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自然遗产之岛

小笠原群岛

小笠原群岛从未与陆地毗连过。因此，岛内栖

息着许多独自进化而成的特有种类的植物和动

物。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被认为具有世界性的价

值，2011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为世界

自然遗产。

在岛上的森林里遇到宝贵的植物

岛上的森林是亚热带植物茂密生长的丛林。有

树状蕨类的桫椤和丸八，还有长有章鱼脚般树

根的露兜树等等，可以看到好多不可思议的神

奇植物，与本州的森林风格全然不同。在森林

里漫步，会让您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

发光的植物！？

绿海龟

褐鲣鸟

发光小菇

（通称夜光茸）

宽脐坚壳蜗牛小笠原群岛的母岛上的乳房山是

小笠原特有动植物的宝库

绿海龟

5 小笠原的特有物种丸八 6 五颜六色的
鲜花绽放的八丈岛小苍兰田 7 日本最大
级别的锥栗树—御藏岛的大锥栗，其姿

态气势磅礴 8 伊豆群岛最南端的青岛
是世界上也非常罕见的双火山岛 9 大
岛和利岛是有名的“山茶花之岛”，岛内

到处都生长有山茶花树 10 岛上具有代
表性的扶桑花

       欢 迎 您 ！

在新岛的岛内各处可以看到具有独特表情的Moyai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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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大岛几乎正中央的活火山三原山火口 2 八丈
岛的南原千叠敷海岸是由熔岩形成的海岸 3 漂浮在
父岛海面上的南岛的扇池，沙滩由粉碎的珊瑚碎屑

构成，十分美丽 4 三宅岛的伊豆岬灯塔。还是人气很
高的夕阳观赏点

东京的美丽岛屿

小笠原群岛是漂浮在距离东京市中心以南约

1000公里位置的岛屿。以有人岛的父岛和母

岛为首，由30多个大小岛屿构成。伊豆群岛有

大岛、利岛、新岛、式根岛、神津岛、三宅岛、

御藏岛、八丈岛和青岛一共9个个性十足的有

人岛。

希望明天也是
晴天

仿佛像另一个
世界！

在美丽大海上漂浮的乐园中度过极致的海岛时光

从东京市中心乘船或飞机向南前往，便会看到有大大小小的岛屿漂

浮在海中。这是由小笠原群岛和伊豆群岛构成，被称为“东京群岛”

的区域。虽然是“东京”，但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迎接到访的游客的

是充满自然的美景和可以悠闲度过的时光。

这些岛屿被大海从本州隔离，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态系统。蔚蓝

清澈的大海，特有动植物栖息的原始森林，岛上独有的饮食文化和

传统工艺……。这里充满了不仅与东京的市中心不同，与世界的任

何地方也都不一样的“只能在这里邂逅”的风景。

游客们可以参加接触大自然的活动、体验传统工艺，或者泡温泉来

从内向外缓解玩累了的身体等，享乐的方法各式各样。但即便只在

岛内漫步，也可能会有很多邂逅。怎样度过时间完全任您选择。在东

京的岛上度过的时光，一定会成为难忘的宝贵回忆。

SHIMA
WONDERS

散发神秘光芒的蔚蓝大海、感受大地隆动的火山、获得独特进化的动植物……。

在东京的岛屿上所见的一切都如此新鲜。请踏上前往岛屿的旅途，

亲眼目睹此处独有的景色吧。

       欢 迎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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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岛是在日本也为数不多的冲浪地点之一 
13 在多岩石的地方铺设了散步道的赤崎散步道
（神津岛）。可以跳到海中的跳水板十分受欢迎 
14 海上皮划艇是可以在小笠原和式根岛等体验
的受欢迎的活动

6 神津岛的天上山是徒步旅行的好去处 7、8和9 
还有可以一边听着有关小笠原群岛的植物的解说，

一边徒步旅行的游览 10 近年来大岛上的公路自
行车也很受欢迎 11 在三宅岛上可以享受抱石的
乐趣

在透明度超群的海上

尽情玩耍吧！

岛之海的享受方法多种多样，除了海豚游泳和

赏鲸，还有趴板冲浪和海上皮划艇，以及在美

丽的海湾享受海水浴等。还设有专业人士提供

指导的学校，因此即便是第一次参加活动，也

可以放心大胆地挑战。

富于变化的地形和绝景

岛上的陆地是理想的游乐场

岛上的活动不仅限于在海上。徒步旅行、公

路自行车和抱石等，陆上活动也很充实。请

您在特有动植物栖息的大山和森林中，寻找

火山灰沉积而成的地层等此处独有的景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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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被海风吹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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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作为海豚的栖息地而闻名的御藏岛和小
笠原挑战海豚游泳 2、3和4 小笠原是日本国
内屈指可数的赏鲸之地 5 八丈岛的近海是海
龟的栖息地

