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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卓越非凡的手工艺术与无比浓厚的文化气息，

探寻金泽迷人的历史风情，领略这里生机勃勃的现代景象。

春去秋来，四季轮转，唯有美景永恒、艺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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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城下町

金泽是如何成为日本精致文化中心地的？

回 顾金泽430年的历史，自1583年前田利家开始管辖以金泽城为中心的城下町直至封建统治制度结束的

280年里，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城下町“金泽”的雏形。

前田家拥有的权利和财富仅次于德川幕府，历代前田家的藩主都致力于鼓励学术文化以表明他们对幕府不造成

威胁。加贺藩邀请日本各地著名的工匠大师和知名学者到金泽传艺，使得茶道、能乐等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此

地。这样丰富的文化不仅存在于武士阶层，更广泛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这样的光景在其他城市是很难看到的。

当时的文化奖励创造出来的艺术氛围，使得金泽诞生了许多美术、工艺品，也给每一位市民提供了欣赏传统工

艺、文艺活动的舞台，这种文化熏陶影响至今。

如 今的金泽是日本最大的

城下町之一，由于这座城

市在4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幸运

地躲过了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的

破坏，因此城市保留了许多古老的

街道和文化元素。

金泽的独特魅力体现在金泽城、

兼六园、历史悠久的鱼市场、茶屋

街、武士宅邸遗址区和商业区等旅

游景点，此外这里还有各种工艺、

娱乐活动和美食等传统文化。

除 了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外，今天的金泽还新增了许多景点，其中就包括备受国内外瞩目的金泽21世纪美

术馆，以及时尚画廊商店聚集区。请尽情感受传统与现代文化完美融合的金泽市。

金泽城公园

金泽城是江户时代加贺藩前田家族的居城，彼时加贺藩主管辖包括金泽在

内的地区。历史上的两次大火灾摧毁了大部分的金泽城城堡，后几经翻修，

如今作为公园开放。

在玉泉院丸庭园中可以欣赏水池和石墙创造出的独具匠心的艺术景观。

兼六园

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毗邻金泽城公园，江户时期,兼六园是加贺藩

前田家族专用的大名庭园，历经长年累月修建而成。

兼六园兼备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这“六种相反要素”，是美

丽庭园的代名词。

兼六园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有樱花、夏有绿叶、秋有红枫，冬有白雪，无论

何时拜访景色都美不胜收。

长町武士宅邸遗址区

在长町武士宅邸遗址区一带，从复原的武士宅邸、狭窄的街道、石板路以及土围墙等建筑中可以感

受到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中级武士的生活环境。

金泽站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尾山神社

武士宅邸遗址野村家

寺岛藏人宅邸遗址玉泉院丸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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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市为保护
日本传统文化
做出的努力

日本传统工艺的中心地

拥 有强大权利的前田家，以金泽为根据

地，为加贺地区（现石川县的一部分）

带来了和平与繁荣。随着当地和平繁荣的发

展，前田家大力鼓励和支持发展文化活动，因

此，这里逐渐诞生了文雅的风俗习惯和各种工

艺品等。

在现在的金泽仍能很容易感受到传统文化习俗

带来的影响。夕阳西下时分，在茶屋街上，偶尔

会传来悠扬的三味线（三弦乐器）以及艺妓悦

耳的歌声。

深受历代前田家藩主和武士阶级喜爱的茶道，

在金泽代代相传，现在也有很多面向一般民众

的茶会。在金泽有好几所可以轻松参加和体验

茶道的设施。

17 世纪的前田家加贺藩

主将全国优秀的手工

匠艺人吸引到加贺藩地区，金

泽自此作为日本的传统工艺中

心发展了起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2009年认定金泽为联合

国文教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中的

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

现在，金泽作为工艺之都享有

盛名，这里保留着许多历经数

个世纪流传下来的手工制作的

工艺品，如采用金箔装饰的优

雅漆艺品、鲜艳的印染和刺绣

制品、精致的陶艺品等。

能 乐曾经是武士阶级的必修教养课，因受到加贺藩主

的鼓励，后来在商人和普通民众中也广泛传播。金泽

市内有能够轻松欣赏能乐的活动，也有可以试戴能乐面具和

能乐服装的设施。

金泽的3条茶屋街

在日本文化中，江户时代以后，茶屋是宴会和娱乐活动的召开场所，艺妓在这里接待富商等。艺妓是指表演舞蹈并演奏日式乐器的日本女性。

金泽有东、西、主计町三条茶屋街，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传统的茶屋建筑在这里鳞次栉比，保存着江户时代的风貌。

