用、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的决策权。市议会每四年选举

一次。所有的政党在市委会参与决策。  

芬兰选民可选举欧洲议会的 13 名成员。

 

芬兰 
社会

 选举   

 消防员   学童

RIITTA SUPPERI / KEKSI / TEAM FINLANDRIITTA SUPPERI / KEKSI / TEAM FINLAND

RIITTA SUPPERI / KEKSI / TEAM FINLANDJOHANNA VUONOKARI / LEHTIKUVA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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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即力量

在芬兰，强制教育从七岁开始，持续九年。综合中学 

后，一些学生在职业院校继续接受教育，一些进入高中 

并随后在大学学习，而其他人直接转入工作生涯，边工作

边学习。只要自己愿意，每个人都可以继续接受教育。 

在芬兰，教育对每个人都实行免费，包括研究生的研究。 

综合中学、高中和职业院校每天提供一次免费餐饮。 

芬兰有 14 所大学，位于国家内包括拉普兰地区在内的 

不同地区。 

芬兰的教育系统取得了优异的成果。2015 年，世界 

经济论坛认为芬兰在教育、福利和就业方面拥有世界上

最佳的人力资本。根据 Universitas 21，芬兰的高等教育

体系在世界上排名第六。此外，芬兰在 PISA 测量世界 

各国年轻人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调查

中多次名列前茅。教育不会白费：根据  OECD  最近进行

的  PIAAC  调查，芬兰成年人在解决问题能力、数学和 

阅读方面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女性和男性

真正平等的教育系统将为社会整体带来平等。性别平等

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女孩和女人通常比男孩和男人

的教育程度更高。 

芬兰曾有女性成为共和国总统和最高法院院长。而 

女性作为教授或者执行官更是屡见不鲜。有很长一段 

时间，接近或超过半数的芬兰政府大臣由女性担任。 

对儿童的高水平卫生保健和日托也促进了平等。 

由救助儿童会编纂的排名中，芬兰多次荣列最适宜 

母亲养育孩子的国家。芬兰的母亲享受 105 天的产假 

津贴。此后，家庭会收到父母津贴，且父母之一均可 

呆在家里陪护孩子。家庭的福利即孩子的福利。根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芬兰在儿童福利方面为世界上五个

领先国家之一。 

对于习惯阶级系统的人来说，在芬兰，您可能会有 

别开生面的体验。在很多公司，无论职位高低，人们 

关系非常密切。这种不拘礼节并非仅仅是说话方式。 

芬兰的等级观念非常弱，尤其在正式场合，人们不会 

强调他们的地位。芬兰平等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芬兰 

从来没有封建制度，芬兰人一直是彼此直接互动。

因此，芬兰极少有腐败。由透明国际组织编纂的清廉

指数中显示，芬兰屡次列于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

芬兰在最近一次指数中列于第三 - 这已经是接近令人 

失望的结果了。

在芬兰媒体自由经营，不受审查。来源的保密性很强， 

只有在关乎严重犯罪的法律程序中才能打破保密性。在 

1776 年，瑞典统治的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行政 

公开法案的国家。鉴于此强大的传统，行政文档对所有

人免费开放。此外，当局必须积极提供关于其行政领域

发展的信息。 

2
世界上性别最平等国家位

列第 2nd 
2014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

1
世界上最好的人力资本
2015 年《人力资本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

3
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位列第 3rd 

2014 年《全球清廉指数》

透明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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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e Jansson 创作的《Moomin family》 - 或许是世界上

最欢乐最睿智的一家 - 来自芬兰。根据多项研究，芬兰人

也很幸福，可能是因为其文化爱好。文学非常受欢迎。 

芬兰人阅读量很大，每个自治市和村庄都有图书馆，以及

访问边远人口稀少地区的移动图书馆。 

剧院也很常见。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城镇都有一个剧院，

大型剧院以芬兰语和瑞典语两种官方语言上演多个剧本。

芬兰特色包括上演各路作家剧本的本地夏季剧院，从本地

教师到芬兰国家演员 Aleksis Kivi。 

芬兰制作的电影涵盖各种题材，从喜剧到恐怖片，从

侦探故事到动画片。本地电影通常占芬兰最卖座电影的 

25% 左右。电影爱好者相聚在午夜阳光电影节和《Love 

& Anarchy》，也被称为赫尔辛基国际电影节。 

芬兰是音乐爱好者的天堂。主要的音乐会舞台位于 

市内，但是在夏季时音乐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音乐节从经典音乐蔓延到流行音乐 - 从萨翁林纳歌剧节