好不容易来到岛上，一定要在岛上畅快游玩才行！

在清澈的大海中潜水和浮潜，在茂密生长着特有植物的山林中徒步旅行，

岛上特有的海和山的玩法多种多样。

您知道在东京也能看到鲸鱼和海豚吗？

从东京市中心乘船前往岛的途中，您会发现海的颜色逐渐发生变化。

到达岛上时，会变成清澈的蓝色。其中，小笠原的海被称为“博宁蓝”，

八丈岛的海被称为“八丈蓝”，美丽又神秘。

与东京市中心的海的差别不只是颜色。岛之海还是生物的宝库。

这里有很多在东京市中心无法看到的生物。不仅有海龟和色彩斑

斓的热带鱼，鲸鱼和海豚也在此栖息。设有多种可以零距离观察它

们生态的活动项目。最受欢迎的是可以与海豚一起游泳的海豚游泳

以及从游轮上观察鲸鱼一举一动的赏鲸活动。没想到东京的海还有

这样的玩法，请在充满乐趣的岛屿上，尽情感受惊喜与感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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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居然有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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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 三原山（大岛）的里沙漠。被称为火
山渣的黑色小石子所埋没的独特景观 3 
1986年三原山喷发的场面 4 火山体验散
步道（三宅岛）。可以看到1983年被喷发
的火山吞噬的村落遗址 5 三宅岛的新鼻
新山是由1983年海底喷发所喷出的火山
渣落下后堆积而成的 6 伊豆大岛火山博
物馆（大岛）。以三原山为首，在此展示有

关世界火山的资料 

7 用太阳晒干的丝线 8 被称为“伸子张”的工序
的场面。将织好的绸缎上的浆糊用热水洗掉，然

后用称为“伸子”的竹棍将其展开并在太阳下晒

干 9 在服部宅邸所展现的乡土文艺“八丈太鼓”。
演奏者身着黄八丈的和服演奏太鼓 10 黄八丈的
杂货还是受欢迎的纪念品 11 在生产黄八丈的作
坊“黄八丈Meyu工房”可以体验黄八丈的制作

感受大地的能量

各岛残留的火山的魅力

以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见的双火山之岛—青岛为

首，大岛的三原山和三宅岛的新鼻新山等，东

京的岛屿上有很多火山。设有能够零距离观看

熔岩石的散步道和学习火山知识的博物馆等，

有诸多可以一瞥火山与岛屿之间不可分割关系

的景点。

Arima嘹望台 /
朱莉娅的十字架

神津岛的嘹望点 Arima嘹望台上设有

巨大的白色十字架“朱莉娅的十字架”。

是为了纪念江户时代（1603-1868）被

流放到神津岛上的基督徒“Ota 朱莉娅”

而建造的。

被精美的手工所感动。

八丈岛传统工艺黄八丈

黄八丈是自平安时代（794-1185）起在八丈

岛上传承至今的丝绸。利用岛内的野生植物染

色而成，具有独特的温暖色调和工匠技艺的细

致做工，魅力十足。除了使用黄八丈的小物件，

还有可以体验制作的作坊。作为旅途的纪念，

要不要挑战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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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地的隆动！

还培育了种类繁多的园艺

品种的山茶花

大岛山茶花炼油厂（大岛）

和为了压榨山茶花油而干

燥果实的场面

每年在大岛举办山茶花祭。

照片是“姑娘手舞”表演

山茶花油、调配了山茶花油的护发用品和肥皂、用

山茶花染色的手帕等，采用山茶花的商品非常适合

作为纪念品

生长在大岛的山茶花树

当接触到岛民们所营造的传统文化氛围时，会觉得岛屿更加亲近。

通过岛上特有的体验，用全身心感受其魅力吧。

塑造岛屿的自然、岛屿孕育的文化

这些岛屿被大海从本州隔离，各个岛屿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岛

民们自古以来面对各岛的自然环境，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化。

大岛和利岛的“山茶花”、八丈岛的“黄八丈”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

在大岛和利岛，利用岛上生长的山茶花的果实和花朵制成了各种产

品。而黄八丈是使用八丈岛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传统工艺品。可见岛

上的自然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当然，与自然的共生并不是只有好的一面。自然有时也成为威胁。

