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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引 领 日 本 流 行 文 化 画 面 的 图 形 艺 术 家
KASICO 先生的原创插画。主题“Recurrence”。
包含流行具有回归往复性之意。
更多详情敬请阅读第 17 页的专访报道。

2017看 日 本

满大街的“流行”日新月异的不断变化。
KAWAII 和 COOL 当中，传统与形式美共存， 
并衍生出独特的无秩序，吸引着世界的眼球。

© Artist Room Otafuku Face／AKI KONDO

© OSAMU AKIMOTO, ATELIER BEEDAMA/SHUEISHA

© 2016《你的名字。》制作委员会© Taku Fujii

© 2016 WCS

本刊的刊名“にぽにか（niponica）”源于“日本”的日语
发音“Nippon”。“にぽにか（niponica）”是向世界广泛
介绍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的杂志，除了日文版以外，还有
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法文版、中文版、俄文版、阿拉伯
文版，共以 7 种语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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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宿 KAWAII 文化”传递给世界的餐厅“KAWAII MONSTER CAFE HARAJUKU”。

步入店内，首先跃入眼帘的是蛋糕形状的旋转木马“SWEETS GO ROUND”。

被称为“MONSTER GIRL”的具有原宿特色的偶像女团引导我们参观店内。

（照片提供 ：DIAMOND DINING）

日本流行文化的风景

流光溢彩的百宝箱打开的乐趣尽在此中

那条街区的、那条大街的

邂逅日式流行的地方

KAWAII

HARAJUKU
炫彩缤纷

一口吞下所有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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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页上：运河之水环抱的傍水街区，天王洲 Isle。曾经
的仓库街，如今的商业街上，邂逅街头艺术“壁画”。

（照片 ：石原秀树）

同下 ：位于汐留的 Park Hotel 东京的客房整体都由艺术
家的作品装饰的“Artist in Hotel”项目火热进行中。（照
片提供 ：Park Hotel 东京  © Artist Room Otafuku Face
／AKI KONDO）

第 7 页上：新宿歌舞伎町的“机器人餐厅”，体验一个个
耳目一新的机器人与人合作的崭新的表演（照片提供 ：
机器人餐厅）

同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艺术节“大地艺术节 越后
妻有艺术三年展”的举办地，越后妻有地区（新潟县十
日町市·津南町）。常设作品“鲜花盛开的妻有”，据说
是在国内外享有颇高声望的艺术家草间弥生的室外雕
塑中的最得意之作（照片提供 ：大地艺术节执行委员会 
Photo by Osamu Nakamura）

TENNOZU
街上

Artist in Hotel

OTAFUKU

SHIODOME

ROBOTS

疯狂的

SHINJUKU

ECHIGO -TSUMARI
田间艺术

KUSAMA YAYOI

GRAFFITI
夺目的科技表演被人赋予生命的街头艺术

纳福神话的 MUSE
风中的流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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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图卷　二卷之下卷（部分）　江户时代　17 世纪 ：出云阿国的“倾奇踊”迅速成为

一种流行，如本图正中跳舞的宫女一般，涌现出众多追随者。

The Tokugawa Art Museum  © The Tokugawa Art Museum Image Archives/DNPartcom

倾奇者是涌现于战国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

期（1590 年代后半期至 1640 年代）的社会风

潮。流行于江户与京都等大城市。是指有着奇

特的风习、华丽的装扮、离经叛道的行为的人

们。颠覆传统的美意识与价值观的想法为平

民所喜爱。

中 ：SU-METAL、 左 ：YUIMETAL、 右 ：MOAMETAL，3 人 组 合， 成 立

于 2010 年。重金属的声音混合女孩的声音，首创重金属乐的舞蹈动

作，颇为夺人眼球。2014 年发行的第 1 张专辑《BABYMETAL》跻身全

美 公 告 牌 综 合 专 辑 排 行 榜 之 列。2016 年 4 月， 发 行 第 2 张 专 辑

《METAL RESISTANCE》。是日本艺人阔别 53 年来再次登入全美公告牌排

行榜 TOP40。同月在英国温布利体育场举办日本艺人首次的单独演唱

会 ；9 月在东京巨蛋举办为期 2 天的吸引 11 万人次的单独演唱会。

© Amuse Inc., Photo by Dana Distortion

© Taku Fujii

A New Style for JAPAN POP Artists

倾奇者们
日本的艺能文化尊重古代传承的传统，却时而涌现

与传统形式和传统样式美背道而驰的、出人意料的、崭

新的、全新做派的人物。江户时代（1603 ～ 1867）初

期，女性演员出云阿国一改从前可爱的“稚子舞”，女扮

男装，佩戴刀、短刀，跳起京都舞蹈。她才是真正的倾

奇者。华丽的标新立异的装扮，令当时的京都人大惊失

色，她的表演与今天日本传统的演剧“歌舞伎”紧密相

连。江户时代以后，经历了长期繁盛的这个国家，庶民

文化有着深厚的热爱新价值观的情怀。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这个国家不断涌现出新型流行艺术家。

