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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涩谷车站前的全向型交叉路
口。涩谷车站日均人流量超过
300万人。 照片提供：Getty Images
左：1950年时的涩谷车站前，有
轨电车来来往往。照片提供：每
日新闻社

2020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东京。
有着自德川幕府建都江户以来400年历史的东京，其巨大的能量不断地吸引着人们。

本期特辑将从各个角度为您解读这个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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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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眺望夕阳下的东京都中心。高楼群中拔
尖而立的是东京晴空塔。 照片提供：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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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在时代变迁的长河中经历了
战争、自然灾害等各种磨难，而一次又
一次的涅磐重生，使它逐步发展成为一
个特大城市。这里，以10年为单位的历
史摄影将向您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东京的
戏剧性变化。

右侧下方的旧照片是在至今约 110 年
前的明治 37 年（1904 年）时从高空
气球上拍摄的，据说这是日本最早的
航空拍摄。照片中央前侧有排列整齐
的建筑物，那里是当时的银座，中央
远处的景色与现在一样，那是皇居的
成片绿林。左前侧呈三角形分布的建
筑群是新桥车站。
从现在的照片可以看到，建筑物拔地
而起、陡然耸立，街区范围已延伸扩
大。
（旧照片摄于明治37年〔1904年〕。照片提供：日本照相机博
物馆、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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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

お台場

銀座

新宿

江户时代末期（十九世纪中叶），闭关锁国的
日本迫于西方诸国的压力打开了国门。当时
作为防卫基地而修建的炮台岛——台场，至
今依然留存于东京湾。后来这一带又经过附
近洋面的填海造地，如今这里电视台座落，
并是购物商场大楼林立的街区。

现在的新宿车站是日本客流量最大的车站。旧照片是大正时代（1912-
1926）新宿车站前的景观，马车、有轨电车来往行驶的新宿站西口。
1991年，东京都政府官厅迁至这一带，这里也成为东京的行政相关机构
集中的街区。

十七世纪时的银币铸造地。自明治时代
（1868-1912）起，这里百货商店林立，成为
老字号及高端商铺集中的东京首屈一指的商
店街。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著名品牌
店纷纷进入，日本的银座一举成为世界的银
座。近年来，新的购物商城大楼也在不断出现。

位于隅田川河畔的浅草，从400年前起就是百
姓娱乐场，并作为浅草寺的寺镇街而繁荣兴
盛。大正12年（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里遭受到了毁灭性
打击，但之后又成功地获得了振兴。2012年，
隅田川河对岸新建起了东京晴空塔，来两岸
观光的游客也日益增多。照片上的是连接两
岸的吾妻桥，桥上游人来往不断。

（旧照片摄于昭和30年〔1955年〕。照片提供：每
日新闻社、Amanaimages）

（旧照片摄于昭和37年〔1962年〕前后。照片提供：
中央区立京桥图书馆、AFLO）

（旧照片摄于大正12年〔1923年〕。照片提供：新宿历史博物馆、Amanaimages）

（旧照片摄于大正12年〔1923年〕。因地震而毁
坏的吾妻桥。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名取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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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冈本哲志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星罗棋布的交通网
络，到处可见的城市绿地，东京城市建设的很
多方面都可以在江户旧城找到其源头。江户的
城区就是今日东京的前身。

江户城市开始日益庞大。
1654 年，完成了水流布局，引自西面高地的

玉川上水通水后，水从外护城河径直流向内护城
河、神田川、日本桥川，最后注入大海。50年前
德川家康构想的宏伟的城市计划，经过一个世代
的跨越而就此完成。从此，江户作为“水之都”
日趋繁荣，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百万人口规模的
城市。
江户为何能够在三个世纪内取代历史悠久的

京都而成为天下都城，这里也许可以举出数个理
由，而这块土地原本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就是
其中之一。德川家康洞明其地势潜力，制定了将
江户建设为“水之都”的基础规划。在现代人看来，
这是一个难以设想的大胆构思，而使这一规划得
以实现的江户人所具有的能量也着实令现代人惊
叹不已。
对照十七世纪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东京