到波里爵士音乐节，从赫尔辛基艺术节到 Ruisrock 摇滚 

音乐节。

芬兰具有广泛的音乐机构网络，除了培养专业音乐 

人士，还培养了大批技能娴熟的爱好者。

芬兰不仅在赫尔辛基有优秀的艺术博物馆，在其他地区 

同样拥有。这些博物馆中有很多当初由私人个体或机构 

成立。这些博物馆位于坦佩雷和曼塔以及其他地方。 

美丽无处不在。建筑和实用设计在芬兰非常重要。除了

美观目的，设计还涉及工业和服务设计。

运动至上

无论在职业还是娱乐方面，芬兰人对运动都充满热情。 

自 1952 年举办夏季奥运会以来，芬兰已经举办了众多大型 

体育赛事。

冰球是芬兰最受欢迎的运动。很多团队比赛 - 比如足球、

篮球、排球、地板球和花样滑冰 - 是非常受欢迎的爱好。至于 

传统的个人项目，芬兰人凭借在越野滑雪和掷标枪获得的 

成功在国际上闻名遐迩。 

芬兰人同样热衷于赛车运动，部分归因于他们在此领域 

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只有区区五百万人口的芬兰，已经 

产生了三位 F1 世界冠军。拉力赛也很重要，新的车手期待 

追随之前冠军的步伐。

锻炼是在所有年龄阶段的芬兰人中流行的爱好。儿童 

在学校锻炼，跑步和越野滑雪赛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 

参与者。芬兰有着完美的户外锻炼条件：散步、跑步、 

骑车、滑雪、滑冰、划船和航海。

文化民族

《The Moomin family》 作者：Tove Jansson

 Flow Festival 音乐节

JUSSI HELLSTEN / FLOW FESTIVAL 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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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俱乐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多数芬兰人在生命中 

的某一阶段参加活动，或作为运动员，或作为志愿者。 

体育俱乐部活动从与儿童和年轻人协作到组织赛事甚至 

重大赛事。

餐具已经摆好！

生腌鱼，真正的海捞生鲜。从森林采摘的野浆果。蘑菇、

水果、奶酪和咖啡 - 几份咖啡。 

芬兰人食用大量的鱼，淡水鱼和海水鱼构成芬兰人饮食 

的重要部分。波罗的海鲱鱼可以用数十种方法烹调。 

驯鹿肉 - 或炖或烤 - 是典型的芬兰美食，也是拉普兰饮食的 

重要部分。在芬兰，食物从自然或农场到餐桌往往只经过

很短的距离。当芬兰人亲自从森林采摘蘑菇或浆果以及 

捉鱼时，距离达到最短。而这种采摘或捕捉在芬兰到处都

是允许的。 

餐馆偏爱芬兰食材，尽管专门提供芬兰菜的餐馆寥寥 

无几。芬兰的城市具有活跃的餐馆文化。随着芬兰大厨在

国际竞赛中获得成功，高品质美食日渐流行。

餐厅日，诞生于芬兰的食物嘉年华，也正在其他国家

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年中有四天，任何人都能够在院子

里或在街边成立一家临时餐馆，并向路过的人贩卖他们

的拿手菜。 

芬兰人还因对咖啡的厚爱而闻名。尽管芬兰仅占世界 

人口的 0.7‰，世界上每一百粒咖啡豆就会有有一粒在芬兰 

消费。芬兰人每年人均消费 12 千克咖啡 - 是意大利人的

两倍之多。

芬兰的湖泊和河流盛产小龙虾。小龙虾的捕获季从 

七月末持续至十月底，对很多芬兰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时节

之一。在一年中的其他时期则不允许捕捉小龙虾。 

芬兰啤酒，从传统的家酿啤酒到现代手工制作啤酒，以

风味良好闻名除几家大型的工业级酿酒厂之外，芬兰还有

几十家小型酿酒厂，其产品通常只在附近地区销售。 

芬兰的冰球爱好者人均年度食物消费

75  
千克

肉

15  
千克

鱼

15 
千克

浆果

66  
千克
水果和果汁

80  
千克
谷类产品

25  
千克

奶酪

178  
千克
液态乳制品

65  
千克

蔬菜

11  
千克

蛋

12  
千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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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去