【倾奇者】

BABYMETAL

重 低 音 轰 鸣 的 重 金 属 的 强 烈 的 音 响，SU-METAL 空 灵 的 歌 声， 再 加 上

YUIMETAL、MOAMETAL，3 人可爱却如小恶魔般的舞蹈表演，“BABYMETAL”创

造出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融合 J-POP 与重金属的理念，已超越流派，受到国内外

的流行粉丝，乃至重金属粉丝的超高支持。沿袭形式美的现场，金属之神“狐狸

大人”降临于表演者中。因此经典造型是手指组成的狐狸标志。

BABYMETAL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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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x Music Creative Inc.

古川未铃、相泽梨纱、梦眠 NEMU、成濑瑛美、最上摩卡、藤咲彩音的

6 人组合。积极与东京时装周、设计师 Mikio Sakabe 为主的各类创作者

合作，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还参加了台北与雅加达的时装

展。2013 年的 JAPAN EXPO 上，代表日本演出。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担任东亚文化城市 2014 横滨亲善大使，2015 年举办世界巡回演

唱会。2016 年 12 月推出首张最佳专辑《WWDBEST ～电波良好 ! ～》，

2017 年 1 月在幕张 Event 大厅和神户世界纪念馆举办了第一场舞台演

唱会，并在日本武道馆举办了追加公演。

© MEME TOKYO / TOY'S FACTORY

© MEME TOKYO / TOY'S FACTORY

融合了诗吟、和乐器以及摇滚乐团的摇滚乐队。融入 VOCALOID 歌曲

的 MV 在视频网站上拥有超高人气，2014 年 4 月重磅推出首张专辑

《Vocaloid 三昧》。收录歌曲《千本樱》在 YouTube 突破 5,200 万次的

点击次数，深受来自世界各国的好评。成员铃华裕子（诗吟）、衣袋圣

志（筝）、神永大辅（尺八）、蜷川 BENI（津轻三味线）、黑流（和太

鼓）、町屋（吉他）、亚沙（贝斯）、山葵（鼓）。2015 年推出第 2 张专

辑《八奏绘卷》荣登日本公信榜第 1 位，并获得日本唱片大赏企划奖。

2017 年 3 月推出了期待已久的第 3 张专辑《四季彩‐shikisai‐》。

和乐器乐队　人物简介

Photo by KEIKO TANABE (TAMARUYA)

仿佛是颠覆百宝箱的个性派组合。6 位成员分别是漫画、动画、游戏、

COSPLAY 等不同风格的核心御宅族，她们在社交网络上宣传她们的世界观。鼓励

发挥各自御宅个性的立场，独特的歌词与舞蹈，与粉丝融为一体的、群情激昂、

排山倒海般的现场氛围令人吃惊。多使用电子音乐，天马行空的歌词，“电波歌”

是出道起坚守的理念。高速的节拍、激变的曲调、无秩序的乐曲，以及全体成员

相应的言语应答也是“电波组 .inc”的特色表演。

电波组 .inc

电波组 .inc　人物简介

使用日本传统和乐器演奏融入现代摇滚韵律的“和乐器乐队”。由联想到日本

祭祀活动中振奋人心的和太鼓、筝、尺八、津轻三味线组成和音阶，就连日本年

轻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VOCALOID 歌曲※用和乐器演奏，吸引着众多粉丝，而现

在参与日本国内的表演比赛更是为他们积攒旺盛的人气。仿佛从 3D 游戏中走出

般的艳丽服装，动态舞台的演出也夺人眼球。积极举办海外演唱会的“和乐器乐

队”，于 2016 年 3 月首次在美国纽约举办单独公演，同年 7 月在北美举办单独演

唱会，高度的独创性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 日本乐器制造商开发的声乐合成系统制作的乐曲

