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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石川县饮食文化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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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介绍独具魅力的石川美食以及美
食的体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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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味增•酱油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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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户时代开始，金泽市的大野地区就成为
全国五大酱油产地之一。使用白山富饶的地
下水和能登盐，石川的酱油酿造业逐渐兴
盛，和加贺料理共同发展起来。
大野的大和酱油味增公司提供酱油·味增制
作过程的解说，此外还可以体验榨取酱油。

扬滨盐田制盐体验

（1,000～3,800日元）
大和酱油 • 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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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登是日本唯一一个自500年前就开始“扬滨式制盐”，并将该
传统保留至今的地方。手工制作的盐富含矿物质成分，口感温
和。在珠洲盐田村，可以体验手工制盐，自己烹制的成盐可作
为土特产带回。
（5～9月、500～3,500日元）
需预约

需预约

http://www.yamato-soysauce-miso.com/

道之站珠洲盐田村（珠洲市）

http://www.hot-ishikawa.jp/kanko/english/20021.html
去年12月，加盟世界高级宾馆和餐厅“罗莱夏朵”组织的厨师
来此考察，给出如下好评“我体验到了日本的传统，这是迄今
为止最棒的经历”。来到石川，一定要体验石川饮食文化的
精髓。

参观酒窖
石川县是知名的产酒地，石川地区的酒使用白山地下
水和石川地区的美味大米酿造而成。冬季，部分酒窖
提供装通体验，也可以在酒窖试饮。
可以参观的酒窖
・宗玄酒造（珠洲市）http://www.sougen-shuzou.com/
・数马酒造（能登町）http://chikuha.co.jp/
・福光屋（金泽市）http://www.fukumitsuya.co.jp/
・东酒造（小松市）http://www.sake-sinsen.co.jp/

【青柏祭曳山节日仪式】
登录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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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含石川县“青柏祭”在内的日本33个“神舆·鉾·
屋台”仪式被认定为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此次登录的世界无形文
化遗产，施以绚烂豪华的装饰，汲取各地文化精髓。仪式主要通过
“神舆·鉾·屋台”的巡游，除厄防灾，祈祷各地风调雨顺、安定
康泰。该仪式中使用的传统工艺技术自几个世纪前一直维持至今，
材料选择中尽量避免破坏地域自然环境，获得较高评价。

Travel + Leisure 50 Best Places to Travel in 2017
金泽入选 4
Travel + Leisure杂志发表的「50 Best Places to Travel in 2017」中，金泽市是日本唯一入选城市。
详细参考以下网址

http://www.travelandleisure.com/trip-ideas/best-places-to-travel-in-2017#intro

青柏祭每年5月在七尾市举行，3台高
达12米、重达20吨的日本第一大山车
“超大神舆”在狭窄的街道中穿梭而
过。来访的人均可拉车，是大众参与
型节日。年轻人大声吆喝着，推动长
达8米的大杠杆，齐力操纵“超大神
舆”转换方向的“十字转”是节日游
行必看风景。

2017年举办日期：

5 月 3 日（周三）～ 5 日（周五）

交通信息

轮岛和仓温泉特急巴士

白山山麓急行巴士

便于地区观光的轮岛和仓温泉特急巴士正在运行
中。

连接金泽站和白山一里野温泉滑雪场、白山西摩滑雪
场的巴士正在运行中。

运行期间

～2017年3月26日（周日）

运行日
车费

车费 ( 单程 ) 大人1,500日元 儿童750日元
无需提前
预约

运行时刻

●和仓温泉→轮岛
和仓温泉巴士终点

8:50 12:30

和仓温泉站前

9:00 12:40

轮岛站前（轮岛悠访梦）

10:05 13:45

轮岛漆会馆

10:12

2017年3月12日（周日）为止的周六 • 日 • 节假日
白山一里野温泉滑雪场/1,300日元
白山西摩滑雪场/1,080日元
滑雪优惠券：巴士往访费＋滑雪场内上山费1日劵
白山一里野温泉滑雪场/大人5,100日元 儿童3,800日元
白山西摩滑雪场/4,800日元
无需提前
预约

时刻表
金泽站东口 武藏辻•
片町
香林坊
①乘车处 近江町市场 （atorio前） （pasion前）

白山一里野温泉滑雪场
白山西摩滑雪场

●轮岛→和仓温泉
轮岛站前（轮岛悠访梦）

11:00 14:00

和仓温泉站前

12:05 15:05

和仓温泉巴士终点

12:15 15:15

7:45

7:50

7:52

7:53

9:05

8:05

8:10

8:12

8:13

9:05

各滑雪场

白山一里野温泉滑雪场
白山西摩滑雪场

各滑雪场

片町
金泽站东口
香林坊
武藏辻•
（pasion前） （atorio前） 近江町市场 ①乘车处

16:30

17:42

17:43

17:45

17:50

16:30

17:22

17:23

17:25

10:30

可能会因积雪不足 • 天气 • 滑雪场等原因暂停营业。

妙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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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羽咋市的妙成寺于1294年建立，
是北陆地区日莲宗的大本山，寺内有
10栋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妙成寺内每
天有往返于羽咋站的免费巴士。
●羽咋站→妙成寺：
9:40发车／12:05发车／13:50发车
●妙成寺→羽咋站：
11:35发车／13:10发车／15:20发车
上述时间之外的话，事前联系亦可发车。