的街区是在江户遗留的城市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
高速公路是填埋了运河建造起来的，铁道以及地
铁线路是沿着外护城河而铺设的。大名的宽敞宅
邸成为政府机构、学校、公园等的用地。明治神宫、

新宿御苑也曾经是大名宅邸。东京都中心地区林
立的高楼大厦，很多都是在大名宅邸的遗址上建
造起来的。丸之内、六本木等的大规模开发，也
是在原先大名宅邸的地基上进行的建设。
一个落后的海滨小城，经过 400 年而变身为

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都市，而它的基础就是德川家
康构想的江户城市。走在如今的东京街头，想必
您会在许多地方找到江户的城市留下的足迹。

户城楼一带位于海湾内陆（现在皇居与东京车站
之间的商务街丸之内以及紧挨皇居南面的日比谷
周边过去都是海域），于是，德川家康对海湾进行
了填埋造地，并且还穿山开凿了新的水路，与神
田川相连，直通隅田川。
这些大工程的结果，建成了一条包围着江户

城楼的内护城河，在其四周，修建了全长 12公里
的外护城河，用作抵御外敌侵入的防线。运河也
起着扩大江户城区的作用。当时，有与德川将军
家为主臣关系的多达三百名武家（大名）赴任江户，
因此，幕府为其在运河沿岸以及街道沿路配备了
宽敞的宅邸。据说大名宅邸占据了江户七成的土
地。在运河的周围渐渐形成了数个大名宅邸街区，

左页：江户时代初期的江户城楼与街区的画面。
城楼的四周已经建有曲折的内护城河，其周围
安置有大名宅邸。前侧是现在的日本桥，桥上
众多行人来来往往，显现出当时的繁荣景象。 《江
户图屏风》（十七世纪），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所藏
左：照片上的是现在皇居内的内护城河上的二
重桥。摄影：高桥正宗

上左：德川家康于1590年入主时的江户。江户
城楼的紧南面是一片海域。地图中央的江户前
岛的前端，是现在的银座地区。
上右：1636年左右的江户。海湾的填埋造地正
在进行。内、外护城河已基本完成，神田川经
过整建也已接近现在的形状。制图：尾黑KENJI

（OKAMOTO SATOSHI）
1952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法政大
学工学部建筑科。冈本哲志都市建
筑研究所主持人。专攻都市形成史。
作为都市形成史专家、博士（工学），
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出发，对东京的
都市形成史持续进行了40多年的调
查与研究。

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1542-
1616）进入江户，那是在1590年。位于当时的首
都京都东面 500 公里的江户，是一块杂木丛生、
湿地遍布的乡野地，德川家康随即着手江户城楼
的建造以及江户的城市建设。他首先开挖能使船
只航行的纵向及横向的运河。今日皇居所在的江

请参看第16页的当今地图 1636年15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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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作品提供●龟户、上野、两国、御茶水：山口县立萩美术馆、浦上纪念馆；浅草：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
风景照片提供●龟户：龟户天神社；两国：墨田区；浅草：浅草寺；御茶水：大西MITSUGU

　　极具好奇心的江户人，爱在闲暇时外出游山玩水、观赏大千世界。
在赏花、节庆的日子，风光秀丽的名胜、观光地，人流如梭。如今的东京也是同样。
这里，让我们随着歌川广重的浮世绘去江户的人气景点一游。

上野公园一带曾是将军家族寺庙——宽
永寺的宅地。园内一隅，“月之松”矗
立在可俯瞰不忍池的高地上，其优美的
圆形是植木匠人的造形工艺所致。风雅
文人们将其比作圆月，想来是诙谐地意
指在欣赏美丽的月亮。
歌川广重的《上野山内月之松》

图中前侧的昌平桥留存至今，它
位于中央线御茶水站附近。沿右
侧的坡道上行，就能见到圣堂（现
在的汤岛圣堂）。这里附近的神
田川是开山挖凿而成的河。出现
在深峡中的人工溪谷，位于江户
城楼的附近，是深受民众喜爱的
自然风情诱人的名胜。

浅草寺是有着将近1400年历史的
东京最古老的寺庙。从其雷门可
以望见仁王门（宝藏门）。在江
户时代，热闹喧嚣的浅草是百姓
们的娱乐之地。现在，这里是东
京具有代表性的观光地，大批游
客络绎不绝。