1 万多年前，欧洲北部由据说 11 万年前形成的冰层所覆盖。 

当冰层融退时，尤其来自南部的人们开始踏足这片 

地区，即现在的芬兰。彼时，大部分地区由水覆盖， 

因为冰层导致土地凹陷。自冰层消退后，地面一直在 

上升，至今依然。 

这张古代芬兰的图片基于考古资料。关于古代芬兰的 

书面记录只有少数保存至今 - 例如《冰岛传奇》。 

古代芬兰跟古代罗马以外的其他欧洲地区发展一致。 

地区统治者和行政机构具有该时代的典型特征。民生的 

主要来源包括打猎和捕鱼以及国际贸易，甚至与遥远的国家 

间的贸易。  

  基督教从东部和西部传入芬兰。或许早至公元 900 年， 

受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影响，基督教在芬兰南部的主要 

地区盛行。 

  从 12th 世纪开始，来自瑞典的十字军东征限制了芬兰人 

的信仰。十字架和刀剑的力量将芬兰融合到西方，欧洲

天主教。芬兰成为瑞典和西欧的一部分超过 600 年之久。 

芬兰西部和东部的边界，也是教派的边界，并不清晰，

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俄国的边境不断改变。

芬兰作为主要列强的一部分

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瑞典和芬兰于 16th 世纪开始改革。 

随后在 17th 世纪发生了涉及瑞典（包含芬兰人）的宗教 

战争。瑞典和俄国已经为其边境地点争斗了数个世纪。

在瑞典输掉了 1808-1809 年的芬兰战争后，与俄国的 

战争宣告结束。芬兰成为俄国统治下的大公国，但保留

了之前的立法和行政。 

芬兰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持续了 100 多年。这标志 

了一个进展的时代，尤其在最后几十年期间。芬兰从瑞典

的东部边缘发展为俄国的自治和最为高度发达的地区。 

芬兰是 
如何炼成的

芬兰的第一所大学

1640

宗教战争时代， 

路德教派

1600

芬兰开始出现居住地。 

创建部落社区。

公元前5000

180716601219

北方战争

1700

芬兰进入铁器时代。

公元前500

从西方到芬兰的十字军东征，

天主教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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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纪念性的赫尔辛

基是根据 C.L.Engel 的
设计建造的。

芬兰建立了议会并在俄国统治下采用了自己的货币。

其商业和工业，尤其是木材加工工业，得以发展。 

于 1849 年出版的《凯莱维拉》可能是关于国家身份最 

为重大的事件。《凯莱维拉》是一部基于民间 

传说的包罗万象的英雄史诗。它讲述 

了芬兰的历史。Väinämöinen， 

《凯莱维拉》的主要角色，其力量 

基于知识和北欧神话歌谣。 

《凯莱维拉》成为艺术家、作曲家 

和作家的灵感之源。作曲家  Jean 

Sibelius，诗人 Eino Leino 和画家  

Akseli Gallen-Kallela 以及 Albert Edelfelt  

等人，在 19th 世纪引领了芬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 芬兰的 

文化核心。 

《凯莱维拉》还激发了独立的思想。当俄国在 19th 世纪 

末和 20th 世纪初开始专断的改变芬兰法律并进行 

镇压时,芬兰人奋起反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年轻人，其中

多数来自中产和上层阶级，加入 Jäger 

运动并前往德国接受军事训练时，反抗

变成武装反抗。在北欧，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结束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终结

和芬兰在 1917 年的独立。

独立的芬兰

芬兰内战爆发于 1918 年年初。红方希望跟苏俄保持 

紧密的关系。白方则出于民族和政治原因支持芬兰独立。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一位曾经服役于俄国军队 

的芬兰将军，成为战争的英雄。他率领了一支快速组织 

《The Defence of 
the Sampo》中

的 Väinämöinen
由 Akseli Gallen-
Kallela 创作于 

1895 年

《我们的国家》， 

芬兰的国歌

1848

出版《凯莱维拉》。

1849

芬兰采用马克作为

自己的货币。

1860

第一批小学

1866

一院制议会，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赋予女性完全政治权利的国家。

1906

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攻击芬兰少女。由 Eetu Isto 创作

于 1899 年

芬兰成为俄国的一部分。

1809

图尔库大火， 

赫尔辛基成为首都。

18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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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护照联盟》， 

