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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滨盐田的制盐体验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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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登地区的“扬滨式制盐”可以说是日本唯一，自500多年前就以
此种方法制盐。将海水撒到细沙上，待盐分浓缩之后过滤，放入巨
大的石釜中熬煮…手工制作的海盐含多种矿物成分，口感香醇。在
夏季，可预约亲身体验制盐的过程，自制的海盐也可作为土特产带
回去。
http://www.hot-ishikawa.jp/kanko/english/20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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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温泉 4
「鹤仙溪川床」
堪称北陆地区最美溪谷的鹤仙溪，今
年又到川床时节啦。耳畔流淌着溪流
的潺潺之音，享受舌尖上的日本应季
料理，最美的风情，莫过如此。
http://www.yamanaka-spa.or.jp/global/eng/taiken3.html
点击以上链接可预约制盐体验

期间：4月～10月 9:30～16:00
地点：挑绷子桥旁 不动瀑布附近
费用：川床套餐（含茶水和点心）
大人600日元 小学生500日元
仅坐席费用（含茶水）
大人300日元 小学生200日元
交通：JR加贺温泉站乘坐周游公交车
CANBUS（绕山公交线路）山中温
泉 菊之汤·山中座站台下车约300m

观光地

车站珠洲盐田村 1
时间：5月～9月
内容：30分钟体验（500日元）
2小时体验（2000日元） 需预约
2天体验（3500日元）
交通：从珠洲市、轮岛市开车30分钟

白山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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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日本三大名山之一，山高2000米，层峦叠嶂，连绵起伏，山顶终
年积雪。白山被称为高山植物的宝库，有众多的温泉群。登上白山
山顶，一览众山小，体验白山的雄伟之处。如果你想在自然中穿梭
，那么，快来参加白山山间徒步吧！
http://www.kagahakusan.jp/en/

夏季
首选观光
信息
以下介绍观光地和体验项目，
尽享石川之夏的魅力。

千里滨海滩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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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唯一一个可以开车兜风的沙滩，全长约8km，公交、自行车、汽车
都可以在沙滩上自由行使。微润的海风轻拂脸颊，在雄壮的波浪涛声旁
放松身心，这样的体验还不让你砰然心动吗？
http://www.hakui.ne.jp/kankou/0506bicycle.html

观光地

推荐

千里浜海滩租赁自行车
登山时期：7月～10月中旬
交通：JR金沢站兼六园口1号乘车处乘坐“白山登山公交”至终点站
“别当出合登山口”下车（约两小时）
从小松机场乘坐“白山登山特快专车”（合乘出租车）至
“别当出合”（约两小时）

利用期间：4月～11月 8:40～17:00
地点：千里浜休憩所
费用：1小时200日元、3小时300日元、6小时500日元
每延长1小时收费100日元
自行车数：5辆

最新情报

小松科技馆
3D剧场 6
日本最大级的天穹式3D电影院，给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北极星”（日语/英语）
北极冰上上演北极熊和企鹅宇宙大作战的故事
上映时间：至9月30日
时间：周六、周日、节假日、暑假期间 11:10～、14:40～（各次约40分钟）

白山比咩神社
月立祭 5

（非暑假期间的平日 10:00～、11:10～、12:20～、14:40～、15:50～）

http://science-hills-komatsu.jp/wp/7209/

早上从金泽市内出发，前往全国屈指可数的“能量之
源”白山比咩神社。只有每月1号才可以参加升殿参拜
仪式。
http://whitering.co.jp/index.html

“银河铁道之夜”（日语/英语/汉语）
鲜明再现梦幻世界的日本童话代表作“银河铁道之夜”
上映时间：至9月30日
时间：13:30～（约40分钟）
（非暑假期间的平日 10:00～、11:10～、12:20～、13:30～、14:40～、15:50～）

http://science-hills-komatsu.jp/wp/7393/

日期：7月1日（周五）• 8月1日（周一）、
9月1日（周四）• 10月1日（周六）
费用：大人6800日元 儿童4800日元
仪式时间：4小时15分钟（附早餐）

轮岛葡萄酒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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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岛市“Heidee Winery”葡萄酒酿酒所和“franc
jeu”餐厅合并后开业。面朝日本海，眺望海边广
袤的葡萄田，品味自家酿制的醇正红酒，享受内
能登地区食材烹制的法式料理。
营业时间：11:30～14:00、17:30～20:00
休息日：周二
费用：午餐2600日元，晚餐5000日元
交通：能登机场乘车约30分钟
从金泽乘车120分钟
http://franc-jeu.jp/