歌川广重的《浅草金龙山》 歌川广重的《昌平桥圣堂神田川》

隅田川焰火大会，是东京夏季的一道风景线，始
于1733年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统治时期。河面上
蓬顶船浮动，众多看客涌向岸边，此情此景古
今同样。德川吉宗为百姓在隅田川河畔种植了
樱花树，300年过去了，如今这里也成为东京都
内屈指可数的赏花景点。
歌川广重的《两国花火》

春天的梅花、秋天的菊花，龟户天神社
自古以来就是很有人气的赏花胜地。其
中初夏的紫藤花，堪称是江户之最，当
池塘的四周挂满紫色花朵时，人们纷至
沓来，坐在长凳上尽情欣赏。龟户天神
也作为“学问之神”而闻名，在迎考时
期，很多学生来此祈愿神灵助佑。
歌川广重的《龟户天神境内》

亀戸

上野
浅草

両国

御茶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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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徽，是一个家族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
标识图案，是门第及血统的标记，它常被绘制在
和服上或日常用品上。而用手工将家徽图案描画
在和服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徽绘制（日语为“纹
章上绘”）。波户场承龙是从其祖父开始三代传承
的家徽图案绘师。他积极进行各种新的尝试，例
如将家徽图案的匠意应用于室内装饰或商品标识。
使用电脑进行设计也是其一个尝试。
“家徽图案的线条是由圆弧构成的，因有着非

常强的数学特性，所以适于使用电脑进行设计。”
绘在电脑画面上的无数圆圈，它们相互重叠，

产生新的线条。虽然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但波
户场承龙设计的家徽图案依然出色地表现出日本
传统的审美意识。
“当传统与新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时会发生怎么

样的化学变化，对此进行各种设想是一种乐趣。”
对于日本人来说，家徽是一种有点拘泥于形

式的特殊存在，波户场承龙说希望能使它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摸索与时俱
进的新的家徽图案，波户场承龙为此而不断地进
行着挑战。

以白色为基调的工坊里，作业台排列井然有
序。堀口彻坐在作业台边，将玻璃杯抵在圆盘式
的砂轮上，砂轮一转动，霎那间杯子表面的绿色
被削去，从内面显露出玻璃的晶莹剔透。
作为雕花玻璃工艺之一的江户雕花玻璃（日

语为“江户切子”），是东京的传统工艺，它以鲜
艳的色彩以及绮丽的花纹而闻名。在这一领域中，
堀口彻的作品可称“另类”，多余的装饰被削去，
造型看似简单却细腻缜密，花样错综复杂，但他
却不画草图直接雕刻，而这，就是精湛的匠人技艺。
精致高雅的作品风格，深受业界内外人士的

好评。堀口彻还参与过不同行业的很多工艺项目，
例如酒店的内部装饰、饰品设计等。
堀口彻以超越以往概念的作品为江户雕花玻

璃工艺的世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不过，他的关注
点却还是在江户雕花玻璃工艺的传统和历史。
“要抓住这一工艺的本质，就必须学习历史。

有时间的话，我想对过去的江户雕花玻璃做些调
查。”
今天，崭露头角的雕花玻璃工艺家正在为开

创新的玻璃工艺传统而努力。

摄影●伊藤千晴

　　工艺领域的江户文化特色，以毫无淡化的形式传承至
今。继承先人的技艺与气魄并以新的感性面对传统的当代
匠人，执着于这份情怀。

右：内部装饰完全使用雕花玻璃工
艺的休息厅。错综复杂的造形产生
的光线阴影美丽迷人。
远右上：休息厅的吧台上方，由堀
口彻一块一块地进行花纹雕刻的饰
物光亮闪闪。（东急PLAZA银座 
KIRIKO LOUNGE）照片提供：Nacasa 
&Partners Inc.
远右下：菊花纹设计的杯子。拿在
手上时，注入液体时，透过亮光
时⋯⋯，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显
露出不同的表情。

上：带有家徽烧印的量斗。中层右侧的量斗，其左面是日本政府的桐纹图案，右面是德
川家的葵纹图案。上远右：汇集着具有代表性的家徽图案的《纹帐》。照片提供：波户
场承龙。上右：绘在电脑上的无数圆圈。在设计过程中，只留下选出的弧线，这些弧线
便成为构成家徽图案的线条。