和乐器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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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COSPLAY 大赛 2016

采访、正文●土田貴史　照片●© 2016 WCS、鈴木拓也

来自世界各地的扮演者齐聚名古屋

COSPLAY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Cosplay = Costume play（角色扮演）的省略

漫画、动画、游戏的乐趣不仅止于“阅读”、
“ 观 看 ”、“ 玩 ”。 享 受“ 扮 演 ” 出 场 人 物 或 人 物

=“COSPLAY”诞生。那场世界各地扮演者们的盛
典便是 2003 年诞生于名古屋的“世界 COSPLAY 博
览会（俗称 ：WCS）”。

“站在舞台上，如何博取观众的眼球，

以及追求原著的世界观，都充满乐趣！”

总计超过 32 万人参加的 2016 年 WCS，在租借

的主题公园开展摄影大型活动、知事·市长也出席

的红地毯盛会、一般 COSPLAY 扮演者参加的游行等，

各个会场都人声鼎沸。来自世界各地的 COSPLAY 扮

演者们，今年也受到名古屋市民的热情款待。

WCS 的高潮是各国各地区预选赛胜出的冠军们

的“高手决战”，世界 COSPLAY 大赛。有别于普通

的 COSPLAY，由日本的漫画、动画、游戏、特效人

物组成二人组，创作出 2 分 30 秒的舞台。2016 年

有 30 个国家及地区参加盛会。今年起，被批准使

用舞台巨幕，这为演出表演锦上添花。

大赛不仅要通过服装的技术层次、艺术层次的

审查，也要竞争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否忠实再现原著

人物。

2016 年优胜队是以轻小说《圣魔之血》为题材

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精致的服装、高完成度的动作，

赢得一片欢呼。压轴的是人体切割后悬在半空的魔

术表演。

印度尼西亚代表说 ：“各国各地区的 COSPLAY

代表们都非常友好，通过这次盛会，我们成为了

一家人。”COSPLAY 是世界的通用语言，即使语

言不通，通过人物也能引起彼此的共鸣，这就是

COSPLAY 的最大优势。参加者们都笑着说，通过

COSPLAY，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成为

了朋友，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 2016 WCS © 2016 WCS © 2016 WCS

© 2016 WCS

© 2016 WCS

logo_World Cosplay Summit_basic

超越语言障碍。
通过喜爱的人物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达到情绪高潮，最棒！

“
”

超越 COSPLAY 的界限，
层次之高，令人吃惊“ ”

好开心！我想取胜的关
键是反复试验后表演的
障眼法。 

“
”

所有装饰与原著一模一
样。小珠子一粒一粒均
为手工缝制。

“
”

亲密的两个人超级棒，
很喜欢这部动画！

“
”

第2名 丹麦
The Angel of Elhamburg

第3名 法国
Love Live! School Idol Festival第1名

印度尼西亚
圣魔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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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科技资讯

1.Orphe

Orphe 乍一看是一款普通的轻型运动鞋，却

同时是兼具照明、乐器、控制等功能的多功

能“可穿着电脑”。这款全新工具包括使用

方法在内，采用开放的形式，衍生出全新的

表现方式，而这种表现方式更兼具时尚型，

有望面向更多人群普及。

2.Rez Infinite 创造音乐和影像的全新世界

“Rez Infinite”中登场的新关卡“Area X”。
可体验 VR 独特的优美 3D 空间与漂浮感。

2016 年 12 月，世界最大规模的游戏

大赏“The Game Awards 2016”中，游戏

设计者水口哲也先生制作的“Rez Infinite”