费用：大人600日元、高中生400日元、3岁以上中学生以下200日元
交通：JR小松站东口徒步3分钟

金泽町家美容美体室

在西茶屋街附近有一家约有150年历史的古老町
家，游客可在此享受身心放松的安宁时刻。美容
产品有金箔和能登天然椿油等，均为石川县本地
所产。
预约时间：需事先预约
所需时间：60分钟～
费用：12000日元～
交通：北铁公交广小路站下车步行3分钟
http://kanazawa-beauty-salon.com/english/

夏季推荐活动
◆夏季金泽城 • 兼六园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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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周五）～26（周日）、7/1（周五）～3（周日）、8/18（周四）～20（周六）

◆御阵乘太鼓免费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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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11/6 20:30-20:50 轮岛切子会馆迎宾广场

◆古里山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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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周五）～8/24（周三）19:45～21:30 山中温泉山中座附近

◆穴水蝾螺祭
6/15～7/15 穴水町内的10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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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岛影视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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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以轮岛为舞台的连续剧“希”（まれ）中呈现
的市内摄影场所。游客还可以购买电视剧相关的土特
产和糕点等。

开馆时间：8:00～17:00
费用：免费
交通：轮岛海镇（Marine Town）步行约5分钟
http://wajimanavi.lg.jp/www/view/detail.jsp?id=181

特集

“能登切子祭”

位于石川县北部的能登半岛各地，从夏季至秋季都会举行“切子祭”。
切子灯笼和神轿一起，一边照亮神轿前进的道路，一边应着节奏起舞。
黑暗中微弱照亮前方道路的切子灯笼穿梭而行，非常的梦幻。

切子祭的历史
究竟何时切子祭真正开始已无从考究。但是1647年在轮岛·住吉
神社的祭祀上，使用了“屉切子”，也就是4-5米高的竹子的上面挂
着的小灯笼，这点已被确认。北前船（江户中期至明治時代，往
来于北海道和大阪航路之间的货船）活跃时期，随着港湾城镇的
轮岛和周边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1800年前后），切子灯笼巨大
化，并用轮岛漆加以装饰。据称，到了18世纪，出现了10米高的
切子。20世纪因地上电力配线的影响，切子灯笼小型化，一般约
4-6米左右。
现在，每年7月上旬至10月中旬，有超过近百个地区举行切子
祭。遗憾的是，因为抬切子的人数的减少，在祭祀节日被抬出的
切子也逐年减少。据说含保管的切子在内，共有700～800个切子
灯笼。

各地举行的颇
具个性的切子祭
切子祭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展示各种切子和神轿的“暴祭”
（能登町），也有压轴的6个巨大切子的“石崎奉灯祭”
（七尾市），还有华丽的轮岛漆切子“轮岛大祭”（轮岛
市）。切子的大小和装饰都浓缩了各地不同的风味。

主要的切子祭的时间安排表
7月 暴祭（第1个周五 • 周六／能登町）

8月

七尾祗园祭（第2个周六／七尾市）
恋路火祭（海之日的前一天／能登町）
饭田町灯笼山祭（20 • 21号／珠洲市）
能登岛向田火祭（最后一个周六／穴水町）
名岛大祭（7/31～8/1／轮岛市）
柳田大祭（16号／能登町）

随时都可以感受
祭祀节日氛围的
“切子会馆” 9

石崎奉灯祭（第1个周六／七尾市） 9月
宝立七夕切子祭（7号／珠洲市）
西海祭（14号／志贺町）
冲波大渔祭（14 • 15号／穴水町）
曾曾木大祭（17 • 18号／轮岛市）
轮岛大祭（22～25号／轮岛市）
俄祭（最后一个周六／能登町）
富木八朔祭（第４个周六 • 周日／志贺町）

寺家切子祭（14号／珠洲市）
蛸岛切子祭 • 早船狂言（10 • 11号／珠洲市）
正院切子祭（14 • 15号／珠洲市）
小木袖切子祭（第3个周六 • 周日／能登町）

在轮岛海镇（Marine Town）的切子会馆，展示着现存最古老的切子灯
笼以及能登半岛祭的切子模型。其中，包含市指定文化财产的30余个
大小不一的切子。馆内切子灯笼整齐划一的排列开来，在夏季夕阳的
柔光映照之下，流淌着祭祀节日的背景音乐，再现切子祭梦幻般的节
日氛围，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休息日：无
入馆费：大人 620 日元，高中生 470 日元，小中学生 360 日元
（团体有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