堀口彻，1976年生于东京，积极在日本国内外发表自己的作品，“希
望江户雕花玻璃工艺的魅力能被更多的人所欣赏。”

使用名为“分廻”的专用竹制圆规进行家徽图案绘制。在波户场
承龙的创作室里，既能看到传统的精细手工作业，又能看到先进
的数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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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谷，一个不断创出新的时尚与流行的街区。
近年来，涩谷也渐渐成为 IT企业集中的东京都内
数一数二的办公楼街区。在有着多张面孔的涩谷，
现在，车站周边正在推进着七个开发项目，预计
到2020年，将有四栋超高层楼宇拔地而起。为进
一步繁荣日本的创意产业，涩谷将被打造成一个
商务及文化的开创性人材汇集的新街区。
新的开发将带来的一个较大变化是车站周边

的交通线路。至今为止有 9条线路经由涩谷站，
各条线路的站台分布在从地下五层到地上 3层的
空间，车站内犹如一个迷宫，而 JR埼京线与东京
地铁银座线的站台的移动，将能使人流比现在更
加畅通。从地下较深楼层向地面大楼的通行也将
得到大幅度改善，形成一个便于携带儿童的乘客
以及老年乘客等的安全舒适的空间。
在东京，除了涩谷之外，还有很多有着各种

魅力的街区。而要把涩谷打造成一个人们“最想
去的日本的街区”，这也是现在涩谷再开发的主题。

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东急）自二十世纪中叶
起就在涩谷的街区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日前，
该企业的都市创造本部的山口堪太郎接受了我们
的采访。
“与涩谷站相隔一站距离的原宿、青山、代官

山、惠比寿，都是追随时尚的年轻人爱去的街道。
为便于年轻人从涩谷步行前往这些地方，政府与
民间联手，计划在涩谷河沿岸修建步行道，还在
街区中建造带有可供人们休憩的广场的设施，旨
在构筑一个更加广域的、乐趣浓郁的‘涩谷圈’。”
不仅有鳞次栉比的超高层楼宇，还有充裕的

水系和绿茵，能让人愉悦漫步、心情舒适的涩谷，
街区的主角无疑会从楼宇转化为人。一个不同年
龄、国籍、职业、兴趣爱好的人们都想往的街区，
将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价值观，新的文化和产业
将会在这里兴起。在下一个百年，这里将成为一
个新的能量集聚的街区。涩谷的未来清晰在望。

采访协助●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　摄影●名取和久

　　如本期目录页面上所介绍，涩谷站是东京主要的
交通终端之一，在其周边，正在进行着被视为是百年
一度的再开发。以此为契机，城市建设将开始以人为本，
涩谷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上：在东急公司参与涩谷街区建设项目的山
口堪太郎（左）和龟田麻衣.
左：在与车站毗邻的大楼的屋顶上开辟眺望
场地。在楼宇屋顶的全面利用方面，这是日
本最大规模的项目。图版提供：涩谷站街区
公共楼宇业者

右：现在的涩谷车站前。右页上方是同一地
点的2027年构想图。随着超高层楼宇的建
设，有着全向型交叉路口的车站西口前也将
进行整建，以保证街道的安全与舒适。超高
层楼宇的屋顶上也将建有户外眺望设施。 
图版提供：涩谷站街区公共楼宇业者

渋谷

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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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振兴水系及绿化空间，涩谷以涩谷川河为
中心推进街区建设。但由于涩谷位于洼谷地势的
底部，防洪对策成为一个紧要课题。近年来，每
小时降雨量达 50毫米以上的被称为“游击暴雨”
的突发性强暴雨时有发生，因此，地处谷底的涩
谷车站前的防洪一直是刻不容缓之事。
防洪对策之一是在车站东口前的地下建造地

下蓄水槽，以在遭受集中性暴雨时能降低街区的
水灾影响。在东急公司的都市创造本部，担任以
蓄水槽为主的涩谷车站街区的土地规划事业统括
的森正宏介绍了整建项目的概要。
“首先是使流经车站前地下的涩谷川河移位，

