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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画的樱树（《樱枫图屏风》右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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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造极的木建筑

上 ：建于十一世纪的京都府的寺院。
经过2012年至2014年的修复，重现
了建造当时的鲜艳色彩。（照片提供 ：
平等院）

右上：位于山口县的瑠璃光寺的五重塔，
建于十五世纪，高约31米。扁柏皮苫葺
的大幅度翻翘的屋顶（参阅第8页），尽
显优美的建筑风姿。（摄影 ：PIXTA）

右下 ：奈良县东大寺的大佛殿，横宽57
米， 纵 深50米， 高 约47米， 被 认 为 是
世界最大规模的传统木建筑。据传在八
世纪建造当初，其横宽约为86米。（摄影：
PIXTA）

平等院凤凰堂

璃光寺五重塔

东大寺大佛殿

　　在千百年以上的岁月中传承至今的日本的寺庙、神社、佛阁，
经过数次的修复与重建，往日的辉煌如今依然照人，这些木建筑
带给人们一种崇高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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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的工匠技艺
源远流长
　　日本的木建筑文化，其赖以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工匠的手工作业。被列为联合国
无形文化遗产的技术之粹，造就了日本木建筑文化的辉耀。

摄影 ：川边明伸

在日本，神社佛阁的建造与修复，都是由被
称为“宫大工”即专业的宫殿木匠来承担的。大
阪市的金刚组，就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宫殿木匠
集团，其曾参加了 593 年的四天王寺兴建，并由
此而起步，至今已作为世界最老的企业而为人所
知。

金刚组所属成员木内繁男，是一位有着 50 多
年技术经历的资深工匠，并作为金刚组的木匠首
领统率着年轻的宫殿木匠们。木内繁男刨出的刨
花，像薄丝带般地飘然伸卷。把木材刨得比纸还
要薄得多，其技艺是长期的习得与积累的成果。

神社寺院建筑施工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技术之
一，就是被日本人称为“木组”（木构架）的传统
工法，即不使用钉子或金属器件，而是使木材与
木材之间无缝隙地相互咬合。这种工法不会因金
属的腐蚀性而使木材受到损害，同时，木材的接
缝能够吸收并分散因振动而产生的冲力，所以具
有抗地震的作用。

木内繁男介绍说：“‘木组’的主要技法有‘连
接’与‘榫接’，前者是把木材连接起来以做成长
柱或长梁，后者是使木梁或木柱的直交（两者之
交角为直角）部分相互咬合。施工中，必须根据
木材的强度以及建筑物的设计要求而分别使用不
同的方法，木组技法有 200 多种。”

宫殿木匠不仅要熟悉木材的特性，还必须懂
得木材的采伐技术并精通相关的日本文化方面的
知识。因此，要真正出道，据说需要经过 10 年以
上的磨练。

近年来，有志于宫殿木匠的年轻人日益减少，
培养接班人成为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金刚组
的会长刀根健一认为培养接班人“并不是仅靠技
术传授就可以的。”

“我们所经手的，是供奉神佛的建筑物，是当
地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场所。深刻理解民众对寺庙
神社建筑所寄予的情感，这也是对宫殿木匠的要
求。”