原本的艺妓坐席表演是谢绝生客只在特别的宴席上才进行演出的。但是现在每年也有一些定例活动，一般民众也可以轻松参加。

东茶屋街 主计町茶屋街 西茶屋街

加贺象嵌 加贺友禅

乡土玩具

金泽金箔金泽漆器

加贺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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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新旧艺术和建筑
融为一体的城市

金泽的饮食：五感盛宴

郊 外

金 泽保留了许多从繁荣的武

士时代延续至今的历史建

筑，然而时间的流逝从未停止，随

着时代的发展，近现代建筑兴建之

时强化了与传统元素的融合，使得

金泽随处可见传统与现代相辅相成

的景观。金泽站就是一座外观看起

来非常现代，但同时又融入了日本

传统文化象征的太鼓元素从而建成

的鼓门建筑。

现代城市是如何与历史共存，又是

如何活用传统历史建筑，从而达到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关于这一点，欢

迎您来金泽，亲身体验。

金 泽被绵延的青山和优美的海岸线环绕，承蒙大自然的

馈赠，这里食材鲜美、种类繁多，饮食文化独具特色、享

有盛誉。“加贺料理”使用应季食材做成一道一道的菜品，色香

味俱全，造型精美；在传统的具有季节性装饰的房间里，细细品

尝盛于传统工艺器皿之中的加贺料理，可谓是一场华丽的美食

盛宴。

日本海盛产螃蟹、甜虾、鰤鱼等美味的海产品。近江町市场可以

购买新鲜的食材；在这里的餐厅也能品尝到金泽特有的寿司或

者海鱼等。

此外，只有品尝了由金泽清澈的水和美味的大米制成的日本酒才

算是完美的一餐。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是一所以开放在城市中心如公园一般的美术馆为设计理念而建的现代美术馆。玻璃幕墙的圆形设计外

观是其建筑特征之一，馆内外展示了众多可观赏、可触摸，可感受的作品。

近江町市场

近江町市场约有300多年的历史，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又被称为“金泽市民的厨房”。这里有170多家店铺，主

要贩卖新鲜海产品、当地自产蔬菜和水果等，是金泽饮食文

化的基石。

铃木大拙馆

铃木大拙出生于金泽，他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西

方，以D.T.Suzuki而闻名。在铃木大拙馆，了解

他、学习他，拜访他的人都将在这里感受到思考

探索的空间与无限的禅意。

国立工艺馆

这是日本唯一一座以工艺为主、位于日本海沿岸

的国立美术馆。主要展示20世纪以后1900余件

工艺作品，这些展品都是从东京移转至“工艺之

都”金泽的工艺作品。

该馆由1900年前后建造的两个旧军事设施改建

而成，外观再现了初建时的颜色。

金泽站

金泽站被选为世界14个最美车站之一。车站的设

计理念结合金泽多雨雪特点，以“向下车的人提

供遮雨伞的待客之心”为理念设计的巨蛋结合金

泽传统艺能中能乐艺术使用的太鼓为原型建造

而成的鼓门，庄严而又肃穆。

温泉

金泽有三个温泉区，从金泽站驱车大

概30分钟可以到达，在群山环绕的自

然空间中，可以悠闲地度过时间。

港口城镇

大野地区面向日本海，盛产酱油和味

增。在这里可以一边闲逛，一边顺道

去店里品尝酱油和味增。

寿司

酒 治部煮-乡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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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泽保存着以金泽城为中心的老城区、街区等建筑群，一年四季风情各异。