芬兰加入联合国。

1955

母亲福利包

1938

芬兰获得独立。 

1917

成立第一家儿童 

保健诊所。

1920

芬兰内战

1918

冬季战争爆发。

1939

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1952

足球运动员 Jari 
Litmanen 出生。

1971

Jari Litmanen，历史上

最成功的芬兰足球运动

员，赢得欧洲冠军杯，

效力于阿贾克斯足球俱

乐部。在职业生涯中他

还效力过利物浦队和 

FC 巴塞罗那队。

DA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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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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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军队。曾经参加 Jäger 运动的年轻人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数十年中，战争将芬兰划分为两大阵营。 

芬兰独立的前期主要是发展和增长阶段。重大的改革 

包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立的儿童保健诊所。怀孕和 

年轻的母亲们被纳入公共卫生保健服务，芬兰的婴儿 

死亡率大幅下降。在同一时期，小学教育体系甚至覆盖

了芬兰最偏远的地区，入学变为强制。在土地改革期间， 

乡村的无地人口获得可耕种的土地，粉碎了阶级结构。 

从 1939 至 1944 年的两次战争中断了原本顺利的发展。 

在苏联进攻芬兰后，冬季战争爆发(1939–1940)。尽管 

面对强大的敌人，芬兰仍然保持了独立。在德国进攻 

苏联后，后续战争于 1941 年爆发。1944 年秋，芬兰与

苏联缔结和约，并将德国军队赶出领土。

由于这两次战争，芬兰丧失了总国土面积的很大部分，

包括其第二大城市维堡。割让给苏联地区的人口返回芬兰， 

意味着芬兰需要安置超过 40 万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现代的芬兰

战争之后，芬兰开始发展成为工业国家。国家仍然为民主 

国家。沉重的战争赔偿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的道理。芬兰 

不得不白手起家建立多种工业，尤其是金属工业。 

同时，很大一部分人口逐渐从乡村迁至城镇，从农民 

变成薪酬更高的工人。战后的人口增长加快，1947 年出生 

的芬兰人继续成为个国家最大的年龄群体。随着人口增长 

和城镇化，开始出现移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约有  

20 万人离开芬兰，尤其前往工业增长需要新劳动力的瑞典。 

在 1952 年，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创建了北欧理事会 

以促进合作。在国际紧张形势缓解后，芬兰于 1955 年加入 

北欧理事会。这些国家通过了《北欧护照联盟》和共同

的劳动力市场。北欧国家的公民可以经过和居住在另一

个北欧国家而无需护照，也可以工作。 

从重建到福利

1952 年是发生很多重大变革的时期 - 一个新的开始。芬兰 

已经清偿了沉重的战争赔款，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吸引了

世界各地的参观者，Armi Kuusela 被封为“环球小姐”。

苏联不时地企图影响芬兰的内务和国际地位。除此 

之外，战后的几十年间芬兰没有出现政治争端。 

与苏联的贸易提供了重大的财政收益。芬兰进口原 

材料，尤其是石油，而出口工业产品。 

这系统性的强化了与西方的关系。芬兰于 1955 年加入联

合国，且于 1961 年成为“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的准会员， 

19451920

SUOMEN SAIRAANHOITAJALIITON ARK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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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小鸟

2009

Linux 操作系统

第一次 GSM 通话

1991

Keke Rosberg 成为第一

个获得 F1 世界冠军的

芬兰人。

1982

诺贝尔和平奖 

2008

在赫尔辛基召开的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1975

足球运动员 Jari 
Litmanen 出生。

ROVIO

支持婚姻平等的 

公民倡议获得通过。

2014

HEIKKI SAUKKOMAA / LEHTIKUVA

并在 1986 年成为正式会员。芬兰在 1973 年跟欧洲经济

共同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种趋势在 1995 年初芬兰 

加入欧盟时达到巅峰。 

芬兰发展成为一个以平等、人人机会平等、社会保障 

网络和私有经济为特征的北欧福利国家。今日，移民加入 

芬兰的人超过了移出的人。

在诸多方面，芬兰已经成为欧洲的模范国家。私人企业 

和公共经济的合作成为芬兰的特色，成为强大的第三方 

输入。机构尤其在卫生保健和娱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多大型的基金会在科学和文化领域运营。芬兰的经济 