1 ／ 作为日本最早的官寺而建造的四天王
寺。金刚组也参加了二十世纪初的四天
王寺重建工程。（摄影 ：PIXTA）

2 ／ 木匠首领木内繁男（左）与金刚组会长
刀根健一。照片中的幡旗上是以刨子、
凿子、锯子等木匠工具的图画要素来书
写的“南无阿弥陀佛”（佛教的念佛语）。

3 ／ 使用刨子刨削木材的表面。
4 ／ 用凿子一点一点地凿出一个曲面。加工

全部都是手工作业。
5 ／ 木内繁男的木匠工具。刨子、凿子、锤

子等多种工具分别有不同的用途。

6 ／ 上 ：木内繁男使用模型来讲解木材的“连接”工法。
下 ：把一方木材的头端加工成尖状，同时把另一方
木材的头端加工成能恰好嵌入的状态。

7 ／ 用于把木梁或木柱相交部分接合起来的榫接工法。对
尺寸经过精密计算的木材的立体面或角度进行复杂
性组合，以打造高强度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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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了1400年的木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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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传统建筑中，有使用陶瓦以及芒草或
芦苇草、杉树或花柏的木板苫葺屋顶的各种工法，
其中所谓的“桧皮葺”，是将扁柏的树皮即“桧皮”
层叠铺建屋顶的超凡工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这里所使用的材料是从有近 100 年树龄的扁
柏树上剥下的外树皮。由被称为“原皮师”的工
匠将刮刀从树的根部插入，然后从下往上地剥取
树皮。剥取时注意不伤到内树皮的话，外树皮经
过约 10 年的再生，就能再次剥取。

在寺院神社建筑的修复中，对作为建筑之构
成物的雕刻、绘画的施彩也是必不可缺的，其目
的在于重现建造当初的风采。施工中，首先对现
状进行分析，然后研究选择技法，使用胶或漆或
矿物颜料（取自矿物的颜料）等日本画所使用的
天然颜料，修补已脱落的颜色，复原图案。从保
护木材的观点来说，施彩在修复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是较大的。

1 ／熊野本宫大社神殿的扁柏皮苫葺的屋顶（摄影 ：PIXTA）
2 ／原皮师爬上10多米高的树上采集外树皮。
3 ／使用专用的切刀把扁柏皮切割成需要的形状。
4 ／把浸过水的扁柏皮排列起来。
5 ／根据苫葺部位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铺叠方法，以使整个屋顶的细密严实。

（2〜5的照片提供 ：全国社寺等屋顶工事技术保存会）

6 ／ 以华丽的雕刻而闻名的西本願寺唐门。该建筑从2018年6月开始，用
时3年4个月，进行了时隔约40年的修复。（照片提供 ：西本願寺）

7 ／ 工匠在修复门上的雕刻。通过荧光Ⅹ线分析以及史料调查等来确定建
造当初所使用的颜料，然后进行施彩。（照片提供 ：川面美术研究所）

 8 ／ 约800年前建造的大报恩寺里安装
的棂格窗（照片左侧）（摄影 ：AFLO）

 9 ／ 建具工匠铃木正在进行“木组”
作业。他是有着60多年传统建具
制作及修缮经验的建具第一人，
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技术的传承。

（照片提供 ：全国传统建具技术保
存会）

10 ／ 把木板夹入窗棂以制作棂格窗的
作业现场。窗棂的木构架不允许
有丝毫差错。（照片提供 ：全国传
统建具技术保存会）

日本的传统建筑中，被认为与房屋结构同样
重要的，是门、窗等所谓的“建具”。 建具既要
有能承受日常开闭频度的结实度，又要使用方便，
因此，它必须要用到轻木细材的“木组”技术，
这是一种精细工艺。为防止组装后的开裂或歪扭，
在选材上，对扁柏、杉木、松木、榉木等，只挑
其年轮幅度较小且木纹清晰的好木料。经过技术
精湛的工匠修复的建具，牢固结实，之后还可连
续使用数百年。

 “木组”工艺的隔门结实且雅致

对剥取的扁柏树皮，工匠将其整理成长约 75

公分、宽约 15 公分的大小，然后用手工一张一张
地铺叠，每一张之间错开 1.2 公分，逐步向上铺，
每铺叠 5 张，就用竹钉加以固定。这是一个需要
高度耐心的反复性作业。渐渐地，一个翘曲线条
优美且具有厚重感的屋顶就出现了。

这一作为使用天然原料的可持续性工法，如
今正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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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层 铺建的艺术性屋顶

重现旧时风采的施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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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营造出极致的舒适
　　2013年，日本首列巡游观光列车“七星in九州”号闻世。作为工匠技艺之集大
成的这一豪华列车，潇洒地穿越在九州大地。

1 ／“七星in九州”号列车行驶在绿色浓郁的九州大地。
2 ／金光闪闪的徽标
3 ／车内还能体验组子工艺的制作。
4 ／豪华套房，宽大的车窗外是一片宏伟的自然景色。
5 ／休息厅白天是休憩空间，晚上用作酒吧。
6 ／透过光线，墙壁上显现出组子工艺花纹。

