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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代表石川县的传统工艺，当属金箔。江户时代

的加贺藩为振兴工艺，鼓励金箔制造业，加上匠人

高超的技艺，本地适合制箔的气候水质等等，金箔

的质量和产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占全国总

产量的99%，金箔使用广泛，从金阁寺、日光东照

宫等建筑物，到佛龛、佛具、漆器等工艺品。

■ 箔座本店

 东茶屋街徒步10分钟

 9:00～18:00　无休　

 http://hakuza.co.jp/english/index.html

在此可以观赏使用了约4万张最高级金箔打造而

成的黄金茶室。

女性卫生间是纯金箔，男性卫生间是

白金箔，奢华无比。

“黄金仓库”的外壁是用纯金和白金

的合金“纯金白金箔”打造而成，值

得一看。

在张贴了数千张金箔

的“金箔间”里，展

示着加贺藩初代藩主

前田利家所藏铠甲的

复制件。

在东茶屋街的金箔店“箔一”里面，有使

用整整一张金箔的豪华“金箔冰淇淋”，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可以设计自己喜欢的花样，体验贴金箔，制作

原创作品。

■ 金银箔工艺箔 SAKUDA

 ひがし茶屋街

 9:00～18:00　无休

 体验费：600日元～

 容纳人数：～50人　

 时间：约60分钟

■ 金银箔工艺箔　SAKUDA

 东茶屋街

 9:00～18:00　无休

 http://goldleaf-sakuda.jp/en/

■ 箔座光之藏

 东茶屋街

 9:30～18:00（冬季营业至17:30）

 无休

■ 箔一箔巧館

 金沢西IC附近·从金沢市中心部乘车

20分钟

 　9:00～18:00　无休

　 http://www.hakuichi.co.jp/en/

■ 金泽KATANI

 　近江町市场徒步５分钟

　 9:00～17:00 12/30～1/3休息

 　体验费：900日元～

 　容纳人数：～40人

　 时间：约60分钟

■ 今井金箔广坂店

　 金沢21世纪美术馆附近

 　10:00～18:00　周一休息

　 体验费：600日元

 　容纳人数：～5人

　 时间：5分

金箔是融化金块，将其打薄至1万分之

1的厚度。可以市内的金箔店中参观匠

人熟练的技艺，比如将金箔打薄的“打

箔”以及将薄薄的一层金箔切割工整的

“移箔”等。

黄金铠甲黄金茶室

黄金洗手间　

黄金仓库

接触

金箔

了解

金箔

观赏、

接触、

品味

金箔特集

观赏、

接触、

品味

金箔特集

观赏、

接触、

品味

金箔特集

观赏

金箔

需预约 需预约 无需预约

品味

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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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9月3日至10月22日的50天时间

里，将以内能登·珠洲市为舞台首次举

办“内能登国际艺术节”。

此次活动将以市内的“海岬”以及旧

车站宿舍、公共设施、空置的民居为

舞台，展示国内外最尖端约50多幅艺

术作品和设计。

北陆最大级
AEON购物
中心开幕
北陆最大级AEON新小松购物中心已经开幕。

进驻的时装店约有160家，还可在餐厅中享受

北陆美食，另外还有当地作家绘制的九谷烧瓷

器装饰的纪念柱等，游客可以尽情享受。从小

松机场乘车约15分钟到达，非常便利。

官网：http://shinkomatsu-aeonmall.com/

（日语版）

金泽马拉松2017
现已开始征募

金泽马拉松可尽情体验金泽的魅力，国内外众多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金泽，

今年一如既往召开。海外参加者从3月1号开始可以报名。

最 新 信 息

“内能登国际艺术节”“内能登国际艺术节”

今年秋季将举办

金泽马拉松2017
■ 召开时间：

■ 路线：

■ 参加资格：

■ 参加费用：

2017年10月29日（周日）

8:50开始／15:50结束

从金泽市广坂路(椎木迎宾馆前)出发，石川县西部绿地公园陆上

竞技场为终点。

1999年4月1日前出生

10,000日元

大会官网：http://kanazawa-marathon.jp/outline/english.html

这是可以欣赏艺术作品的通行证。出示通行

证后，可在餐饮店、住宿设施以及一些活动

中享受到各种优惠。2017年5月下旬开始预

发售。预定在各售票代理处出售。

作品鉴赏通行证

我们将依次发布参加此次艺术节的艺术家的

详细信息，详情请参考官方网站。

（价格表：当日券／预售券）

一般：2500日元／2000日元

高中生：1000日元／800日元

中小学生：500日元／300日元

官网：http://oku-noto.jp/en/

NEW OPEN

NEW OPEN 侍馆开幕
位于兼六园附近、可在金泽体验传统艺能的

“侍馆”开幕了。此处可以在馆内体验铠甲

和江户时代的服装，练习传统艺能。

NEW OPEN



野村家必看
景点

亲身接触武士
构建的历史之旅

在石川县，自17-19世纪加贺藩致力于振兴文化，因为该地未曾遭受战火袭击，街道上留下了浓郁的武家文化

气息。藩主前田利家和加贺藩士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游走期间，任思绪驰骋在武士时代，想来体验一下吗？

加贺前田利家统治石川县，其势力仅次于

德川幕府，约有2万武士在城下町建有房

屋。位于正中央的金泽城成为政治文化中

心。自藩主前田利家建城以来，280年间

都是前田家的城池，武家的据点，历代藩

主在此君临天下。金泽城的标志石川门毁

于一场大火，30年后也就是1788年复建至

今，如今依然守护着这座城市，成为城内

遗留的最古老的前田时代的遗产。城门当

然具备防御以及攻击外敌的功能，同时也

独具匠心，彰显其美观和威严。从石川门

进入三之丸广场，似乎让人忘却了这里曾

是明治时代陆军兵营、战后变为金沢大学

校园的这段历史，恍若穿越时空，有种江

户时代加贺藩武士为君主登城的错觉。

长町武家屋遗迹
位于金泽中心街道附近的长町武家屋遗迹中遗留着中下级藩士的遗迹，包括土

墙、用水沟渠、石板街等，街道布局充满武士风情。

足轻资料馆是保存在下级武士足轻屋的资料

馆。其他藩的下级武士居住在长平屋里，

而自律耿直的前田利家赠与足轻一户单独的

住所。

可以一同参观野村家，了解武士中因身份等

级不同而完全不同的日常生活。

9:30～17:00

8:30～17:30

8:30～16:30

金泽城

12/26·27休馆

入馆费：大人550日元　高中生400日元　中小学生250日元

玉泉院丸庭园　

石川门对面铺展开来的是兼六园，作为

日本三大园林之一远近闻名。此外，还

有一大名园，那就是与金泽城公园的

二之丸御殿相邻的内庭院“玉泉院丸庭

园”，专为殿下的家人所设。第3代藩

主利用高低差，将四周的石墙也纳入庭

园的一景，独具特色。之后第5代、第

13代藩主按照自己兴趣所向建造园林，

至明治初期废弃。2015年时隔140年后

又复原为幕府末期的样貌。

3/1～10/15

10/16～2/28 

7:00～18:00

8:00～17:00

全年无休 免费

必去
之处

在代代加贺藩中历任重要职位的野村家屋遗迹对

外开放。野村家屋具有相当高的文化财产价值，

庭园里有树龄高达400年以上的山桃木、曲水·流

水·名石等布置的独具匠心，值得一看。过去美

国的庭园专业杂志在日本庭园排行榜中将其评选

为第3名，海外评价甚高。

4月～9月

10月～3月

足轻资料馆　必看
之处

全年无休 免费入馆

先从这里开始

穿越武士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