随着四季的变迁，可以观赏应季的美景、品尝应季的美食，体验当地的活动。

金泽的四季之美各有特色，欢迎您在不同季节体验金泽特有的美景。

四季风情各异的金泽

如果您想要尽情赏樱，金泽城和相

邻的兼六园再合适不过了。几个世纪

前，前田家的历代藩主就曾在此地

赏樱。此外，日落后，金泽城的石川

门前、浅野川大 桥的河堤 等人气景

点会进行点灯活动，夜幕灯光之下的

景色非常浪漫。

春天 3月 - 5月

说到日本的夏季必然会提到祭典，

金泽也不例外，六月第一周的周五、

周六和周日，会连 续三天举办金泽

最盛大的百万石祭典。这个祭典是

为了纪念 加贺 藩主·前田利家入驻

金泽城而举办的。

夏天 6月 - 8月

10月下旬，枫叶初红。作为赏枫胜地

之一的兼六园，自11月初到下旬期间

会举办日落后点灯活动。不仅 是 兼

六园，卯辰山、大乘寺和寺岛藏人宅

邸的红叶风景区都值得一去。

秋天 9月 -11月

一到冬天，在金泽市内可见“雪吊”

景色。“雪吊”是为了保护树木免受

大雪积重影响而传承下来的技术。

绳索缠绕的雪吊之景非常美丽，预

示着冬天的到来。

长町武士宅邸遗迹区采用的传统防

雪措施是使用稻草覆盖泥墙。白雪

皑皑下的屋顶和石板小路，让人仿佛

穿越到了江户时代。

冬天 12月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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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光 指 南 所
金泽站观光指南所

位于JR金泽站内，除了提供各种金泽的观光景点、住宿、美食等旅游信息外，也提供市内交

通等观光信息，并提供英语服务。这里还设有向酒店配送行李的柜台。

金泽中央观光指南所

位于金泽市市中心的长町武士宅邸遗迹区附近。这里提供各种金泽的观光景点、住宿和美

食等旅游信息，也提供英语服务。金泽中央观光指南所内也提供行李寄存服务。此外，这里

也会举办一些金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金泽附近地区的介绍

前往金泽的交通方式 金泽市内的移动

高山

自古以来东西南北的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昔

日街景和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使得传统的文化

在当下仍然具有活力，熠熠生辉。

白川乡

这里保留着日本独特的山村地区的原始风景。人

们至今仍然住在这里，维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五箇山

五箇山是一个合掌式茅草屋建筑的村落，至今仍

住着村民，被誉为“活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传承着日本传统的造纸技法和民谣。

巴士

金泽是一所以金泽城为中心，半径2km以

内聚集着主要观光地的精致小巧的城市。

可以步行观光，也可以乘坐环形巴士观光，

非常便利。

还有一种 "一日通票"，可以在一天内无限次

乘坐指定区域内的巴士。 (也可通过智能手

机购买）。

自行车

金泽市内也有公共共享单车系统“MACHI-

NORI”。全部单车搭载了电瓶，可以在市内

60多个地方租借。

巴士 40分钟

小松

名古屋
中部国际机场

大阪
关西国际机场

神户

金泽

松本
高山

长野

东京

横滨

名古屋

加贺温泉

京都

大阪

北陆新干线

米原　　　　　　

世界遗产

五箇山
世界遗产

五箇山

七尾

富山

世界遗产

白川乡

大宫高山本线

富士山

静冈

东京
成田机场

东京
羽田机场

白山

能登

东海道新干线

京都

东京

金泽

大阪

名古屋

札幌

福冈

广岛

高山

日本

特急 2小时30分钟

特急 2小时10分钟

特急 2小时30分钟

新干线 2小时30分钟

飞机 1小时15分钟

高速巴士 50分钟 高速巴士 1小时15分钟

飞机 1小时
小松机场

白川乡

敦贺

北陆本线

东海北陆高速公路

北陆新干线
新干线
JR
高速公路、国道

金泽车站

高山

成田机场 ( 东京 )

羽田机场 ( 东京 )

名古屋车站

京都车站

大阪车站

东京车站

小立野寺院群

汤涌温泉

国立工艺馆

铃木大拙馆

兼六园

博物馆

巴士路线

购物中心

旅游信息

犀
川

妙立寺 
（又称 : 忍者寺）

西茶屋街

寺町寺院群

尾山神社
金泽中央

观光指南所

武士宅邸遗址
野村家

长町武士宅邸遗址区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金泽能乐美术馆

玉泉院丸庭园

主计町茶屋街

近江町市场

东茶屋街

寺岛藏人宅邸遗址

金泽城公园

金泽周游巴士
卯辰山

山簏寺院群

金泽站观光指南所JR
金泽站

浅野川
金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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