涂成皇家红酒色的车体上，金色的徽标闪闪
发光。高级酒店般的奢华氛围，是七星号列车的
魅力所在。这一观光卧铺列车，伴着一流的服务
巡游于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各地名胜。

带有用于眺望外景的大窗户的宽敞客房，设
有吧台的休憩车厢，高雅的氛围中洋溢着一种温
馨感。而这种温馨感无疑来自列车内无所不在的
木材元素。

列车的内装看上去好像全都是木材造的，但

实际上，为保证强度及耐火性两者兼具，工匠们
发挥了各种创意。墙壁与天顶，只是看似木材建造，
据说实际上是将 0.2 毫米薄的天然木板粘合在铝
材上而成的。弧状的格子天顶以及装饰性墙壁，
也都是使用工匠手工贴合的天然薄板材，为表现
出木材的质感，工匠们花费了非同一般的工夫。

七星号列车上色彩华丽的空间打造，使用了
名为“大川组子”的工艺，这是一种在九州的福
冈县大川市传承的工艺。所谓“组子”，是把带有

刻痕或沟槽的木片相互组合以表现几何学图案的
工艺。这种工匠技艺以数微米为单位进行细部调
节，从而使工艺品精细又结实。使用“组子”工
艺装饰的车内墙壁与窗户，透过柔和的光线映现
出优美的花纹，给旅客带来一种内心的平和感。

置身木材营造的极致舒适，欣赏宏伟的大自
然及其美丽景观。如此奢华之旅，值得此生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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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传统互融的

木工制品
　　自然的温馨感与设计性两者兼具，这些时尚的木工制品，传
统气息浓郁，却又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在现代生活中。

木材的卷曲透射出
柔和的光线

独特工法打造的典雅的木工品

利用木材欣赏音乐

既古老又新颖
日本的饭盒

也可用作木马的椅子

流线形的世界名作凳子

将樱木材贴在透明的聚丙烯材上制成板

材，并卷曲后做成表现复杂造型的照明

器具。从木材卷曲的缝隙中透射出的光

线，在天顶和墙壁上映现出像花一般的

阴影。（照片提供 ：照明作家谷俊幸）

在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毛榉原生林白神山地所在的青森，诞生了

一个名为“BUNACO”的品牌。把榉木加工成带状，然后将其

卷绕成形，做成盘碟等器皿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制品。

（照片提供 ：BUNACO）

传承于岐阜飞驒高山的木工技艺传统，

如今以耳机的形式复苏于现代生活。主

要使用坚硬且回声较好的槭木，贴耳部

分使用触感较好的扁柏木，整个耳机无

金属部件，工艺精致。

（照片提供 ：NOKUTARE）

将扁柏木板或杉木板弯成圆形，并用樱

木或桦木的树皮订住，这一传统工艺名

为“曲轮”（MAGEWAPPA），照片上的

是“曲轮”工艺的饭盒，其轻盈并保湿

性强，且能使食材不易变质。功能性与

木纹利用的设计性相互结合，使之成为

一款经久不衰的人气产品。（摄影 ：PIXTA）

舒适性与安全性兼具的儿童椅子。

在设计上，座面的高度可随儿童

的成长而进行调节，同时成年人

也可使用。而翻倒后则成为一具

木马可供玩乐。

（照片提供 ：株式会社 Sdi）

将立体成形的两块同样形状的胶合板粘合成蝴蝶般的形状，这

就是作品《蝶形凳》。设计师柳宗理创作的这一新颖简朴的造型

在世界上受到好评，作品被卢浮宫美术馆等收藏。

（照片提供 ：天童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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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芳香文化的发展，是与香木紧密相连
的。据传香木是与佛教同时传来日本的，最初时，
人们使用香木来使佛前保持清香洁净。从八世纪
起，贵族们开始把用香木粉末与各种香料混合而
成的薰香物来香薰房间或衣物。后来，焚烧香木
的风习也开始在武士阶层中流行。不久，到了