并修建地下广场。并且，在该地下 25米的最深处
建造能储蓄雨水约 4000立方米的蓄水槽。蓄水槽
正位于地铁车站、涩谷川河及楼宇的环绕之处，
暴雨时使大量雨水积存在这里，从而防止地下街
进水。”
为使施工不影响日均客流量约 300 万人以上

的涩谷车站的功能运作，视作业部位，有时只能
在末班车与头班车之间的约两个小时里进行作业，
整个施工需要缜密的工程管理。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铁道枢纽站之一的涩谷站存在着其特有的制约，
而施工亦在不断克服这些制约的过程中顺利地推
进着。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些再开发项目，以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为中间目标，而所有项
目的最终完成预计在2027年。届时的涩谷，无疑
将成为更受世界关注的街区。

摄影●名取和久　照片提供●上野樱木ATARI

一个旧时的木结构住房依然散见的住宅街区，拐入一
条笔直的小巷，就能望见经过修复的三栋日式屋宇相依排
列，中间有一口水井，当地居民们在这里悠闲地散步、休
憩，一派祥和光景。这里就是近年开放的名为“上野樱木
ATARI”的综合设施。1938 年建造的日式屋宇如今被作为
店铺或活动场地而有了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社区空间也由
此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遭到空袭，很多街区
都被烧毁，而这一地区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现在，木结
构的商店、住宅、寺庙在这里依然可见。
“上野樱木ATARI”利用旧时传统的建筑进行社区打造，

商店、工坊、住宅都通过其前厅与屋外的小巷相连，从而
使当地居民与来此逛街的游客能在同一空间信步漫游、享
受闲暇。为丰富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的饮食文化、生活文
化，这里还举办商业市场活动，并开设茶道、瑜伽等的教
室，新的社区交流在日益扩大。

最上方中央：拐进小巷，在右侧及其深处和左侧深处，有三栋日式屋宇，分别被用作店铺与活动场所。
上方3幅照片：在水井周围，社区的孩子们与老人们快乐互动。日式屋宇中还开有面包房。

❶浅草
❷上野
❸上野樱木
❹龟户
❺两国
❻御茶水
❼银座
❽皇居（旧江户城楼）
❾新宿
10涩谷
11御台场

中野

池袋

秋叶原

隅
田
川

东京
新宿御苑

明治神宫

六本木

品川
东京湾

荒
川

丸之内

上：森正宏抬头注视巨大的蓄水槽
的内部。
右：涩谷车站前在建造着高楼，而
在其地下也正在进行着旨在保护民
众生活的重要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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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东京，是一个人口规模占世界第一
的特大城市，人、物、信息等，一切都在这
里汇集，庞大的经济活动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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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都，铁道线路密布，前往中心区
域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乘坐电车，下车后步行
即可抵达。警察 24小时执勤，日本特有的
警亭等系统保障着城市的良好治安，海外调
查机构对东京的城市安全给予很高的评价。
根据英国的杂志《MONOCLE》的调查公布，
东京连续3年获得宜居城市排名第1位，并
且，在法国出版的米其林指南中，东京的星
级商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数据来源：《MONOCLE  JULY/AUGUST 2017》
(Win Content AG)

数据来源：《安全城市指数2015》
（经济学人智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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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平成27年（2015年）警视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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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图解东京的产业与雇用就业2017》（东京都产业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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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平成26年（2014年）经济普查-基础调查》
（总务省统计局）、《米其林指南东京2017》

数据来源：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World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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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各都道府县的不少商家都在东京开设有直销店，这使生活在东
京的人们不用远行就能见识到各地的精美土特。这里让我们也一起去逛
逛，体验一次小小的日本各地游。