在“Best VR Game” 部 门 中 一 枝 独 秀。

“Best VR Game”是 2016 年新设的部门。

VR 是 virtual reality※ 的缩语，如 14 页右

下照片所示，穿着头戴式显示器，通过视

觉获得仿佛进入虚拟世界般的感受，这就

是 VR 游戏。

先进技术普及带来的新一代休闲模式

从“随身携带”到“配戴”。

为更好地享受流行文化，“可穿戴”式单品集

舞蹈、音乐、游戏等一身，

开创最先进的崭新世界。

智能鞋 Orphe
穿着鞋底发光的轻型运动鞋的表演者演绎的光影盛宴

WEARABLE ONE OK ROCK
内置扬声器的夹克。
穿上后用身体感受音乐振动。

PlayStation®VR
戴上头戴式显示器，
通往 3D 描绘的 VR 世界

© 2016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发光鞋底！ 成为操作终端！！

穿着 Orphe 的表演者演绎的光影弧度。色彩与动作随着音乐变化，给予观赏者以视觉刺激，衍生出全新的表现形式。

这款鞋可不是一双只会发光的运动鞋。Orphe 是一双能与

智能手机的 APP 互动的“智能鞋”。

两只鞋内置约 100 个之多色彩缤纷的 LED。同样内置的多

个运动传感器实时获取动作数据。与智能手机连接后，可设定

多种光影色彩与模式，或由外部扬声器结合动作播放不同音

乐。

AKB48 公演时成员们曾经穿着 Orphe 跳过舞。著名乐队、

星期三的坎帕内拉以及世界舞者 KENTO MORI 也都曾在表演

现场和舞蹈盛宴上穿着 Orphe。与金泽 21 世纪美术馆在艺术

空间等方面的合作也不断深入。

Orphe 从 2016 年 9 月起正式发售。Orphe 开发者菊川裕也

先生的“展现日常”的这种想法已成为现实。

倾听开发者

株式会社 no new folk studio 董事长

菊川裕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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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V E R  A R T I S T

I N T E R V I E W

日本的流行方向绝不偏倚，而

是小的流行到处开花。即便如此，

日本人不希望出头，期望并排共存

的心理状态的另一面，还存在着拥

有完全相反的独立世界观的趋势。

已经感到羞耻了吗，还是不觉羞

耻？ 这样兼具两面性的立场，也

是 KASICO 先生认为的日本流行文

化的现实。

“个人认为，流行是重要的事

情。所谓流行，便是耐久性。要使

设计更容易被接纳，我认为表现上更需融入韧性。

日本不断涌现崭新的流行的风潮，这之中的大多

数却转瞬即逝。而在其中能被保存下来的都有其

韧性，正因如此，日本流行文化才被全世界的人

们所理解、并产生共鸣吧。”

立于日本流行文化最前沿的顶

级艺术家“KASICO”先生。本刊

的封面便是那位 KASICO 先生笔下

的作品。

“为了将瞬息万变的流行场景

变成视觉展示，我把我现在感受的

色彩与图案绘入以浮世绘为象征的

传统美的世界。这种融合感，便是

我认为的‘日本’。”

日本的流行文化，无论良莠都

“乱七八糟的”，KASICO 先生说。那便是与其他

国家界限分明的独特现象，他这样分析道。

“小的流行（乱哄哄）遍地开花，而即便是我

们日本人，也不可能全部都追求。换言之，有那

么多的多元化场景混杂一起，形成一幕巨大的流

行文化。海外流入的元素与日本独特的元素浑然

一体，超级厉害的平衡感。这点才值得深究。”

艺术指导／图形艺术家。2013 年从设计公司独立。以创造音乐和广告、

女孩文化为主，擅长通过运用图形、影像、动画、纺织品设计等图形的

明快的表现方式，达到统一的方向。运营采用肖像画与 GIF 动画带来新

感觉的潮流照片网站“Graphic girl”。

http://kasico.jp/

K A S I C O

2.Rez Infinite

如今触感现实、触感技术，即触觉上的某种可感受性，是研究范围的热门领域。在爱迪生

发明播放音乐之后大约 100 多年后的行业内，穿上声音以及通过身体感受的体验已成为全

新视触觉、视觉上的流行风标，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进化。从个人角度来说，可穿着于

人体的轻便的扬声器，从技术上实现优质音响，对设计者而言，是个不朽的课题，这让我

激情澎湃。

倾听开发者

照片 ：神藤刚

原创插画“Recurrence”

电视节目片头影像（2016） HARAJUKU KAWAii!! WEEK
2015 宣传画（2015）

3.WEARABLE ONE OK ROCK
穿上音乐的新体验

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日本摇滚乐队 ONE OK ROCK 的新

曲试听会上亮相的是，安装有总计 20 个之多的扬声器的

2 种夹克。穿上名为“WEARABLE ONE OK ROCK”的这

款单品，随着扬声器的播放，曲调响遍全身。感受耳听

不能体会到全新音乐体验。世界上仍只有各 1 套的这款

单品，由有着“现代魔

法使者”之称的媒体艺

术家落合阳一先生担当

音响设计。悉心调整频

率与音压，以便让音质更上乘的同时，追求扬声器的轻便，以及

穿着者的穿着感受。

人类为了传递影像，不断使用各种各样的方

法。对话、绘画、肢体语言手势。但是，无

论以上何种，都只能传递影像的一部分。VR

却可谓是首个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沟

通方法于一体的表现方式的媒介。我认为 VR

技术将带来沟通的飞跃发展。

水口哲也先生倾听开发者
创作者·游戏设计者“Rez Infinite”是与VR系统“PlayStation®VR”