在大岛、三宅岛和青岛等能够看到火山的遗迹。三宅岛上至今还保

留着被火山吞噬的村落遗址，提醒人们自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

这些因素也是形成岛上文化的因素之一。

岛上的自然和岛民共同营造的岛屿文化。请您亲自看一看，走一走，

通过亲身体验，了解一下它的传统吧。

岛屿和山茶花的紧密关系

盛开红色大朵花的山茶花是大岛和利岛的象

征。在大岛约有 300万株的野生山茶花，利

岛的约 80％被山茶花树所覆盖。山茶花与岛

民的生活也密切相关，例如用果实制造山茶花

油，以及用花瓣染色等，岛民们以各种方式对

山茶花进行有效利用。

享受山茶花的各种方法 Flower
Factory

Festival
Processed Good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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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八丈岛的八丈水果柠檬的皮没有苦味，可以整个食用 ９ 甜味浓厚的火龙果 10 还种植有香味醇厚的西番莲 11和12 用岛上的水果加工的西番莲橡皮糖和柠檬果酱 
13和14 小笠原有可以品尝店主亲自种植的咖啡的咖啡店 15 具有独特苦味的明日叶通常做成天妇罗食用 16 根据酒窖的不同香味也各异。品酒比较也很有趣

深深扎根有与日本各地都不同的饮食文化的岛屿

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都与本州不同，各岛上保留有独具个性的饮食

文化。例如用近海捕捞的鱼烹饪的料理，岛上种植的蔬菜和水果等，

有很多食物值得品尝。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岛寿司，使用新鲜的当地鱼捏成的寿司，米饭

的调味略带甜味。发祥于八丈岛，之后流传到了伊豆群岛和小笠原

群岛各地。

推荐的纪念品是岛烧酎。在岛上称为“岛酎”或“岛酒”等。最初

由流放漂泊到八丈岛的商人传授给岛民造酒的方法，后来该方法传

海岛的气候培育的特产

咖啡和明日叶

岛上特有的作物也请一定不要错过。可以在伊

豆群岛各岛上品尝的明日叶是岛上自然生长的

植物，岛民自古以来就广为熟知。由于营养价

值高，作为健康食品也非常受欢迎。在小笠原

群岛上种植有咖啡豆。但是规模不大，产量也

很低。请您品尝一下这珍贵的味道吧。

把个性十足的

岛酒作为纪念品

东京的海岛上酿酒业十分繁盛。现在大岛、新

岛、神津岛、三宅岛、八丈岛和青岛都在酿造

岛烧酎。小笠原酿造朗姆酒和力娇酒。不仅可

以在旅馆或餐厅饮用，还推荐作为旅游纪念品

带回家。

对岛上的水果一见钟情

在气候温和的岛上，种植有柠檬、西番莲、火

龙果等许多热带水果。使用岛上水果制作的点

心和加工产品的种类也很丰富。

播到伊豆群岛的各岛，并作为岛上的特产扎根下来。

海岛的特产“臭鱼干”也是必吃的美食。这是将马氏圆鰺鱼或飞鱼
等浸泡在称作“臭鱼干液”的液体中后晒干的鱼干，是为了能够长

期保存鱼的传统烹调方法。独特的风味首次品尝时可能会让您感到

惊讶，但其深长的韵味会让人百吃不厌。

岛上的每一种食物里面都充满了故事。请您在品尝的同时，畅想一

下它们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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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fun!

1 在米饭上放有用“玳瑁酱油”腌制
过的鱼的“玳瑁盖饭” 2 将三宅岛捕
获的鲐鱼经过照烧后夹在面包中制

成的三明治 3 海岛美食的代表性菜
肴—岛寿司 4 美丽的粉色红金眼鲷
的生鱼片 5 “臭鱼干”是能够在伊豆
群岛吃到的加工保鲜食品 6 使用岛
上的鱼制作的Poke盖饭 7 小笠原
群岛上还有可以食用海龟的餐厅

品尝在美丽的大海

捕获的海鲜

海岛料理的首选要数海鲜料理。海龟、红金眼

鲷和赤鯥等，每个季节都能品尝到种类丰富的
海鲜料理。有些餐厅还将传统的烹调方法加以

改进，提供更加容易享用的菜肴。请您一定品

尝试试。

三宅岛是绝佳的钓鱼地点

被大海所环绕的岛屿是钓鱼圣地。其中三宅岛因全年都有

众多钓鱼的游客来访而著名。岛内还有提供关于陆地岩岸

的介绍、销售鱼饵以及运行岩岸渡轮和渔船的船旅馆，可

以享受陆地岩岸垂钓和船钓的乐趣。每个季节都能钓到各

种各样的鱼，有在海面附近回游的鱼、岩岸鱼、青鱼和栖

于礁石间的鱼等。有些旅馆会把钓上来的鱼进行烹调加工，

让您可以品尝到新鲜捕捞上来的鱼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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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捕获的当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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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来到岛上，自然想品尝岛上特有的当地美食。