以描绘在光泽漆面上的优美、繁复
的花纹为特征。不仅外观华丽，而
且结实，有较高的实用性，并因此
成为受人青睐的日常餐具。

・

具有金属铸造物特有的深邃、美丽
的黑色。很多南部铁器上都施以图
案或细腻的花纹。据说使用南部铁
壶烧开的水口感润和。

用杉木薄材弯曲加工制做的木盒
（日语为WAPPA）。外观优美，并
具有杀菌、调湿等实用功能。用作
饭盒的话，食欲无疑也会大增。

萩烧陶器是作为茶道用具而发展起
来的，以淡橙色及淡褐色等浅色调
见长。表面的细裂纹产生的效果，
令其使用越久越有情调。

手鞠球在日本各地都有，但是松江
的手鞠球素朴且有温馨
感。使用出云地区的民
间工艺和纸做的纸球
上施有刺绣，最后
还配上花卉图案的
碎彩纸贴画。

京都的西阵织制的高级丝织物。以
使用多种颜色的丝线织成的华丽花
纹而闻名，不同的丝线以及不同的
织法，衍生出多种多样的花纹种类。

竹子（爱媛产）、和纸（高知产）、
粘胶（德岛产）等所有的材料均产
自四国。匠人一把一把地精心制做
的团扇，为日本的盛夏送来凉风习
习。

蜡烛上的图案较多的是花卉，这是
因为在冬天常被用以代替花卉供奉
在佛龛前。使用传统的工艺制做，
将芯裹上蜡，干了之后再裹，如此
重复而制成。・

最大的魅力在于鲜艳华丽的彩绘。
色彩使用以红、黄、绿、紫、深蓝
五种颜色为基础，给人以浓郁强烈
的印象，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却也能
显得美丽、协调。

剑球是世界上以年轻人为主的人气
玩具。其历史悠久，关于其起源有
着诸多说法。现在人们熟悉的形状，
是1919年在广岛县廿日市问世的。

艳丽多彩的玻璃中浮现的气泡，是
战后时代废旧啤酒瓶或可乐瓶熔解
后再生物品的妙趣再现。亮丽的色
彩使人联想到冲绳美丽的大自然。

摄影●伊藤千晴

http://www.tau-hiroshima.jp/

http://kyotokan.jp/

http://www.oidemase-t.jp/

http://www.washita.co.jp/

http://www.shimanekan.jp/

http://www.tomony-ichiba.com/

https://www.hokusaikan.com/

http://www.iwate-ginpla.net/

http://www.a-bussan.jp/shop/tokyo/

http://midette.com/

http://100mangokushop.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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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牛佳肴中，“寿喜烧”
（SUKIYAKI）的人气称得上是数
一数二的了。“寿喜烧”有些是
以猪肉、鸡肉、鱼为食材，但
较多的是使用切成很薄的牛的
里脊肉或腿肉。能尽情地享用
美味的和牛肉，这也是寿喜烧
受人青睐的理由所在。
寿喜烧是一种火锅，餐桌

上放一个加热炉，搁上铁锅，
对着铁锅一边烹饪一边吃。在
烹饪方法上有关东与关西两种
风味，前者须事先准备好被称
为“割下”（WARISHITA）的调
味液，而后者则是直接将砂糖
和酱油调入煎过的牛肉。两种
风味的寿喜烧都首先需要用长
葱与作为主角的牛肉进行烹煮，
这是个关键，长葱起到增添香
气的作用。待牛肉煮到嗜好的
程度，捞出后立刻蘸上事先溶
开的生鸡蛋后吃。之后加入锅
中的蔬菜、豆腐等菜料，会带
有牛肉留下的脂油和佳味，味
道绝妙。

关东与关西的寿喜烧的差
别，也有人认为是由于起源的
不同。据说早先人们在野外将
野鸟或兽肉放在铁制农具“锄”
（SUKI）上烤（YAKI）熟后吃，
这一“SUKIYAKI”在后来便发展
成为关西风味寿喜烧，而在江
户时代末期（十九世纪中叶）
开埠后的横浜出现的烹煮菜肴
“牛锅”，则是今日关东风味寿
喜烧的最早形式。总之，吃牛
肉这一食文化开始在百姓生活
中也得到普及，那是在明治时
代（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
而现在的“SUKIYAKI”据传是在
大正时代末期（二十世纪初）
正式出现的。
经过将近 150 年的历史，

如今在和食（日式餐肴）中“称
霸”的是日本的畜牧农家通过
不懈努力而培育并提供的美味
和牛肉。寿喜烧，一款以讲究、
精致的烹饪方法使美味浓醇的
和牛肉更令人回味无穷的佳肴。