出芳香，其香气因香木个体而异，最高级的被称
为“伽罗”，自古以来就非常珍贵。

在香道中，把使用陶制小香炉加热香木并体
味香气称为“闻”，香气特性的表述，参照味觉的
表述，有“甘”、“酸”、“苦”。香道中有一项名为“组
香”的仪式，这是一项优雅的游戏性仪式，点燃

享受木材的芳香
　　在日本，探香闻香的“香道”，是与茶道（品茶）及花道（插花）齐名的趣
味雅道。而在香道中，木材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存的香木中最著名的沉香之一“兰奢
待”， 被一直保存在专门收藏八世纪天皇
宝物的正仓院。重11.6公斤，全长156公
分。

上／先用手捂一下香炉，然后闻其香气。优雅的举止也是香道礼
仪之一。（摄影 ：PIXTA）
左／香道中组合使用六种香木。
右／檀香树本身就有芳香。它不仅用作香木，也被用于佛像雕刻
及工艺品的制作。

1　 香道所使用的香炉。炉灰中埋有碳，炉灰上放有云母（矿
石）薄片，然后放上约2毫米见方的香木并加热。

2　 “组香”仪式上，点燃数种香木，闻其香气，并说出香
气的各异。

3　 凝神于香气，并努力品出其所蕴，此刻无异于冥想。

数种香木，然后说出香气的各异以及与和歌诗句
的关联。据说天气或湿度会对香气产生微妙的影
响，因此，正确判断出香气的各异是很难的，但是，

“组香”游戏重要的不在胜负，随着木片点燃后的
袅袅香气，让思绪在季节的情趣和文学的主题中
驰骋，并尽情地品鉴香气，这就是香道的妙趣所在。

十六世纪，形成了按规定的礼仪程序烧香闻香的“香
道”。

香道所使用的香木，大致分为沉香与檀香。檀
香树属檀香科植物，香气甘醇，也用作佛具等的原材。
而沉香则是瑞香科树木在受伤或倒伏时自身分泌的
树脂经过长年凝固形成的芳香物质，加热后会散发

1

2

3

协助及照片提供 ：日本香堂・香十

在西方的芳香疗法中，对所使

用的香气，一闻立刻就能知道这是

什么香气，例如“玫瑰”、“薰衣草”、

“薄荷”等，即谓具象的香气，而香

木的香气是抽象的，它可以随着闻

者的心绪而绘出不同的境界。嗅觉

会作用于其他感觉，并使五官变得

敏锐，因此，闻香具有提高身体功

能的效果。

（叙述者  香十・稻坂良弘）

日本的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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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物语
福岛

和歌山

东京

枥木

福冈

鸟取

岐阜
静冈

鹿儿岛

　　在日本，有很多树被人格化并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
同时也有很多古树或大树被作为神而使人对其怀有敬畏
之念。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树是有灵魂的。

这是一棵有着千年以上树龄的红枝垂樱，据说因其高
13.5米的树干上盛开的花朵看上去犹如瀑布一般而得
此名。近年来，在半径10公里以内发现其树龄200年以
上的子孙树有400多棵。同时，此树的苗木也被引至世
界各地并已在异地花朵盛开。（摄影 ：PIXTA）

一片树林静静地伫立在田地中，犹如吉卜力工
作室制作的动画片《龙猫》中出现的景观，令
人浮想联翩。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被米槠、冬
青等大树环绕着的小神社。此景被上传至网上
后，这里成为一个人气名胜。（摄影 ：AFLO）

坐镇三重县的日本最高规格的神社
伊势神宫，其神殿每20年要重建一
次，即“式年迁宫”，而用于这一
工事的扁柏的原生林，就在岐阜的
山中。由于尽可能地避免人工打理，
使树木在岁月的流逝中自然生长，
林中的扁柏也因此而长得壮实、优
美。（摄影 ：东浓森林管理署）

被列入世界遗产“富士山”文化遗
产系列的白砂青松绝美景点。这里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传说，渔夫发现
了被挂在三保松原上的天女的羽
衣，于是，他希望天女跳一支舞，
以作为归还羽衣的回报。这个传说
也成为能剧（日本的传统戏剧）的
题材。（摄影 ：photolibrary）

