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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津轻今别

弘 前
弘前市位于距离十和田湖奥入瀬溪流60公里的地方,是世界自然遗产〔白神山地〕的大门。因为旧陆
军师团的存在,和京都,奈良,金泽一样,弘前市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至今一年四季仍有各种
祭祀点缀，是一座拥有人口约18万人的城下町。 弘前市内闻名的弘前城以拥有全日本开得最美丽
的2600棵樱花树为豪。而至今还保存着东北唯一的天守,三重濠,三座箭楼以及五所大门的，则作
为弘前市的象征被大家所熟悉。此外，弘前市内还汇集了33家禅寺的〔禅林街〕,日本最北的美塔〔五
重塔〕,自古以来的传统市容形成的〔武家屋敷〕，现存的很多国家重要东北地区唯一可以感受到自
江户时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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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巴士

可以在弘前市内使用Wi-Fi。
●弘前市观光咨询处  ●弘前市市内情况中心  ●弘前公园
●津轻藩馁菩哒村

Wi-Fi 情况

在观光弘前市内时骑自行车较为方便。
市内有5个车站设有收费的自行车出租处。
5月中旬～11月中旬
※根据天气情况，出借期间有可能会有所调整
※暴风雨天气时暂缓出借
出租时间：上午9点～下午5点

租用自行车

观光弘前市内乘坐100日元巴士较为方便。
运行期间：4月～11月：上午10点～下午6点
 12月～3月：上午10点～下午5点

100日元巴士

1小时15分
东京（羽田）机场

1小时15分
名古屋（小牧）机场

1小时35分
大阪（伊丹）机场

45分钟
札幌（新千岁）机场

曳屋迁移到城堡中心的内侧。从2016年4月开始可以进入弘前城内参观。
工程実行大釣五年后, 天守将被迂移岡原位。（預定工程実行大的十年后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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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轻漆器
津轻漆器是津轻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产
业，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是各种地方
漆器的总称。具有三百年的历史传统。漆器
表面平滑而光亮的工艺隐藏着精心制作的
技巧。津轻漆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唐漆器」、
其制作工程需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所以当
地的人们戏称它为「傻瓜漆器」

榉木工艺品
榉木工艺品以八甲
山一带为主分布在
青森县内各个地区。
榉木在北欧被称为
「森林之圣母」，可
见它的木质之美。
榉木工艺品就是把
榉木加工成细长条状、采用独特的工艺卷成
细胶带似的形状、最后经过压缩工序制作出
的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手工艺品。

小巾刺绣
小巾刺绣指的是藩政时代津轻地区农民穿
的工作服，同时也是日常外出时的服装。准
确的制作年代目前虽然还不明确，但是至少
可以追溯到200年前。小巾刺绣是津轻农民
在冰雪封闭的漫长严冬、利用有限的资材
（苎麻、棉线）为能达到更加保暖的目的而制
作出来的。它是冰天雪地的严寒生活中创
造出来的妇女手工艺品，可以说是农民智
慧的结晶。

 弘前的春季，以被蒙上白雪的
 岩木山为背景，樱花,苹果树的
 花,以及各种花木百花齐放，非
常悦目。其中以日本第一而引以为豪的「弘前
樱花节」，非常美丽。被『世界绝佳景色』所介
绍。

春季
  弘前的夏季，气候比东京更加凉
 快，为极好的避暑胜地。各种祭
 祀活动也很多，特别有名的「弘前
馁菩哒节」，画有『三国志』、『水浒传』图案的
巨大灯笼结队游行于弘前的夏夜大街上，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有魄力。

夏季
 弘前的秋季，是生产量日本第
 一的苹果的丰收季节，苹果树林
 里到处都挂满了沉甸甸的红苹
果。而且，弘前城里还举办「弘前城菊花、红
叶节」，红色，黄色之中的枫树、菊花，色彩绚
丽缤纷。

秋季
  弘前的冬季，白雪把整个城市
 变成一个银色世界。特别是以
 弘前城为舞台 的「弘前城雪灯
笼节」，用白雪制成的灯笼以及多数温暖的
烛光，把弘前城照成一个梦幻的世界。

冬季

弘前公园
（国家指定历史古迹／国家指定重要文物、天守阁等）
统一津轻后，津轻第一代藩主「为信」于庆长8年（16
03）计划，第二代藩主「信枚」在庆长16年（1611）完
成的津轻藩主居城。面积49.2公顷，东京巨蛋球场10
倍以上。广阔的城内由三重护城河、护城土垒与保护
城内的六所外城墙构成。现在的「天守」是在文化8年
（1811）重建。现为「弘前城历史资料馆」。
本丸（城内中心处）·北之郭（北外城墙处）·弘前植物
园为收费区●收费期间／4月1日～11月23日●开放
时间／9:00～17:00（4月23日～5月5日·7:00～
21:00）●入园费／310日元／中·小学生100日元·
团体有优惠●年票／1,020日元／中·小学生300日
元（4月23日至5月5日可以使用）●弘前城植物园共
通券／510日元／中·小学生160日元·团体有优惠
※5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免费开放

藤田纪念庭园
（国家指定注册有形文物／西洋、日式建筑及其
它文物等）原籍弘前市的日本商工会第一任会长
「藤田谦一先生」在大正10年（1921）建造的别
邸。2万1800平方米的广大庭园的高地部分是可
眺望岩木山的借景式庭园，低处是开着美丽菖蒲
花等的环池回游式庭园。
●参观期间／4月上旬～11月23日●参观时间
／9:00～17:00●参观期间不休息●参观费／
310日元、中·小学生100日元·团体有优惠