获益于产业和平：雇员和雇主机构一贯能够在棘手问题

上达成一致。

芬兰与世界

芬兰是一个与其他北欧国家有着牢固的政治和文化 

联系的国家。芬兰是一个欧洲民主国家，欧盟的成员之一， 

也是联合国的活跃成员。数十年来，芬兰一直参与世界

范围内的维和和冲突解决行动。Martti Ahtisaari，芬兰 

的前总统，因其解决冲突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88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和部队，其中就 

包括约 2 万名芬兰人。 

Martti Ahtisaari，
芬兰的前总统，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JOHANNES JANSSON / NORDEN

欧盟成员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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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富裕的北欧国家和欧盟的成员国。其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约为 3.75 万欧元(2014)。欧盟中，只有三个成员国 

的富裕程度超过芬兰：瑞典、丹麦和卢森堡。荷兰、 

比利时、冰岛、奥地利和德国的财富水平跟芬兰接近。

芬兰的物价相对较高，部分归因于长距离的运输。经过 

购买力平价调整，芬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跟法国或英国大致

相当。跟其他北欧国家类似，芬兰的收入分配平均。芬兰

在 2002 年采用欧元。

服务业以明显优势作为最大的用人行业。专业服务出口 - 

比如芬兰制造的造纸机械、起重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 - 占 

了很大比例。

芬兰经济非常开放，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可再生 

原材料的森林工业继续成为芬兰最重要的领域，但这正在

发生改变。除纸之外，森林工业还生产新型产品，比如 

以木材燃料代替矿物燃料。

包括机械工程产业的其他产业也在几十年间伴随森林

工业涌现。芬兰在造船和大型柴油机、起重和造纸机械

方面领先。同时，芬兰在化工，尤其是清洁水处理，以

及电子和软件方面表现出色。Linux 操作系统是由芬兰人 

Linus Torvalds 开发，世界上第一次 GSM 通话是在芬兰

移动电话网络进行的。芬兰游戏产业最知名的成功案例 

包括 Rovio 开发的“愤怒的小鸟”和 Supercell 开发的 

“部落冲突”。

经济
创新在芬兰茁壮成长。在游戏行业、电子和软件生产，

以及在清洁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企业，芬兰在全球市场中 

占据了 1% 的份额。每年在赫尔辛基市举行的 Slush 初创 

企业研讨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一。  

因为冬天寒冷且企业众多，芬兰的能源消耗很高。除了 

进口的能源，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使用木材作为能源也很

关键。核能和水电是电力的主要来源。木材是最重要的 

可再生能源来源。风能和太阳能作用较小，但正在增长。

工业结构
农业

3% 工业

27% 
服务业

70% 

服务业 能源消耗

26%
房产和商业服务 18%

21%

物流和通信

贸易

卫生保健和
社会服务

教育

其他

7% 17%

11%

23%
石油

7%

18%
核能

电力净进口

天然气

水电

25% 
木基燃料 

5% 泥煤

3% 其他

5% 

4% 

10%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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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

芬兰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这也反应在商业生活

中。芬兰在透明国际组织进行的调查和研究中连续列于

最清廉的国家。尊重协议，芬兰人以遵守诺言闻名。 

司法系统独立公正：在芬兰，可以相信你的案件会根据 

法律得到公正的处理。《经济学人》将芬兰列为世界上 

十佳商业环境之一。

芬兰还生产创新和高品质产品。根据最近的一项欧盟 

研究，芬兰是欧盟中出口产品质量最高的国家。全球创新

指数将芬兰评价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的国家第四名以及在 

清洁技术和生态创新最具创新性的国家第二名。《连线》

将芬兰列为最利于新兴企业的最佳国家之一。  

芬兰有着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和电话网络。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芬兰拥有世界上 

最好的无线宽带连接。   

教育水准很高。在完成高等教育人群方面，芬兰是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十佳之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一份报告，芬兰成年人在阅读、数学和问题解决 