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熊野古道，自很久以前起就一直
是无数参拜者朝拜时的来往之道。山间的中边路

（NAKAHECHI）树木繁茂，特别被一种神圣的气氛
所笼罩。在古道的入口处——大门坂，矗立着一棵
有着800年以上树龄的巨大的楠树，它迎接着前来此
地的游客。（摄影 ：PIXTA）

树龄在600年以上的黑松，高8米，而其犹如在
地面匍匐生长的树枝蔓延至东西约31米、南北
约28米，如此的伸展令人惊叹，并显示出一种
以其名“影向”（神佛现身）所颂扬的神圣感。（摄
影 ：PIXTA）

在被列入《拉姆萨尔公约》湿地的小田代原，有一
棵白桦树，因其优雅的姿态，不知何时开始被人称
为贵妇人。背后四季色彩多变的树林，衬托着贵妇
人的美姿，令众多游客流连忘返。（摄影 ：AFLO）

轶闻传说遭遇厄运的政治家、
文人菅原道真（845-903）从
都城被流放到九州，怀念京都
的梅花，并在吟诗作赋之际，
一 株 梅 树 追 着 菅 原 道 真 飞 过
来。如今，每到春天，祭祀菅
原道真的太宰府天满宫正殿前
可以看到花朵盛开的“飞梅”。

（摄影 ：PIXTA）

其树龄推断在2000至4000年，树干周长16.4米，根部周长
43米，这在屋久岛原生的“屋久杉”中也属格外高大的体态，
并洋溢出最古老的风格。矮墩墩的形状，被认为是为抵御
岛上频繁遭遇的台风。1993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摄影：
高比良有城）

三春瀑樱

小原神社（客神社）之森

神宫备林

三保之松原

熊野古道 大门坂的大楠树

善养寺  影向之松

贵妇人之树
太宰府天满宫的
飞梅

屋久岛 文杉

日本 

地图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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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茸，是寄生在松科树木
根部的菌菇，在日本，它主要
寄生在赤松林中。日本人的餐
桌上会出现多种菌菇，但是，
对于日本人来说，所谓的“特
别的菌菇”，则只指松茸。

松茸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甘
醇芳香，这是来自蘑菇醇这一
成分的独特香气。日本人在食
用松茸时很讲究其香气，在秋
天松茸上市旺季，人们都会想
去一尝时鲜。因为松茸不易保
鲜，也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所
以价格昂贵，这也是使松茸成
为人们醉心的食材的原因所在。

八世纪的史书上记载说松
茸是献给天皇的贡品，由此可
见松茸自古以来就受人珍爱。
在 江 户 时 代（1603 〜 1868），

松茸
来自森林的

芬芳馈赠

陶壶蒸松茸

烤松茸

松茸饭

把松茸、虾等食材以及高汤放入专用的小陶壶
中蒸煮而成的“陶壶蒸松茸”，可一边喝醇香浓
缩的美味高汤，一边享用食材。蒸好后，挤入
一点酸橘等柑橘类的果汁，则更能提味。

如果想品尝松茸的原汁原味，整
烤则是最好的烹饪方法。新鲜的
松茸中还含有充足的水分，一口
咬下去，香浓且滋润的味道顿时
在口中化为奢享。

将松茸与大米简单地用高汤与酱油烹煮而成。松
茸不要切得太细，切成一定形状的大小即可。新
米与松茸搭配的佳美风味，是秋季特有的味觉
享受。

上／伞部完全没有张开状态的松茸，香气浓醇，
受人喜爱。
下／日式高级餐馆“赤坂松叶屋”专门采购上
等松茸，是提供松茸与飞驒牛肉佳肴的专营店。

摄影 ：新居明子

松茸也可以作为税金被缴纳。
据说即便是种植松茸的土地的
所有者，也不能随便买卖松茸，
松茸的生产是由村级行政实行
严格管理的。

现代的森林环境变化，必
然会对松茸的产量产生影响。
松茸所寄生的赤松，自古以来
被用作柴火或木炭等燃料，因
此，人们会定期进入赤松林进
行打理，而这同时也有利于喜
好日晒及通风的松茸的生长。
1970 年代以后，木材燃料被石
油所取代，人们不再对山林进
行打理，这也是松茸产量减少
的原因之一。