请尽情享用采用种类丰富的海鲜、热带蔬菜和岛上食材制作的特色料理吧。

※陆地岩岸垂钓有时伴随危险，因此请
注意安全。

SHIMA
FOOD & CULTURE



14 在八丈八景之一的大
阪隧道瞭望台看日落 15
和16 可在翻新后的老民
房住宿的岛京梵天（大

岛）。内部装潢为现代日

本风格、风味雅致

11、12和13 被多得仿佛
要溢出的满天星星所感

动。在观星游览时可以

用望远镜观察，或听着

音乐躺下观赏星空

6 里见瀑布散步道（八丈岛）。林海中的神秘瀑布，
还能看见瀑布的背面 7 位于里见瀑布散步道附
近的里见瀑布温泉（八丈岛） 8 传播三宅岛自然
信息的伊豆鸫馆。可以观赏鸟类 9 桫椤树茂密生
长的桫椤森林散步道（八丈岛） 10 八丈岛的壶穴。
壶穴是指随水流动的小石子被水流旋转，长年累

月在岩石上开凿出的孔穴

眺望满天的星空

到了夜间，抬头仰望，就会看到满天的星空。

岛上没有霓虹灯和高层建筑，空气也十分清新，

所以看到的星空与东京市中心大不相同。裸眼

也能尽情享受，不过也推荐您参加星空观察会

等活动。

日落和

在岛上的老民房住宿

岛上还有很多其他休闲设施，如能够看夕阳的

绝佳景点和个性十足的住宿设施等。岛上的旅

店各式各样，有朴素的民宿，也有优雅的度假

酒店、还有用老民房改造而成的旅店等，可以

根据您的心情享受如意的岛上住宿。

被亚热带林海环抱的

疗愈地

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疗愈效果超群。有负离

子丰富的瀑布和清澈的溪流，还有鸟儿的欢唱，

悠闲漫步在森林中的散步道上，您会感到心情

很快平静下来。请尽情感受岛上生长的植物和

生灵的生命力，大口地深呼吸吧。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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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闪亮的星空

14

14

1516

1 式根岛的地铊温泉。被绝壁环绕充满野趣的露天浴池 2 由于爱抚桑拿（青岛）利用自然的蒸汽，所以每天的温度和湿度
均不相同 3 以古希腊为主题的汤之滨露天温泉（新岛） 4 在间间下温泉（新岛）还可以享受沙子蒸气浴 5 元町汤之滨（大岛）。
在西斜的太阳美丽照射水面的傍晚时分入浴十分有人气

享受蔚蓝的大海、粗犷的岩石和

温泉的奢华

拥有众多火山的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温泉大国之一。这里的岛

屿也不例外。在伊豆群岛的大岛、新岛、式根岛、神津岛、三宅岛、

八丈岛和青岛的7个岛上，都设有个性十足的温泉设施。

岛上的温泉水质优良，富有个性的地理位置也魅力十足。有被粗犷

岩石环绕的温泉和可以零距离欣赏海景的温泉等，能够在壮丽的景

观中度过奢侈的疗愈时光。式根岛的地铊温泉是从离大海近在咫尺

的岩石中涌出的露天温泉。因为源泉温度高达80度，所以需要寻找

与海水混合温度适宜的地方入浴。可谓是被大海环绕的岛屿温泉所

特有的入浴方式。位于青岛的“爱抚桑拿”是利用地热的桑拿洗浴。

由于不是热水而是利用蒸汽洗澡，不仅游客，当地居民也非常喜爱。

此外，还有很多可以24小时随时入浴的设施。白天眺望雄伟的大海，

傍晚被落下的夕阳照射，夜晚可在满天的星空下入浴，可谓是至上

的享受。

1

5

2

4 3

超级刺激

SHIMA
RELAX

请在漂浮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的海岛尽情享受恬静的时间、

温暖的气候和原始的自然，忘记日常的繁忙吧

15



山手线
京成Skyliner

东京单轨电车

东京站
竹芝客运码头

成田机场

羽田机场

五日市线

中央线
青梅线

新
宿
站

调布机场

奥多摩站
拜
岛
站

武藏五日市站

立
川
站

御
岳
站

※本刊物刊登的数据是2016年9月末时的内容。发行后数据可能有变，建议您在出行前，通过电话等事先加以确认。此外，对于本刊物刊登内容所造成的损害等恕不赔偿，望您见谅。
※本刊物刊登的地名为-shi=市、-machi=镇、-mura=村、-shima/-jima=岛。

照片提供：桧原都民之森、小笠原村观光局、青岛村办事处

● tokyo reporter 
http://tokyoreporter.jp/other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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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车下泷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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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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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冈县（东京都邻县）前往的交通指南

前往大岛可以从静冈县的热海乘坐高速船，前往利岛、新岛、式根岛和神津岛可以从静冈县的下田乘坐汽车渡轮。

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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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中央线26分钟（中央特快）

JR青梅线12分钟

JR青梅线37分钟
JR五日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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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指南
可以从东京市中心坐电车或坐船轻松前往！