摄影●小原孝博　协助●人形町今半 上野广小路店

《烹饪方法》

在铁锅里加入“割下”（用酱油、砂糖、汤汁等
混制的调味液），煮沸后加入牛肉。

牛肉煮到嗜好的程度后取出，加入长葱、香菇、
魔芋丝、豆腐等菜料。

添加牛肉进行烹煮，一边煮一边吃。

1

2

3

厨师长青木胜利说：“肉料
的新鲜度很要紧。肉料的准
备须在即将端盘给客人前进
行。”

上：添加的肉料放在把菜料推至一边后腾出
的地方。添加肉料的时候必须同时添加“割
下”（调味液）。
左：专营店的人气取决于和牛肉的质量。这
是专职的行家采购的特等里脊肉（2人份）。

右页：肉在煮到适当程度时（不要煮得太熟）
从锅里取出。很多人喜欢蘸上溶开的生鸡蛋
后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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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都除了本州陆地以外，还包括伊豆群岛和小笠原
群岛等13个有人岛，其中最大的岛屿就是大岛。大岛自
然风光旖旎，岛上有一座名为三原山的活火山。这里，笔
者将带您前往乘坐高速汽船1小时45分钟就能抵达的大
岛，去体验另一个东京游。

摄影●小原孝博

上：东西约9公里、南北约15公里的大岛，
是一个自然宝库，也是各种户外活动的好地
方。摄影：Amanaimages
右方最上：从外轮山眺望三原山。深绿色部
分是1986年时熔岩流经之处。
右上第2幅：面对辽阔大海的景色绝美的温
泉“元町浜之汤”
右上第3幅：大岛附近的海域，因受暖流的
影响，水中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照片提供：GLOBAL NATURE CLUB ft.海侍
右：位于伊豆大岛北部的秋浜游泳场，是很
有人气的潜水胜地。

东京

日 本 海

太 平 洋

大阪

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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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汽船穿过彩虹大桥（Rainbow Bridge），稳
稳地向前行驶。过了横须贺港和房总半岛，船内
广播告知航船来到了“大型生物生息区”，据说在
这海豚欢游的海域有时还会遇见抹香鲸。
大岛虽说是伊豆群岛最大的岛屿，但面积也

只是东西约9公里，南北约15公里，驾车环岛一
周不用两个小时。岛上居民约8300人，平日里清
闲幽静，而一旦定期航船进港，观光客、岛上居
民以及商客等的到来使岛上人头济济、热闹喧嚣。
每逢夏季的海水浴季节以及冬季的“伊豆大岛山
茶花节”，一些游客特意为此而来，从而使岛上更
加人声鼎沸。在其他的日子里，来这里享受垂钓、

潜水、浮潜等海上娱乐的客人较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人来此体验“活火山

之岛”的自然风光，自古被岛上居民奉为神灵的
三原山的徒步游就是其中之一。
环喷火口一周的徒步线路于 1998 年开通，

2010 年被认定为“日本地质公园”（以地球活动
的景观遗产为主的公园）。如果请有资质的地质导
游同行的话，导游会对这里的火山、熔岩以及动
植物等进行详细的讲解，更令人眼界大开。游客
可以驾车登上山顶口附近的眺望台，从那里能够
眺望1700年前形成的开阔的火山口及三原山，天
气条件好的话，还可以隔海望见远处西北方向的

富士山。从眺望台再步行 45分钟左右，就来到三
原山的喷火口了。直径约 300 米、深约 200 米的
巨大火山口很是壮观，此外，环绕火山口行走，
还能依次眺望南面的伊豆群岛、东北面的房总半
岛、西北面的伊豆半岛以及富士山。难得的体验
犹如一次地球徒步游。
如果想更多地体味岛屿的魅力，骑自行车巡

游则是个不错的选择。行至岛屿的南侧，进入眼
帘的是一片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景观，熔岩质的
黑砂海滩、悬崖峭壁、地层剖面等，让人真正意
识到大岛是个火山岛。近年来，这里还举行自行
车公路赛，有来自国内外的选手前来参加比赛。
自带正规的公路自行车，有意挑战高低落差 400
多米的环岛道路的志强者越来越多，不过，租一
辆自行车沿着海边的自行车道悠然骑行，亦不乏