能力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芬兰还有很高的安全保障水平，跟其他国家相比，犯

罪极少。赫尔辛基市成为全球十佳城市之一也不足为怪。 

所有的一切都引向另一项成就：按照世界经济论坛， 

芬兰是世界上第四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2014)。  

1

2

3

英
国

6

荷
兰

5

中
国

7

美
国

4

法
国

9

爱
沙

尼
亚

8

挪
威

10

9

8

7

6

5

4

3

2

1

0

33%

金属、机械和汽车产业

23%

化学工业

20%

森林工业 

12%

电力和电子产业

原材料和生产资料 能源产品 生产资料 其他消费品

34% 21% 19% 19%

德
国

瑞
典 俄

罗
斯

欧元 
十亿

8%
北美

欧元区 其他欧盟国家 其他欧洲
国家

产品的出口额(2014)

产品的进口额(2014)

主要贸易伙伴(2014)
 出口     进口

国家的出口额(2014)

34% 23% 15%

14%
亚洲

6%
世界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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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象征

例如，狮子是出现在瑞典两个地区的盾徽上的非常古老的符号。芬兰国徽的第一个 

版本可见于瑞典 Gustaf 一世 (1496–1560) 的坟墓。国徽成为瑞典东部地区的符号。当

芬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自治区时，就成为芬兰的国徽。该国徽于 1917 年正式采用。

国徽上的纹章玫瑰代表了芬兰历史上的九个省。国徽广泛用于包括商业场合的各种

情景。芬兰的国家冰球队因为其毛衫上出现狮子而获得“狮子队”的别名。

AL CHAREST / AFP / LEHTIKUVA

芬兰国旗

正式确认于 1918 年 

芬兰国徽

国鸟

大天鹅 

(Cygnus cygnus)

国兽

欧亚棕熊 

(Ursus arctos arctos)

国鱼 鲈鱼 (Perca fluviatilis)

国树

银桦 

(Betula pendula)

国花

铃兰 

(Convallaria 
majalis)

国虫

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Teemu Selänne，绰号为“芬兰闪电”, 

在 NHL 中打了 21 个赛季，曾效力于 Winnipeg Jets， 

Anaheim Ducks，San Jose Sharks 和 Colorado 

Avalanche。Selänne 是 NHL 历史上得分最高的芬兰人， 

共 684 个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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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