匹配的音乐射击游戏。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家用游戏机“PlayStation®4”共同合作开发。

驱除敌人病毒时产生的效果音变成音乐，视

觉与音乐呼应变化，带来全新的故事感受。

音乐与影像的相乘效果，感受听觉与视觉的

全新知觉现象。

※Virtual reality（VR）是 1960 年代后半期开始研究的二代技术之一，

是创造“另一个现实”的技术的总称。电脑上描绘出 3D 空间，通过立

体音响实现 360 度全方位声音。体验 VR 世界必不可少的头戴式显示器

不断进化，伴随其进化，普及正在不断加速。

ONE OK ROCK
从左开始 RYOTA（贝斯）、TORU（吉他）、
TAKA（主唱）、TOMOYA（鼓手）

落合阳一先生
筑波大学助教

浮世绘、SUSHI、VR。日本的流行是坚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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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偶像为题材的动画作品《Wake Up, 

Girls!》的粉丝而言，真实存在于日本东北地区

的城市“仙台”这条街区本身便是虚拟的世界。

为了更高层次地融合动漫世界与现实世界，这部

稀有作品煞费苦心，尽可能从现实的仙台取景剧

中。主人公之一林田蓝里的老家被设定成木町大

道的老字号点心屋“熊谷屋”。外观和店铺装修

与现实完全一样自不待言，动漫中的蓝里的父亲

的出场人物更是与“熊谷屋”的老板一模一样，

可谓彻头彻尾的一致。店主经常被到店的粉丝问

道“蓝里小姐在家吗？”店主便笑笑。

“圣地巡礼”的乐趣之一便是享受现实与虚

构的来往。寻访动画或漫画的背景街道、山、森

林。亲眼见到现实的风景，心已飞往作品世界。

例如，在现实中亲眼见到架接车站与商业大厦的

空中走廊行人天台。即使是在完工的当初，排列

规则整齐的地板的瓷砖与曲线扶手都是充满都

市感的、未来感的样式，却逐渐埋没在日常当

中，在现实世界中，早就没有人对它的存在抱

以特别的注意。却将现实的街道作为舞台的动漫

作品，为居民周而复始厌倦的日常，轻轻地蒙上

一层纱。用心感悟行人天台，动漫制作者绞尽脑

汁绘制的美少女出现、从眼前愈走愈远。轻轻用

手抚摸她曾触碰过的扶手，仿佛仍留有她微微的

体温。已然厌倦的重复的光景在赋予了新的故事

后，有了新的意义。

仙台里的《Wake Up, Girls!》故事。粉丝们

在木町大道、LIVE HOUSE、定禅寺大道寻访偶

像们的踪迹。他们眼中的仙台，是心中所见的仙

台。日常转变成虚构。现实与虚构无界限的全日

本的动漫舞台不断向我们倾诉着。

正文●柿崎俊道

现实与虚拟的境界
柿崎俊道

圣地巡礼制片人。株式会社圣地会议 董事长。发行圣地巡礼·观光

旅行专门杂志《圣地会议》。同时，以埼玉县动漫盛会“动漫玉祭”

为主，策划地区盛会、制作开发原创商品。主要著作有《圣地巡礼 

动画·漫画 12 地巡礼》（2005 年刊登）。

第 18 页左：动 画《Wake Up, Girls!》 宣 传 画。 全 新 故 事 计 划 将 于
2017 年播放。

同右上：拥有 300 多年悠久历史与荣膺无数大赏的老字号点心屋熊
谷屋的店主。店铺还出售多款与《Wake Up, Girls!》的合作商品。

（照片 ：柿崎俊道）

同右下：仙台车站的行人天台。仙台车站还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仙台市的玄关口。（照片 ：Aflo）

第 19 页上：声优组合 ：Wake Up, Girls!

