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石川品尝冬天的味道
石川的冬天有时令的鱼等，是食物特别美味的季节。

在波平浪静的七尾湾生长的牡蛎，虽

然不大但肉厚甘甜因而很有名。冬季

是时令季，请一定品尝一下味道浓

郁、营养丰富的牡蛎。能登牡蛎

在总长度400米的大型炭火

区，可以当场品尝烤能登牡

蛎，还能品尝到牡蛎以外的山

珍海味和欣赏舞台表演。

● 日程

● 会场

● 交通路线

2020年2月8日(六)、9日(日)

罗汉柏广场（穴水町）

从JR金泽站乘坐特快电车58分钟→和仓温

泉下车→乘坐能登铁道33分钟→终点站穴

水站下车→步行10分钟

大型雪中
牡蛎节 2020

（穴水町）

在当地的餐饮店能品尝到七尾湾捕捞的能登牡蛎。请品尝

烤牡蛎等各店独有的料理和西式全餐。

● 日程 2020年1月5日（日）～3月31日（二）

七尾湾能登牡蛎节（七尾市）

● 加贺料理Bantei（大圣寺）

● Kuimonya Furusato（加贺温泉站周边）

● Casa Fortuna（加贺温泉站周边）

● 割烹加贺（山代温泉）

● Hotel Arrowle（片山津温泉）

●从弁吉(金泽市大野町5-7)站

 坐出租车15分钟

螃蟹自助店

特集

加能蟹
在石川县捕获的公楚蟹，其特点

是肉厚紧致，鲜味和甜味浓郁。

蟹身戴有蓝色标签。

冬季味觉的代表

雌楚蟹的捕猎期为11月6日至12月

下旬。浓缩了浓郁鲜味的蟹黄和有

嚼劲的蟹子是极品。

香箱蟹

充满浓郁鲜味 甜味浓郁

仅午餐

至16:00

仅午餐

仅午餐

加贺市内有5家店铺踢动该料理，

是用在桥立渔港捕获的1只香箱蟹

制作的料理。器皿使用传统工艺品

九谷烧及山中漆器，外观美观颇受

欢迎。

加贺螃蟹饭

牡蛎蠣螃蟹

http://notokaki.nanaowan.com/restauran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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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螃蟹

品尝牡蛎

http://www.benkichi.jp/

http://visitkaga.com/about/gastronomy/cra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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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金泽关东煮

赤玉本店（金泽市片町）

http://www.oden-akadama.com/

金泽关东煮Ippukuya（近江町市场）

http://www.kachigumi.co.jp/ippukuya/

Chikuwa（金泽市片町）

https://chikuwa.owst.jp/en/

黑百合（金泽站）

https://www.oden-kuroyuri.com/

关东煮是日本全国冬季常吃的料理,金泽关

东煮的特点是加入加贺蔬菜,烤面筋,应季的

鱼贝类等金泽特有的食材。

关东煮是日本全国冬季常吃的料理,金泽关

东煮的特点是加入加贺蔬菜,烤面筋,应季的

鱼贝类等金泽特有的食材。

甜甜圈型的面筋，充分吸

收了高汤。

萝卜肉质柔软，不容易煮

烂，最适合做成关东煮。

特点是Q弹的口感和浓郁的肝味。

另外，这种梅贝自身也会有浓郁的

汤汁，加入关东煮的汤汁中会更加

美味。

梅 贝

香箱蟹的壳里放入螃蟹肉和蟹黄，

品尝时期限定在11月6日到12月29

日期间。

螃蟹面

金泽关东煮

源助萝卜烤面筋

介绍能充分享受石川冬天的景点，推荐这个季节的体验菜单。

兼六园在各个季节都会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冬天可

以欣赏到为防止因雪的重量折枝而加固的“雪

吊”，下雪时可以欣赏到幽玄的“雪景”。亮化活

动期间可以免费入园。

● 日程

●日程

2020年1月24日（五）～2月2日（日）

2月8日（六）～16日（日）

17:30～21:00（入园截止时间为20:45）

● 交通路线 从金泽站乘坐城下町金泽周游巴士

20分钟→在兼六园下·金泽城下车

兼六园亮化活动 冬季段

2019年10月7日～2020年3月26日　共计30次
14:00～15:00

1月13日（一）、17日（五）、19日（日）、20日（一）、
22日（三）
2月3日（一）、7日（五）、9日（日）
3月1日（日）、10日（二）、15日（日）、16日（一）、
20日（五）、23日（一）、26日（四）