在 日 式 餐 食（ 和 食 ） 中，
为保持松茸的香气与风味，人
们往往使用简单的烹饪方法，

直接烤着吃，或是煮松茸米饭。
东京赤坂的松茸专营店“赤坂
松叶屋”的经营主宫南让始终
认为保鲜是最要紧的。“时间耽
搁越长，香气及水分就会越加
流失，不过，现在的运输手段
很发达，收到的松茸都是新鲜
状态的，太好了。”

宫南让曾从事松茸的市场
批发，他笑着说 ：“一整天都是
围着松茸工作，浑身上下都带
有松茸的香气。”而如此浓郁的
香气，正是松茸的魅力所在。

占日本国土三分之二的森
林，赐给人类无比的恩惠，而
其最珍贵的馈赠，就是松茸，
无论古今。可以说，因为稀少
而使得日本人格外地珍爱松茸。

21

尽享
日本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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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
　　松本，一个以群山环绕的地理风土孕育了其特有
的工艺文化的城市。这里，清冽的空气中，时光在静
静地流淌着。

坐落于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麓的工艺之城

摄影 ：逢坂聪、AFLO、PIXTA

1 ／ 建有高约30米的大天守阁的松本城。天气晴朗
的日子，以北阿尔卑斯为背景的美丽风光一览无
余。

2 ／ 日本屈指可数的山岳度假地“上高地”，距离松
本市中心约一个小时的公交巴士的车程。为保护
环境，这里对车辆的来往实行限制。

3 ／ 十九世纪后半叶开设的小学“旧开智学校”。建
于1876年的校舍一直被使用到1963年。（照片提
供 ：松本市教育委员会。因抗震工程的施工而休
馆至2024年秋季。）

4 ／ 一走进松本市美术馆，迎面就是草间弥生的作品。
（照片提供 ：松本市美术馆）

太平洋

日本海

松本

东京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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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距离东京都中心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从特快列车的车窗望出去，当北阿尔卑斯的美丽
山峦渐渐进入眼帘时，便很快就是目的地了。位
于日本列岛中央的长野县松本，四面环山，作为
山岳景点而闻名遐迩的上高地也在其市域内。河
水从城中心流过，山峦的地下水给这里带来了丰
富的涌泉，城区到处可以看见水井。葱郁的自然
环境使城市空气异常清新。

利用交通的便利，松本获得商业上的发展，
自古以来繁荣昌盛，作为其象征的，就是十六世
纪末建造并如今已成为国宝的“松本城”。在日本
现存的五层楼的天守阁中，松本城的天守阁是最
古老的，围绕城楼的护城河以及四季变幻多端的
美丽景色，都是游人值得一去的地方。其北侧，
有十九世纪后半叶建造的“旧开智学校校舍”，当
地木匠参与建造的这一日西合璧的建筑，是日本

近代化过程所留下的珍贵遗迹。
松本是优质木材的产地，因此，从江户时代

（1603 〜 1868）开始，这里的家具制作业日益发展。
后来，这一产业曾一度衰退，但由于受到以保护
并传承实用性生活工艺品为旗号的民艺运动的影
响，1940 年代又再度振兴，并诞生了“松本民艺
家具”，这是一种将日式家具的质朴刚劲的结构与
西式家具以曲线为基调的轮廓融为一体的家具模
式。以梓木为材料，精心涂上多层清漆或油漆后
显现出的红棕色暗光，至今仍受着很多人的喜爱。

近年来，松本也作为一个艺术与手工艺的城
市而受到关注。常设有当地出身的前卫艺术家草
间弥生作品展的松本市美术馆就是一个典型。同
时，这里每年 5 月举办“松本工艺展”集市，吸
引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陶瓷及木工艺的制作工
匠和爱好者，如今，这一集市已成为新绿季节不