岩木山神社
（国家指定重要文物／正殿·拜殿·奥门
（正殿的大门）楼门）
据说岩木山神社是起源於宝龟11年（78
0）在岩木山顶建造神殿而演变成的。藩政
时期受到津轻藩主深厚信仰，现存的神
殿是江户初期重建的。

岩木山
标高1,625米的二重式火山。山顶分有三峰，严鬼山和鸟海山是其外轮火山壁的一部分，
中央钟状的火山丘是岩木山。因从不同方向观望的岩木山景色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地区的
居民都以自己住处观望的岩木山最美丽而自豪。

世界自然遗产  白神山地
青森县西南部至秋田县西北部延伸约13
万公顷的世界最广阔榉木原生林的美丽
山岳即是白神山地。平成5年（1993）12
月，这片山林中的1万6971公顷被指定
为日本最初的世界自然遗产。虽然纬度
很高但却生息着多种动·植物。价值极高
的自然生态系列保持着原生状态生长着。

津轻藩馁菩哒村
可以体验到弘前夏天夜晚的重要无形民
俗文化物的「弘前馁菩哒节」，津轻民俗
工艺品的制作、欣赏津轻三味线（三弦）演
奏等的设施。
●营业时间／4月～11月（9:00～17:00）
12月～3月（现场表演16:00为止, 参观
17:00为止）●休村日／12月31日●入
村费／成人550日元、高·初中生350日
元·小学生200日元·幼儿（3岁以上）100
日元·团体25名以上优惠价

弘前市苹果公园
以苹果生产量日本第一而自傲的弘前市
的以苹果为主题的公园。依据季节可供
体验摘苹果等与苹果有关的各种作业外
还备有1,200种与苹果有关物品的贩卖
店·展望台等。接触·玩乐·学习样样齐全。
每周六·日及节假日还可在旧农宅住宅
听到以津轻方言讲述的民间故事。

旧弘前市立图书馆
（县重要文物）
名匠「堀江佐吉」所建古典文化式样建筑。
左右对称的八角圆顶双塔，石砌基础等
都能使您感受到其对西洋技法水平之高。
曾是寄宿宿舍也曾是咖啡屋。
●参观时间／9:00～17:00●休馆日／
无●参观费／无

最胜院五重塔
（国家指定重要文物）
津轻统一时，为了对所有战死者不分敌
我完全施予供奉。第三代藩主「信义」时
开始动工至第四代藩主「信政」时完工的
供养塔。高31. 2米，最底层三间四面建
筑（两柱间为一间）被赞誉为日本本州东
北最美丽的塔。
●参观时间／9:00～16:00（随季节有
所变更）（只供参观外部）●休馆日／无
●拜谒费／无（香资随意）

长胜寺
（国家指定重要文物／正殿、正门等共６设施）
津轻家的菩提寺。本建筑在「鲹之泽」，
筑城时为镇守弘前城的西南方移至此地。
其正门、梵钟、陵庙、五百罗汉、正殿等值
得观赏。
●参观期间／4月～11月（11月起得确
认）●参观时间／9:00～16:00●休馆
日／无●拜谒费／300日元、中学生以
下250日元、团体有优惠

石场家住宅
（国家指定重要文物）
据推测是建于江户时代中期，藩政时代
是经营稻草类物品的富商，现在经营酒
类。如遇到主人在家的话还能和他围坐
在地炉边听他描述这家宅的逸事。
●参观时间／9:00～17:00●休馆日／
不定休●参观费／中学生以上100日元

禅林街
禅林街是由第2代藩主信枚在1610年为
加强弘前城西南方向的防护势力，把津轻
一带的主要寺院集中到一处而建造的禅
寺林立的长街。可以一次参观种神社建筑, 
是非常新奇的区域。这里在建弘前城时对
神社佛閣等在配置方向和地形等方面都
作了周密的计划, 在这个区域集中了33
座曹洞宗寺院。

苹果·苹果汁
弘前是日本最大的苹果产地。因受大自然的
很大的恩惠,弘前的苹果不仅美味,而且有帮
助消化,减轻精神压力,美容等效果。

苹果派
苹果之城〔弘前〕,使用新鲜的苹果烤
制的苹果派有50种之多,各具特色。

粥汁
是将大萝卜、胡萝卜、牛蒡等蔬菜和
款冬、蕨菜、薇菜等山野菜以及 白菜、
冻豆腐等一起炖煮的豆酱味風味料
理。隔日加热食用，味道更好。一般
多在小正月时为了祈祷无病平安而
食用。过去，由于大米比较珍贵，人
们以蔬菜等代米，由此流传下来。

豆酱味贝壳锅
用大扇贝壳作为“锅”, 以海带汁、鸡
蛋、豆酱等为原料的家庭料理。有的
地方还将鱼、扇贝等放入锅内一起
煮。过去，由于鸡蛋等物比较珍贵，
一般为病人所食用。用大扇贝壳來
炖制，味道鲜美可口。该料理不仅在
津軽地区,在下北地区也可以品尝到。

弘前的四季

推荐弘前旅游景点 弘前工艺品

弘前美食

津轻拉面
使用杂鱼干,烤鱼干煮出的酱油风味面
汤,具有日式口味的特征,加上自家制的
细曲面是津轻拉面的主流。交头主要以
大葱,叉烧,笋干（支那竹）,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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