同下：剧中 Wake Up, Girls! 举办定期现场表演的地方，是在仙台也很
著名的活动现场。

Wake Up, Girls! 是由偶像题材动画《Wake Up, Girls!》而诞生

的声优组合。动画作品中，讲述了生活在仙台的 7 位少女们组

成偶像团体 Wake Up, Girls!，在互相切磋磨练中逐步成长为顶

级偶像的故事。作品中出演 Wake Up, Girls! 的 7 位演员（吉冈

茉佑、永野爱理、田中美海、青山吉能、山下七海、奥野香耶、

高木美佑），在现实生活中同时也是活跃的声优组合 Wake Up, 

Girls! 的艺人。

Wake Up, Girls! 是指

© Green Leaves / Wake Up, Girls! 2 制作委员会
© Green Leaves / Wake Up, Girls! 3 制作委员会

动画圣地存在于粉丝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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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入学农业高校的男高中生的校园生活的动画。只在北海道
的十胜地方可见到的赛马。赛马拖着铁撬竞赛力量与速度的
“铁撬赛马”也是背景舞台之一。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秩父市）

Yuri!!! on ICE（唐津市）

以埼玉县秩父市为舞台的青春少男少女动画片。秩父的街道与自然、旧秩父桥粉丝聚集，
是圣地巡礼运动的发源地。

讲述男子花样滑冰的作品。佐贺县唐津市的唐津
城是动画中出现的长谷津城町的原型，是以长谷
津城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

花牌情缘（大津市）
竞技歌牌与青涩爱情的高中生的故事。作为竞技歌牌大会会场的近江神宫是作品
的圣地，吸引着众多粉丝来访。

花開物語（金泽市）
讲述在温泉旅馆工作的 3 位少女主人公的故
事。剧中出现的祭祀活动“雪洞祭”真实成
为汤涌温泉观光协会的主要节目，现在是汤
涌温泉的经典盛会。（照片 ：Railstation. net）

银之匙 Silver Spoon（带广市）

Wake Up, Girls!（仙台市）
由人物与声优、故事展现动画与现实的交集的
偶像动画片。通过盛会与现场活动巡礼各景点
的粉丝众多。（照片：PIXTA）

烏龍派出所（葛饰区）
葛饰是破天荒的警官两津勘吉的上任地。街上摆放着两津堪吉与出场人
物们的铜像，欢迎着粉丝们的到来。

名侦探柯南（北荣町）
鸟取县北荣町是《名侦探柯南》原作
者青山刚昌的出生地。2007年“青山
刚昌故乡馆”开馆。

POPIN Q（中土佐町）
讲述少女们伴随舞蹈成长的青春故事。居住在中土佐
町的主人公小湊伊纯无处可去的郁结在胸中乱撞、发
泄时拼命大喊的地方便是久礼渔港。（照片：PIXTA）

© OSAMU AKIMOTO, ATELIER BEEDAMA/SHUEISHA

©青山剛昌／小学館

© S/K,V,N

© Hasetsu Townspeople/Yuri!!! on ICE PROJECT

© ANOHANA PROJECT© Biwako Visitors Bureau

© T/PQP 2016

© H.A.,S/E

宫城县

石川县

鸟取县
高知县

佐贺县

北海道
滋贺县

东京都

埼玉县

日本 MANGA/ANIME作品舞台地图
以真实存在的土地为舞台开展故事的“本地”动画与漫画。
看完动画后，心里便很想去背景舞台所在地。
下面为您介绍与那幕场景相同的、真实可参观的作品舞台。

你 的 日 本 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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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街头食品

11

尽享
日本美食

可丽饼
照片●石原秀树、Marion, Co., Ltd.

上左：一只手握着可丽饼，享受橱窗购物的身影，是原宿竹下大道的独特风景。

上右：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多彩的菜品。不错过季节限定菜品。

下：人气菜品“香蕉巧克力鲜奶油”（内）与“草莓巧克力芝士蛋糕鲜奶油”（面前）。

出售烤得热乎乎的时候卷成锥形的可丽饼。

可丽饼小吃铺的前身“Marion Crepes”在东京原宿的竹下大道开店

时是 1977 年。当时在周末漫步于竹下大道，边咬着小吃店购买的可丽

饼，边眺望街头艺人众多的原宿的步行者天国，是全国年轻人的梦想。

原宿如今成为日本独特的潮流文化的中心地，吸引着众多来自日本的

年轻人与外国游客。

源起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可丽饼，自登陆日本以来，逐渐变成了与

本国完全不同的可丽饼。除了在法国经典的黄油 & 糖、夹着巧克力的

可丽饼以外，原本应该保留在可丽饼小吃铺的菜品中有 100 多种，然

而在日本拥有压倒性超高人气的从古至今，却一直都是“香蕉巧克力

鲜奶油”。在可丽饼出现以前，受到茶餐厅独具人气的甜点冰淇淋与有

着很多配品的薄煎饼的影响，日式可丽饼逐渐自然地裹上奶油与冰淇

淋。最近含馅儿的或含芝士蛋糕、小食肉饼与金枪鱼、芝士的可丽饼

也出现了，仿佛一下子浓缩了这 40 年来日本饮食文化的变化。锥形手

卷可丽饼已成为当下杰出的日本流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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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海