享受着从城市向森林过渡的车窗风景和

浩瀚太平洋上的海上航行，

前往大自然的宝库

高速船／大型船／
渡船

Tama地区

京王线特快 15分钟

巴士 15分钟

新宿站

调布站

调布机场

东京群岛

JR中央线中央
特快、青梅线、
五日市线等

成田机场

JR特快成田特快
1小时

JR山手线 17分钟

步行 10分钟

京成成田 SKY 
ACCESS线
Skyliner 
36分钟

西多摩

东京站

日暮里站

滨松町站

竹芝客运码头

东京群岛

五日市线

青梅线

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奥多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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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岛站

立川站

新宿駅

御岳站

缆车下泷本站

御岳山站

武藏五日市站

奥多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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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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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山手线 20分钟

东京单轨电车 
20分钟

步行 10分钟

JR中央线中央
特快、青梅线、
五日市线等

京急机场线 ·
本线 20分钟

羽田机场

品川站

新宿站

西多摩

滨松町站

竹芝客运码头

东京群岛

交通信息

※孤岛之间的交通也可以利用直升机

24小时

高速船：30分钟
大型船：1小时20分钟

高速船：25分钟
大型船：50分钟

高速船：25分钟
大型船：50分钟

25分钟

50分钟

2小时
50分钟

小笠原群岛

母岛

13

高速船：15分钟
大型船：20分钟

2小时
3小时

55分钟

50分钟

6小时30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喷气式飞机

小型飞机

东京群岛

伊豆群岛

大岛

利岛

新岛

式根岛

神津岛

三宅岛

御藏岛

八丈岛

青岛

父岛 

羽田机场

       高速船：1小时45分钟
 大型船：8小时



1 东京都内最大的柏树—仓泽的柏树
（Okutama-machi）。树干周长6.3
米，树高34米 2 百寻瀑布（Okutama-
machi）。溅起的水花感觉好舒服 3 为森
林疗法而铺设的散步道“奥多摩疗愈之路” 
（Okutama-machi） 4 在奥多摩疗愈之
路举办的疗愈项目之一的森林瑜伽

沉浸于 T A M A 丰富的大自然中，您日常的烦恼就会变得烟消云散。

T A M A 为您提供了亲近森林和泡温泉等各种度过疗愈时光的方法。

被参天巨树所环绕

感受心灵得到洁净的瞬间

TAMA的森林的特点是参天巨树非常多。特别是 TAMA地

区最西边的Okutama-machi，是知名的日本第一的巨树故

乡。环境省在 2001年举办的日本全国巨树巨木林调查中，确认

Okutama-machi有日本全国最多的 891棵巨树。当然，不仅限

于Okutama-machi，TAMA整个地区都有很多参天巨树。

巨树最大的魅力在于其势如破竹般旺盛的生命力。蕴含着悠久历史

的健壮的树皮，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浓密的树枝，茂密生长的郁郁葱

葱的树叶……。如果注意观察，或许有机会看到树枝上栖息的野鸟，

还有前来寻求树汁的昆虫。当您亲眼目睹巨树和森林中的生物们所

具有的生命力时，不禁会感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存在。

拥有这些参天巨树的 TAMA森林是森林疗法的好去处。这里设有

疗愈之路，还有多种可以体验疗愈方案的活动。请您亲身体验一下

TAMA森林所具有的疗愈力吧。

树龄１０００年

1

4
3

2

褐头山雀

翠鸟

黄尾鸲

在TAMA可以看到的野鸟

TAMA
RELAX

10

12和13 Hinohara-mura的兜家旅馆。分层的山墙屋顶是头盔式样建筑的特点。将曾经用来养
蚕的建筑作为旅馆使用 14 位于Hinohara-mura山中的小林家住宅是建于18世纪上半期的茅
草民房 15 位于数马村落的蛇之汤温泉Takara庄（Hinohara-mura）的双头盔式样值得一看

5 秋川溪谷 濑音之汤
（Akiruno-shi） 的 女 性
专用露天浴池 6 日出三
泽 光 滑 温 泉（Hinode-
machi）的西式室内浴池 7 
奥多摩温泉 Moegi之汤
（Okutama-machi）的露
天浴池。可以享受四季变化

的景色 8 桧原温泉中心 数
马之汤（Hinohara-mura）
的露天浴池 

9 可以在御岳山的斋馆—静山庄
（Ome-shi）体验冥想。这里的店主会
教您呼吸法 10 在TAMA的活动中，
还可以参加享受星空浴的住宿旅游 11 
福生萤火虫公园（Fussa-shi）是源氏
萤的栖息地。在晴朗的夏夜，可以享受