经由金泽市内的
小松机场大巴
连接金泽市和小松机场的机场巴士，经过金泽市内，交通便利。
运行路线

香林坊、武藏辻•近江町市场、
金泽站西口～小松空港

车费 ( 单程 ) 大人1,300日元 儿童750日元
无需提前
预约

发车时刻表详情请参考以下连接
http://www.hokutetsu.co.jp/en/en̲airport

新到信息

免税手续一站式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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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市内中心地区购物的话，推荐到免税手续一站式服务处办理免税手续。
●名铁百货购物中心
●香林坊大和
1楼 黑门小路免税处
10:00～19:30
1楼信息处
10:00～19:30
凡在武蔵、彦三、横安江町、尾张町、近江
凡在香林坊、片町、竖町这三大商业
町这5家商业街加盟店购物总额超过5千日元
街加盟店购买总额超过5千日元以上的
时，可到此处办理免税手续。
商品时，可到此处办理免税手续。

小松机场
外币兑换机

在小松机场，设置了外币兑换机，可兑换美
元、欧元、台币等外币，为石川县内观光提
供便捷。
营业时间
场所

检索石川出发当日往返“Treasures
in Japanese optional tours”
该新开的网站介绍含石川县在内的全国当日往返旅行路线。有众
多的体验套餐，如在茶屋观赏艺妓表演、制作日式糕点、体验石
川文化等。大家一定要来石川体验一下。

https://www.opt-tours.jp/JP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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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点～下午9点
小松机场终点站航站楼路1楼

可兑换外币
●外币→日元（仅纸币）
美元、欧元、人民币、韩元、台币、澳元、新加
坡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士法郎

●日元→外币（打包出售）
美元（200、400）、欧元（200）、人民币
（1,000）、韩元（200,000）、台币
（4,000）、澳元（300）、新加坡元（200）

特急

加贺料理和
料亭文化

丰富的石川
美食文化
江户时代（1603～1868年）治理石川县的是加贺藩前田家。前
田家在发展产业、奖励文化方面投入大量财力，发展出丰富多样
的传统工艺和文化。当地独特的“加贺料理”就是其中之一。加
贺料理选用多种食材，料理人施以艺术化的料理技法，无处不体
现料理人的细致入微。
石川县内有众多历史悠久的料亭，期待游客到此品尝传统的加贺
料理。
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享受石川美食文化，在此介绍一下加贺料理的
历史。

地理条件及
加贺料理的特征
石川县在群山大海的簇拥之下，受大自然的恩惠，食材新鲜富足。加
贺平原土地肥沃，盛产大米和蔬菜。此外，石川位于日本中央地带，
是南方收获农作物的最北地区，也是北方收获农作物的最南地区，一
年四季都有各种应季食材，被称为“食材的宝库”。
加贺料理的一大特征就是豪爽。石川县正好位于关东和关系的中间位
置，藩祖前田利家受主君丰臣秀吉的影响，引入京都风格的文化。随
着时代变迁，与幕府所在的江户武家文化混杂交融，渐渐独具个性。
支撑加贺料理如此高水平发展的是众多的料理人。熟练使用丰富新鲜
食材的本领技巧，也是美食文化之一。代代喜好茶文化的前田家，茶
会上不仅饮茶道具，还精心准备器皿、插花等，向客人提供被称之为
怀石的料理。因此聚集了众多的料理人，代代传承发展传统和技艺，
发展成传统的“加贺料理”。

兼具文化特色
在料亭中，与料理一样，料亭的“空间”同样值得食客享受其中
。奢华的器具、幽静的和室、众多的摆设···。下面介绍一下
将料亭提升到文化层次的一些要素。
料亭器具中不可或缺的是当地传统工艺的九谷烧、轮岛漆、金泽
漆器、山中漆器等。历史悠久的料亭保管着历代主人收集的众多
器具，即便是贵重的名品，现在依然毫不吝啬的使用着。能够接
触一流名品，使得料亭独具魅力。
此外，建筑物也是必看之一。一些料亭依然保留着朱色的墙壁，
可以更好地衬托出艺妓的表演。别具特色的是深受武士喜好且金
泽独有的蓝青色墙壁。一些料亭的墙壁就是蓝青色的，大家一定
要眼见为实，亲眼去看看那鲜亮美丽的空间。

轻松体验料亭“百万石的宝物”
平日没怎么去过料亭的人也可以轻松参加。18家料亭提供全国
统一的安心优惠价，含服务费、坐席费、房间费在内，让大家
尽情享受加贺料理的美味。

统一优惠价：午餐10,000日元／晚餐20,000日元
店铺详情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kanazawa-ryotei.jp/ka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