东京
大阪

太 平 洋

飞騨·高山

日本

散步看

11

飞騨地区几乎位于日本的正中央、四周环山的岐阜县北部。
是一个可以感受自然风光与古朴民风的纯日本风情的旅游胜地。
在那里，漫步在古街有让你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般情趣盎然。

追随动画片《你的名字。》巡礼

飞　·高山

三町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　被选为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古朴街道。
坐着人力车漫步也是一大乐趣。（照片 ：Aflo）

蒲酒造场

开业于 1704 年的老字号酿造酒屋。位于
濑户川沿岸的白璧土藏也被列入国家登录
有形文化财产。

古川祭祀活动的起太鼓

4 月 19 日的夜晚至深夜
大太鼓的鼓声绵延不绝。

2016 年，令飞

騨市一跃成为注目

焦点的是，动画电

影《 你 的 名 字。》。

电影开始于居住在东京的男高中生“泷”与

居住在虚构的丝守町的女高中生“三叶”交

换身体的奇妙的故事。然而在交换身体当

中，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彼此思念，每次即

将遇见时却不断错过的 2 人。虐心故事引得

男女老幼垂泪。

尽管故事的背景舞台是个虚构的城市，

但其中不时出现飞騨市的风景。电影公映后

不久，众多粉丝便追寻着泷和三叶的足迹来

到了飞騨市。从东京搭乘新干线出发，在名

古屋换乘地方线，泷首先抵达的车站是飞騨
市的玄关飞騨古川站，在寻访三叶居住的町

时，途中遇到的神社是气多若宫神社，调查

资料的图书馆则

以飞騨市图书馆

为原型。气多若

宫 神 社 因 2016

年 12 月 1 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古川祭”而闻名。作为日

本三大裸祭之一的古川祭，于每年 4 月 19、

20 日举办。祭祀活动的压轴活动便是数百

名裸身男子抬着高台鼓在街巷巡行的“起太

鼓”。

梦见什么时候去到东京，厌倦了“乡

下”生活的三叶，电影中描绘的飞騨的自然

与慢节奏的人们的生活，对住在城市的人们

而言，极具吸引力。总令人想起某一段场景

是取自日本的原风景，这也许就是很多人动

身前往飞騨旅行的原因。

© 2016《你的名字。》制作委员会

飞騨市图书馆※　泷调查丝守町（虚构的町）的
图书馆原型。

※如需拍摄飞騨市图书馆内照片，请征得服务台的
同意。（可摄影时间 ：仅限 9 ：00 ～ 17 ：00）
同时，在摄影时，请注意勿拍摄普通读者的面部。

飞騨古川站　在位于北侧的跨线桥上看到的
便是电影中出现的场景。

气多若宫神社　泷四处打听时经过的场景。
身后的台阶便是气多若宫神社的场景。

© 2016《你的名字。》制作委员会

© 2016《你的名字。》制作委员会

© 2016《你的名字。》制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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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駅 飛騨古川駅

2km

山
陽新

幹線

九州自動
車道

N

飞騨国府站

上枝站

高山
本 线

N

200m

高山站

三町
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

中桥
高山阵屋

下二之町大新町
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

宫川朝市

樱山八幡宫

高
山
本
线

宫
川

桜山八幡宮 5

N

200m

飞騨古川站
飞騨市图书馆

濑户川和白壁土藏街

气多若宫神社

高山本线

荒城川

宫
川

从飞騨古川站搭乘火车约 20 分钟，便

抵达高山站。提及飞騨高山（指高山站周

边的旅游地），最先想到的便是古街吧。17

世纪初期，由城主金森长近修建的以高山

城为中心发展的城下町。保留有江户时代

（1603 ～ 1867）风味的房屋组成的两大传

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是观光的中心地。边

躲避拉着乘客的人力车，边品尝特产“飞騨
牛肉串”与串烧酱油味的“日式糯米团子”