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松本市内还有很多具有鉴
别能力的业主经营的画廊以及精致的小商品店，
来松本旅游的人们可以这里寻觅一些自己心仪的
商品。

观光途中，如果饿了，可以去尝尝当地传统
的“OYAKI”，这是用面粉包上蔬菜馅或水果馅后
煎烤而成的美食。同时，老字号的糕点铺商品丰富，
来这里选购礼品亦是一件乐事。此外还有名为“咖
啡 MARUMO”的咖啡馆，店内的松本民艺家具系
列的桌子和椅子营造出了一种复古怀旧的氛围，
游人走累了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消磨一段惬意时
光。

虽然依旧保留着古时城邑的风貌，但松本丝
毫没有陈旧的感觉。丰富美丽的自然风光，新旧
工艺文化的相互融合——松本的魅力吸引着众多
人们来此一游为快。

7 ／ 始于1985年的“松本工艺展”集市。这里不仅有木工
制品，还有陶器、玻璃工艺品、染织物等，吸引了众
多人们来此一游。（照片提供 ：松本手工艺推进协会）

8 ／ “GALERIE灰月”汇集着当地以及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
小商品，玲琅满目。用桐木制做的漆器酒具是该店的常
规商品（下右），其重量轻，方便日常使用。当地的工匠
亲手制做的提包，是手感好、染色美的人气商品（下左）。

❶松本城
❷旧开智学校
❸松本市美术馆
❹松本民艺家具中央民艺展室
❺GALERIE灰月
❻小昼堂
❼开运堂
❽咖啡MARUMO

●交通指南
从东京新宿站乘坐JR中央线的特快列车，约2小
时30分钟到达松本站。

●垂询
松本市的观光信息网站“新MATSUMOTO物语”
https://visitmatsumoto.com/

5 ／ 松本民艺家具中央民艺展室中展出并销售诸多松本民艺家具。仿英国的设计而进化的
椅子，可以说是松本民艺家具的象征。

6 ／ 家具制做全部都是手工作业，甚至作业所使用的工具也是工匠自己亲手做的。

 9 ／“小昼堂”是一家使传统美食“OYAKI”增添现代风味的人气店铺。在这里能品尝到当地名特腌野泽菜馅以及芝士、苹果等多种馅的“OYAKI”。
10 ／ 1884年开业的老字号糕点铺“开运堂”。招牌商品“真味糖”，是将砂糖、蜂蜜及胡桃揉合并凝固而成的日式牛轧糖。
11 ／松本民艺家具的创始人参与设计的咖啡馆“咖啡MARUMO”。很多粉丝喜爱来此喝一杯这里独创的混合咖啡，并尝一份手工制做的布丁。

松本区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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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的生长较快，并耐寒且能保持绿色，
因而成为与松树、梅花齐名的吉祥物，自古
以来，竹子也一直被作为绘画及工艺品的题
材。另一方面，用竹子破开后的细竹片编成
的竹篮，则成为各种用具在农地或在家庭厨
房里发挥着作用，成为日本人工作与生活上
的好帮手。

在现代生活中，竹篮除了实用目的之外，
其手工制作的温馨感以及设计性也重新受到
注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其用作室内装饰
物。创意各异的竹篮被分别用于各种不同的

场合或是满足不同的功能及形状需求。将竹
篮排列在一起，打造一种“看得见的”收纳
形式，或是对提手部分做一艺术性设计，以
用作装饰，或作为托盘用来收放餐具。感觉
凉爽的竹编提包，夏天带着它走在街上，必
会受到很多人的注目。

编织花纹的丰富与精巧，也是日本竹篮的
魅力。在各地的专营店或小商品店都能看到
这样的竹篮，买一款自己喜爱的，体验一下
实用审美之乐趣。

左上／镂空的绿皮竹篮看上去很
有清凉感
右上／艺术品风格的漂亮竹篮可
直接用来放抹布
右下／斜交花纹的竹箔编织包

（左）和透珑编织包
左下／把酱油等调料放在带提手
的竹篮里送到餐桌上竹篮

点缀生活的实用审美

摄影 ：松下二郎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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