浓浓乐趣。大汗淋漓之后，旅馆或町营的温泉在
等候着您。
在岛上，有一种到处可见的树木，那就是岛

上居民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山茶树。除了用在构
筑防风林上，山茶花籽还可以榨油，据历史记载，
江户时代天保年间（1830-1844），山茶花油（即“椿
油”）成为大岛的特产。据说现在野生的山茶树有
约 300 万棵，到了冬季的开花期，红色的花朵在
岛屿各处绽放。山茶花油含有比橄榄油更丰富的
油酸，因此，近年来山茶花油再度受到关注，使
用山茶花油的天妇罗、拌以山茶花油调味汁的当
归叶沙拉也很有人气。当然，还有各个季节黑潮
带来的新鲜海味，都是岛上居民餐桌上的明星。
生鱼片蘸着浸有辣乎乎的岛产辣椒的酱油吃，这
是伊豆群岛的传统。

从东京站乘坐JR山手线或京浜东北线到浜松町站，然后步行至竹芝
客船码头，乘坐东海汽船。约1小时45分钟到达元町港或冈田港。
或从东京站乘坐电车约1小时到调布机场（东京都调布市），然后乘
坐飞机25分钟到达大岛机场。

大岛观光协会
http://www.izu-oshima.or.jp/
GLOBAL NATURE CLUB（全球自然俱乐部）
http://www.global-ds.com/
高田制油所
http://www.tsubaki-abura.com/

远左：把野山茶花籽碾碎后制做
山茶花油。左：野山茶花是日本
的固有品种。
右：姑娘们身穿采摘山茶花时穿
的传统衣服。
下：山茶油、山茶花酱、山茶皂
等山茶土特产很受人青睐。

左、上：用在岛产辣椒酱油中浸渍过的时鲜鱼捏
成的“鳖甲寿司”。岛产辣椒酱油的做法每个店铺
以及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秘方。“港鮨”的店主介
绍说：“今天供应的是目鲷鱼。我店因为使用刚捕
捞上来的新鲜鱼，所以浸渍时间较短。”
右上：波浮港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
期，曾是观光客及渔船的船员熙来攘往的地方。
今天，旅趣浓郁的波浮港依然能让人闻到那段历
史的气息。
右：从渔船上卸下的鱼立刻就准备出货。照片上
的是褐菖鲉鱼。

地层剖面。150万年前开始的持续喷火而形成的地层因环
岛道路的建设开通而呈现出的状态。600多米长的地层剖
面很是撼人。

从大岛西部的元町到北部的野田浜，沿着海岸有一条
约5公里的自行车道，对新手来说也是一条很有人气的
路线。

冈田港

元町港

波浮港

三原山

喷火口

千波地层剖面

新火口瞭望台

椿园·椿资料馆
（山茶花园、
山茶花资料馆）大岛机场

调布机场

竹芝客船码头

富士山

元町浜之汤

伊豆半岛

房总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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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在炎炎夏日，日本人爱用各种
各样的方法来营造凉意，而“风铃”就是其
中之一，在微风的吹动下发出的悦耳声音，
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人们把风铃吊在屋檐
下，轻风吹动下垂的纸片，奏出叮叮叮的温
柔音声。据传风铃最早出现在佛堂及佛塔，
青铜制的小型吊钟被悬挂在佛堂或佛塔的屋
檐四角，用以驱魔避邪，后来，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渐渐地进入了百姓的生活。

岩手县的吊钟形风铃，音色柔和、余韵怡
人，铁制的风铃，外面套有静冈县产的制作
精细的竹笼，在视觉上也有凉爽感。东京都
的风铃是一只一只用玻璃吹气膨胀的方法手
工制成的，铃面上的手工彩绘美妙可爱，似
有缕缕清风传来。此外，还有冈山县的陶器
风铃、佐贺县的瓷器风铃。
风铃的美妙音色，不仅送来凉意，也送来

内心的慰藉，它一直是人们之所爱。

摄影●伊藤千晴　照片提供●AFLO

〈中国語版〉

13

发行：日本国外务省
邮编100-8919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2-2-1
http://www.mofa.go.jp/ （外务省网页）
http://web-japan.org/ （有关日本讯息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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