美丽的萤光秀

在山中的温泉享受疗愈

享受了徒步旅行等活动后，在温泉出出汗如何？

TAMA有很多可以当天往返的温泉设施，能够

一边眺望美丽的自然景色，一边悠然入浴。浸

泡在TAMA大地涌出的有名温泉中，会让您

感到十分愉快和满足。

在历史悠久的头盔式样老民房

中安静休息

“头盔式样”是TAMA地区的传统民居的建筑

风格。茅草屋顶的形状类似武士的头盔，因此

而得名。该地区保留着以头盔式样为首的建筑

风格多种多样的老民房。请您在日本年代久远

的传统建筑中享受具有疗愈效果的住宿吧。

在 TAMA度过悠闲时光吧

调整呼吸，在缓慢流逝的时光中度过奢华的一

刻，这也是TAMA受欢迎的休闲方式之一。您

可以参加冥想体验和星空浴等活动，享受具有

疗愈功效的TAMA时光。如果是夏季，还推荐

您观赏萤火虫。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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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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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葵、野菜、魔芋和荞麦面等，T A M A 地区是美味食物的宝库。

清澈的溪流和山中肥沃的土地赐予了 T A M A 地区许多特有的食物，请您尽情享用吧。

清澈溪流孕育的

日本的味道、TAMA的味道

寿司和荞麦面等日本料理中不可缺少的山葵是

TAMA地区的当地特产。山葵是一种无法在水

质不清澈的地方生长的植物。正是TAMA的

清澈溪流孕育了这一大自然的恩惠。新鲜的山

葵香味浓郁，辛辣度也适中。请您务必品尝一

下其味道。

1 TAMA的冬季雪多。当春季到来时，融化的
雪水流到河中，带来清澈的水 2 在清澈见底的
TAMA的河中，可以看到红点鲑、鳟鱼和真鳟等
河鱼 3 可以观赏多摩川美丽流水的鸠之巢溪谷
（Okutama-machi） 4 郁郁葱葱茂密生长的山
葵田

山葵味调味油 山葵意大利青醬

各种山葵产品

2

1

3
4

腌制山葵

TAMA
FOOD & CULTURE

8

野菜

因为水很清澈

所以食物也美味

享用清澈溪流和大山赐予的恩泽

TAMA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食物有荞麦面、魔

芋、豆腐和清酒等。正因为这些料理都采用简

单的材料制作，所以水质对料理完成时的味道

影响很大。“因为水好，所以食物也好吃”。当

您品尝 TAMA的食物时，会对这样简单的事

实有新的认识。

种类丰富的野菜料理

TAMA的山中生长有各种预示春季到来的野

菜，是当地居民长久以来所熟悉的食材。以

Hinohara-mura的三头山庄为首，在该地区

可以享受用种类繁多的野菜精心制作的野菜料

理。

荞麦面
TAMA地区有很多荞麦
面的名店。各家店的荞

麦面除了水好，还体现

出店主的各种考究之处

鱼
推荐将TAMA的鱼简
单地加盐烤，然后直接

品尝其美味

豆腐
有很多以传统方法进行

手工制作的豆腐店。具

有彰显大豆美味的浓厚

香味

茶
在Mizuho-machi等
种植的东京狭山茶。甜

味和涩味的平衡良好

咖啡
在TAMA的咖啡馆喝
的咖啡里也能感受到水

的美味

清酒
采用大米、水、酒母和

酵母酿造的清酒，显著

地体现出水的美味

魔芋
还是一种受欢迎的健康

食品。有生鱼片魔芋和

田乐等很多种类

在谈论TAMA的饮食文化时，不可或缺的是一个“水”字。

在TAMA地区，以多摩川及其支流秋川这两大河流为主，有很多河

流在此流过。河里的水已经过了叫做“大山”的天然过滤装置的处理。

因此，流经TAMA的河水透明度非常高，优良的水质也是久经考验

的。住在TAMA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感恩于TAMA的水所赐予的恩泽，

孕育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饮食文化。这就是为什么TAMA的特色美

食和当地特产中很多与好喝的水有关，如清酒、魔芋和豆腐等。

在深入了解TAMA的饮食文化时，另一个关键字是“山”。植物繁茂

的TAMA的山是食材的宝库。当春季到来积雪融化时，新芽会竞相

萌发，秋季则会迎来收获的季节。在四季的大地中孕育的野菜和蘑菇等，

都是在TAMA要品尝的代表性食物。

百合根
百合的根部具有很高

的营养价值、自古以来

作为药草受到重用

楤木芽
被称为“野菜之王”。

是五加科植物楤木的
新芽

九眼独活
口感好、香味浓郁。生

吃煮食都很美味

荚果蕨
润圆的形状十分可爱。

颇有几分黏滑的口感

水菜
具有收获时间较长（春

季至秋季）的特点。

清爽可口

蜂斗菜的茎
是略微带苦味的野

菜。经常作为天妇罗

或煮着食用

芋头茎
薯类的叶柄，新鲜的

状态是鲜红色。具有

清脆的口感

9



1 从御岳山看到的日出美景别具一格 2 利用御岳山的
御岳山缆车登山 3 武藏御岳神社。现在的前殿兴建于
1700年 4 位于武藏御岳神社境内最深处的大口真神社。
用于供奉“御犬样（狼）”，这里的狛犬（守护神社的石兽）
指的是狼 5 武藏御岳神社的绘马也画有“御犬样”