（全国的“日式糯米团子”一般多是浇着略

带咸味的糖汁的小食，飞騨的团子可以略微

管饱），是旅行的经典项目。在这里，可以

拜访酿造酒屋，品尝日本酒打牙祭。可以购

买可爱的布偶“猴宝宝”作为手信。顺便提

及，电影《你的名字。》中也出现了便当布

上印有该猴宝宝图案的场景。

在流过市中心的宫川的不远处，座落着

高山阵屋。曾是德川幕府（1603 ～ 1867）

时期的办公机构，当时日本各

地有 60 多处被称为阵屋的建

筑物，如今仅存此一处。从宫

川的中桥可眺望到阵屋周边。春

天姗姗来迟的飞騨，让中桥可赏

樱的花期也有所延长。每天

早晨至中午的朝市可不容错

过。参观日本三大朝市之一的宫川朝市与

阵屋前朝市，早起是必须的。

4 月 14、15 日举办春季高山祭“山王

祭”，12 台豪华绚烂的花车排成队列。秋

季高山祭“八幡祭”于 10 月 9、10 日举

办，安装着机动偶人的华丽花车，让人叹

为观止。

樱色渲染的春季，新叶繁茂的夏季，

枫叶荼蘼的秋季，厚雪覆盖的冬季。飞騨
高山街区的四季，风景优美如画。

右上：猴宝宝　飞騨地区自古流传的乡土人偶。辟邪、
祈祷健康、守护顺利生产等。飞騨地区方言有“幼猴”
之意，颜色与形状皆由此来。

左下：飞騨牛肉串　轻松品尝到 B 级本地美食岐阜县特
产飞騨牛。（照片 ：PIXTA）

右下：日式糯米团子　酱油的香气香味勾起游客的食欲。
（照片 ：PIXTA）

秋季高山祭（八幡祭）　装扮高山秋天的樱山八幡宫的例祭。
仅“八幡祭”便有 11 台花车登场，尽情花车巡街等的传统祭
祀活动。（照片 ：高山市）

高山阵屋　曾经是高山城主金森家的
宅邸，飞騨曾是江户幕府的直辖领地，
后成为阵屋。

从东京站搭乘 JR 北陆新干线至富山站约 2 小时 15
分钟。搭乘特急至飞騨古川站约 1 小时 15 分钟。
搭乘 JR 高山本线至高山站约 15 分钟。

●飞騨市
电话 ：0577-73-2111
https://www.hida-kankou.jp/kanko/foreign/ck/

●高山市
电话 ：0577-32-3333
http://www.hida.jp/chinese2/

乘车路线

更多信息

左：中桥　流过高山市内中心的宫川是飞騨高山的象
征之一。春季绚烂的樱花与红色的桥身相映成辉。

右：宫川朝市　新鲜的蔬菜瓜果、腌菜与味噌等加工
品乃至民间工艺品，一应俱全，是古往今来市民们的
厨房。沿着宫川，众多店铺呈一条直线排开，购物也
相当方便。

高山站周边

飞騨古川站周边

飞騨古川站

高山站

2726



庆祝新年的正月是日本人

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节日活动之

一。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时刻便

是父母不紧不慢地掏出“压岁

红包”的瞬间。“压岁钱”新

年礼物可由古追溯至 14 世纪左右。

现代特指正月送给孩子等的礼金。正面写

着“お年玉”（压岁钱）的小小的信封——

“POCHI 袋”（红包袋）最早是赠予艺人等的

小费的、赠予服务生的包着小费的纸封。

日本人对于赤裸裸地接受金钱颇有抵

触，自古以来便形成将零钱用纸包好拧成

细纸卷的“纸捻”当作小费以及酒钱（小

费）的习俗。为使零钱不散落，逐渐注重

纸封的样式，这便是“POCHI 袋”的起源。

“POCHI”含有“一点点”的意思，据说这其

中包含“真的只有一点点”的含蓄的心情，

因而被取名为“POCHI 袋”。

相扑或歌舞伎等演出时，作为庆祝客满

的仪式，分发给相关人员的礼物被称为“奖

金袋”，这种习俗保留至今。近来设计也融

入或流行或俏皮的元素，呈现

出多彩的样式，不仅馈赠金

钱，还出现添加文字的纸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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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纸袋连结人们的心

日本 特产

照片：楠圣子

POCHI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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