“我们的国家”，芬兰的国歌，由 Fredrik Pacius 创作于 1848 年。歌词

为 Johan Ludvig Runeberg 所写，来源于《The Tales of Ensign Stål》，

一部关于 1808–1809 年芬兰战争的史诗。

《March of the Pori Regiment》是共和国总统和芬兰国防军的荣誉 

进行曲。它的作曲者不详，但进行曲据说创作于 18th 世纪。它也用于庆祝 

特殊场合，比如芬兰奥运会的胜利。

《Finlandia》是《Historical Scenes》的最后一部分，是 Jean Sibelius  

在 1899 年创作的交响诗。原本并未打算用于歌唱。然而，安排为男声 

合唱后，它成为庆祝节日场合而演奏的非正式国歌。 

独立日

芬兰在十二月六日欢庆独立日，也是国定 

假日。芬兰国会于 1917 年十二月六日批准 

了官方独立宣言。该节日有很多庆祝方式。 

人们天黑后在窗台上放置两支点燃的蜡烛。

国家识别码

国家呼叫代码 +358

互联网国家代码 .fi

汽车和船 FIN

飞机 OH
“我们的国家”第一次演奏是在 1848 年。

奥兰的旗帜

1954 年起，奥兰自治区

被授权使用自己的 

旗帜。

萨米旗帜

萨米旗帜是萨米地区 

的普通标志。除芬兰 

北部外，还用于瑞典、

挪威和俄罗斯西北部。

奥兰是包含数千岛屿的芬兰地区。

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奥兰人口 

接近 3 万。奥兰主要以航海传统 

闻名 - 不到一百年以前，将财富

从澳大利亚运至欧洲的大型帆船 

很多来自奥兰。航海继续发挥着 

重要作用：它为 10% 的奥兰人口

提供就业，且驶往国外的芬兰 

船只中 40% 来自奥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萨米人 

极大地扩展合作。合作主要 

与文化相关，以保护萨米语言

和传统。芬兰的萨米人口有  
1 万。芬兰的多数萨米人生活

在萨米地区以外 - 即拉普兰

北部。近 2000 人将萨米语 

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萨米人

是欧洲唯一的原住民。他们 

生活在芬兰、瑞典、 

挪威和俄罗斯。 

传统的萨米地区

芬兰

俄罗斯瑞典挪威



- 18 -

RONI REKOMAA / LEHTIKUVA

JUSSI TIAINENKAAPO KAMU / HARRISONPARROTT

KUVATOIMISTO RODEO / LEHTIKUVAKONE

高水平的教育

从综合中学直到高等教育，教育在 

芬兰是免费的。在 PISA 进行的教育 

成就调查中，芬兰年轻人通常在世界

上名列前茅，而独立的审计机构则 

评价芬兰为世界上拥有最好的大学 

体系的国家之一。

技术专长

技术是芬兰经济的支柱：清洁的 

柴油机、移动可达 1,000 米的起重机、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清洁水、奢侈 

游艇、愤怒的小鸟等等。 

伟大的建筑

芬兰人喜爱受自然启发的建筑。 

这不仅包括著名的建筑师  

Eliel Saarinen，Alvar Aalto  

和 Reima Pietilä 的作品， 

还包含了整体建筑环境的 

美观和功能性。

开放的社会 

年复一年，芬兰一直跻身世界上最 

清廉的国家。芬兰的社会是公开的，

其公务员诚实守信。芬兰人相信 

他们的问题能够通过行政和法庭 

得到公正的处理。

指挥家之乡

芬兰在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都 

相信教育的力量。音乐机构在国家 

的各个地方打下了坚实的技能基础。

从歌剧到巴洛克音乐，芬兰已造就了

一批世界上杰出的指挥家、歌唱家和

音乐家。 

母亲的天堂

芬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了广泛

的儿童保健诊所网络。自此，儿童的

健康获得系统性的改善。如今，所有

的父母都有父母假 - 如果他们愿意，

还可以安排一名日托人员。 



自然对所有人开放

芬兰的自然环境对所有人开放。所有

人都有散步和在森林采摘浆果、蘑菇

和其他自然馈赠的权利，但不包括在

私人花园或种植区域。 

运动的热情

无论是职业还是娱乐，芬兰人都热爱

运动。他们期待他们的英雄在冰球、

掷标枪、赛车和很多其他体育竞赛中

夺冠。 

独特的自然环境

从南部的群岛至北部的荒野和高地沼泽， 

芬兰的领土绵延逾 1,000 千米。截然 

分明的四季增添了芬兰自然的多样性。

芬兰约有 75% 的总面积被森林覆盖 - 

成为成千上万动物物种的家园。

湖泊之国

芬兰拥有大约 18.8 万个湖泊，从迷人

的森林池塘到大型湖泊。你可以在任

何地方放心的游泳或垂钓。湖泊也为

城市、城镇和人口中心提供了可靠的

水源。芬兰人精心治理湖泊，以便后

代继续享用。

季节分明

夏季充满生机，而秋季则为冬季做好

准备。在度过童话一般的白色季节

后，大自然再次在春天苏醒。如果你

询问芬兰人他们最爱的季节，可能会

得到四个答案。

空间为万物和人共享

芬兰是欧盟中人口最稀少的国家。 

这提供了大量的空间以散步、滑雪、

骑车、钓鱼、游湖 - 或仅仅享受 

空间。即使在最大的城市，大自然 

的平和宁静也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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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荣誉 

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
2014 年“脆弱国家指数”，热爱和平

芬兰是本指数所列的 178 个国家中最稳定且最不易崩溃。

芬兰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最佳
2015 年《人力资本报告》，世界经济论坛

基于教育、幸福和就业等指标，芬兰在人力资本方面位居第一。

芬兰 - 为世界做贡献
好国家指数

好国家指数衡量地球上每个国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以及索取。 

芬兰位居第二，仅次于爱尔兰。

拥有欧洲最清洁的空气
2014 年环境绩效指数

芬兰与爱尔兰和冰岛拥有欧洲最清洁的空气，同时也是世界上空气最清洁的国家之一。

性别平等第二名
2014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上，芬兰名列第二。

欧盟国家中生活质量最高
欧洲统计局 2015

按照欧洲统计局，芬兰在生活质量上位列欧盟第一。

母亲天堂
2015 年《世界母亲状况报告》，救助儿童会

芬兰在年度《世界母亲状况报告》中位列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