T A M A 地区至今仍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以御岳山的山岳信仰为首，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包括节日庆典、

日常生活、甚至路边寻常风景等在内的，已在城市中逐渐流失的日本原有景观。

感受 TAMA的群山释放的神秘力量吧

对于切身感受着群山环绕所带来的恩惠和威胁的日本人来说，大山

是崇拜和敬畏的对象。所以自古以来对于日本人来说大山是神圣的

存在，他们心里有根深蒂固的“山岳信仰”。耸立在Ome-shi的御

岳山也是被信仰的大山之一。作为代表关东的圣地，长久以来受到

人们的崇拜。

屹立于山顶的武藏御岳神社是其象征性的存在。据说创建于公元前

91年，于 736年由行基和尚在祈祷东国镇护时祭祀了藏王权现的

佛像，由此可见日本人对大山充满敬畏的历史。山岳信仰在镰仓时

代（1185-1333）以后得到普及，受到更多人的崇拜，有很多隐居

在山中进行瀑布修行（被瀑布击打以净化身心的修行）等修验道的

修行者来访此地。江户时代（1603-1868）平民的参拜也有所增加，

参拜道路上林立着为参拜者提供的住宿设施（斋馆），据说曾经十

分繁荣。

即使是已成为登山好去处的今天，御岳山的神圣气氛依然浓厚。让

我们一边联想着古人的信仰，一边进行参拜吧。

灵地

1

2

3

5

4

TAMA
RETRO CULTURE

6

13 在Hinode-machi的“平井祭”上展现传统
艺术“凤凰舞” 14、15和16 9月份在Akiruno-
shi市举办的“秋留野三大祭” 14 二宫神社例大
祭 15 正一位岩走神社例大祭 16 阿伎留神社例
大祭

6 在斋馆祈祷的场面。
气氛庄严肃穆、身心

振作抖擞 7 斋馆的客
房。窗外御岳山的美丽

风景尽收眼底 8 在神
圣的绫广瀑布（Ome-
shi）进行瀑布修行的场
面。可在斋馆或武藏御

岳神社接受瀑布修行

9 用江户时代后期建造的富农的房屋改造而成的耕心馆（Mizuho-machi） 
10 广德寺（Akiruno-shi）的山门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建筑 11 在山区风情荡
漾的秋川上架起的小和田桥（Akiruno-shi） 12 默默地守护着路人的道祖神

在天空的村落

住在斋馆体验瀑布修行

如今在御岳山，瀑布修行等修验道的文化依然

得到传承。参拜道路上林立的斋馆曾经是修

验道修行者的旅馆，但现在一般游客也可以留

宿。因为斋馆的主人也是武藏御岳神社的神职

人员，如果留宿，可以请其帮助驱除妖魔、祈

祷或接受瀑布修行等。

气氛热烈

TAMA祭

还推荐您感受 TAMA 地区自古以来流传下来

的节庆的气氛。在热闹的众人呼声的回响中，

豪华绚丽的神轿和彩车竞相在街上游行。传统

所具有的十足魄力让人为之倾倒。

在日本的原有景观中漫步

在 TAMA 地区，可以看到恬静的山区风景和

向世人讲述生动历史的建筑物。出产水稻及农

作物的田地、伫立在路边的守护神“道祖神”、

雄伟的山门和将老民房改造而成的文化设施

……。这里有很多让来访的游客们内心感到温

暖的美丽风景。

6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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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4

16

16

13

茅草屋顶的山门

身心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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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足勇气跳进瀑布潭 !
2 在波涛汹涌的水流中勇往直前
3 TAMA的瀑布是天然的滑水道

在 TAMA的溪流中
尽情玩耍

TAMA地区水量丰富的溪谷较多，可以尝试挑

战峡谷探险（４〜10月）。这是一项不使用特殊

的道具或器材，只身在溪流中漂流而下的活动。

请您尽享与TAMA魄力十足的大自然融为一

体的乐趣吧。

3

1

2

瀑布

在放眼望去自然风光无限的 T A M A 地区，

有多种多样可以全身心来感受的活动。充满了很多在城市中无法体会到的乐趣。

TAMA
ACTIVITY

4

4 还有很多可以钓到虹鳟和真鳟的垂钓地点 5 Ome-shi的御岳溪谷是抱石的
好去处 6 御岳溪谷也是有名的独木舟的圣地 7 设有多处徒步旅行和跑步用的
路线 8 挑战惊险十足的漂流。由于冰雪融水流入而河水流量增加的早春是最佳
季节 9 在TAMA的大自然中清爽愉快地骑自行车 10 Akiruno-shi市还有可
以体验骑马的马术俱乐部