● 会场

● 报名限额

● 费用

● 预约

● E-mail

● Tel

石川县立音乐堂  和室（金泽市昭和町）

从金泽站徒步1分钟

50人左右（按报名先后顺序）

个人 1000日元（含税）

团体（15人以上）800日元（含税）

艺妓技能提高实行委员会

（石川县文化振兴课内）

dentoubunka@pref.ishikawa.lg.jp

076-225-1371

※其他日程请点击这里

https://www.pref.ishikawa.lg.jp/muse/event/geigi_no_mai.html

冬季最推荐信息·推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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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有三个茶屋街(东、

西、主计町)，现在仍传

承着艺妓精湛的技艺。邻

接金泽站的石川县立音乐

堂和室在限定的期间内，

将举办特别讲座，能够体

验到金泽艺妓的传统舞蹈

和太鼓、宴会游戏。另外

还有免费的英语导游耳机

租借。

金泽艺妓舞蹈 5



新到信息新到信息

1875年开始，在提供石川传统发酵食品的老字号商店中，可以接触到武士

文化和町人文化。可以一边近距离观看真正的刀，一边听作为武士后裔的店

主做刀的解说。想体验者可以穿上和服裙裤，拿着模拟刀拍照留念。(可用

英语交流)

2019年12月20日(五)到2020年2月3日(一)之间，由于综合指

南、洗手间等的整修工程，金泽21世纪美术馆全馆休馆。　

https://www.kanazawa21.jp/en/

每月1号,金泽站与羽咋市的气多大社、妙成寺之间运行2趟免费往返大

巴。在求缘分很灵的羽咋市气多大社,每月1日在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

产的拜殿举行的1号结缘仪式中可以接受免费结缘祈祷,还可以参拜有

正殿和五重塔等10栋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妙成寺。(妙成寺需要另外支

付参拜费用)。大巴是特别样式的包车——“新娘暖帘

第二章”，将驶过日本唯一能在沙滩上行驶汽车的

千里浜海滨公路返回车站。

● 出发时间

● 所需时间

● 咨询

金泽站  早上7:20出发

下午1:00出发

4个半小时

气多大社

TEL: 0767-22-0602

● 体验日

● 所需时间

● 费用

● 地点

● 交通路线

● 咨询

  预约

● 其他

每月1号 
金泽与气多大社间
开通免费大巴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全馆休馆 目前，每周一、四、五、日发航的每周4班的上海小松定期航

班，将比2019年10月27日开始的冬季班次多增加周二、周六

两个班次，达到每周6班。

上海-小松航班
冬季班次增加到
每周6班

充满现代气息的武士文化和町民文化体验充满现代气息的武士文化和町民文化体验

每天  ※请事先咨询

20-30分钟左右

2000日元（不含税）※含1杯饮料

四十万谷本铺弥生本店（金泽市弥生1丁目17-28）

从JR金泽站乘公交15分钟→在沼田町下车即到

TEL: 076-241-4173

Mail: shijimaya@kabura.jp（需提前预约）

可选发酵食品午餐(不含税2000日元，需提前一周预约)

等。充满现代气息的武士文化和町民文化体验最多可接受

15人报名，发酵食品午餐最多24人。

https://www.kabura.jp/contents/samurai/

● 发航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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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成寺气多大社

一、二、四、五、六、日

小松上海（浦东）

9:30

上海（浦东）

15:35→ →12:35 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