无论是森林、岩石区、瀑布还是河流，

到处都是您的游乐场

TAMA的自然具有让来访者心情豁然开朗的力量。对于平时觉得“不

想弄脏衣服”或“有危险怕受伤”而避开的活动，让人也不由得想去

挑战一下。为了能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 TAMA提供了许多可以亲

近大自然的活动。

您可以去森林里远足或徒步旅行，同时让心灵也接受美丽森林的疗愈。

或者前往水资源丰富的TAMA的水边，以溪流垂钓为首，体验独木

舟、皮艇、惊险十足的漂流和峡谷探险等多种娱乐项目。从初学者和

孩子们也能轻松游玩的活动到面向高级游客的难度较高的活动，玩

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当您尽情地活动身体之后，再到河边搞个烧

烤如何？

TAMA丰富的大自然
玩法无穷无尽

对于想要轻松亲近大自然的人，推

荐远足和钓鱼等活动。对于想要感

受大自然强大力量的人，可以尝

试挑战抱石和漂流等。如何享受

TAMA的大自然，完全由您自己来

决定。

4

5

6

So Wild!

河流

岩石

9

7

8

10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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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新绿环绕的奥多摩湖（Okutama-machi） 
5 拂泽瀑布（Hinohara-mura） 6 日原钟乳洞
（Okutama-machi）是关东规模最大的钟乳洞

7六道山公园（Mizuho-machi）100棵山樱
花树 8被红叶渲染的秋川溪谷（Akiruno-shi） 
9大约40万朵郁金香争相盛开的根Garami前
水田（Hamura-shi） 10盐船观音寺（Ome-
shi）有1万7000株杜鹃花盛开 11梅岩寺
（Ome-shi）的枝垂樱 12和13桧原都民之森
（Hinohara-mura）的半钟蔓（12）和北萱草（13） 

TAMA美丽的四季

被群山环绕的TAMA四季非常分明。有春天

的新绿，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景，还有以鲜艳

的色彩告知人们四季变化的花卉……。随着季

节变迁而不断变化的风景也是TAMA的魅力

之一。

壮阔的景观

令人叹为观止

在TAMA地区有许多能够直观感受大自然宏

伟魄力的景点。岩石与清澈溪流间的散步道、

广阔无垠的水坝湖、水花四溅的名瀑布、神秘

的钟乳洞……。美丽的景观会让观者不由得为

之倾倒。

可以从瀑布深潭
近旁观赏名瀑布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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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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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快感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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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7

8

美丽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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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东京市中心出发只需 2个小时，就可到达有雄伟的山峦林立和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山区

您是不是认为“东京”是一个充满高层建筑和最新电器产品的城市？

其实并非如此。向东京都西部延展的TAMA地区，保留着田园般的

风光和丰富的大自然，让人不禁怀疑“这的确是东京吗？”。宏伟的

群山和深深扎根的参天巨树、奔涌的河流和美丽的溪谷，还有不由

得让人感到怀恋的田园风光……。这是一个从东京市中心乘坐电车

或开车2个小时就可到达的自然天堂。

1 奥多摩古道上的Shidakura桥（Okutama-
machi） 2 绫广瀑布（Ome-shi） 3 御岳山岩石
花园。有长满青苔的岩石和清澈的溪流，景色美丽

（Ome-shi）

轻松拥抱大自然

TAMA地区有很多登山道路和徒步旅行的路线，

可以与宏伟的大自然亲密接触。御岳山岩石花

园（Ome-shi）是登山初学者也能轻松前往的

好去处。夏季也很清凉，令人神清气爽。

爽快感超群！

2
3

1

TAMA地区还是能够见证日本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历史的地方。

日本国土面积的约三分之二是森林，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森林大

国之一。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自古以来大自然就是非常熟悉的存在。

一方面感谢大自然所带来的恩惠，时而又要与大自然的威胁作斗争，

日本人始终与大自然紧密生活在一起。在TAMA地区的风景中，如

今也随处可见先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智慧和窍门。

桥下有极具
魄力的绝景

※本刊物刊登的地名为-shi=市、-machi=镇、-mura=村

被美丽的绿色和水环绕的 T A M A 地区。这里的风景会让您感受到许多惊喜和感动。

请尽情投入 T A M A 大自然的怀抱，度过难忘的美好时光吧。

TAMA
WONDERS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