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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語

一机在手，玩转岐阜

■岐阜信息导航的使用方法

岐阜·信息导航
这是一个由岐阜历史名人和特色动植物

担任“岐阜向导”，为大家介绍岐阜魅

力的手机网站。

骑自行车，轻松环游

岐阜市内出租用自行车
市内设有出租站点，

以一天 日元的价格出租自行车

以该卡通人物

为标志

▶详情请输入导航号码100!

R

▶详情请输入导航号码550!

斋藤 道三 川端 康成 花子 长良川的鱼鹰匠 龟姬

租 金◆ 日元／ 天 次
（最多连续租借两天）

返还方法◆返还到任何一个出租站点即可
（参照各个站点的营业时间）

※借出时请进行登记！

岐阜公园
出租用自行车站点

TEL：058-264-4865
时 间： ～

（ ～ 月是到 为止）

休息日： ～

岐阜公园
综合咨询处

出租用自行车
站点

出租用自行车
办事处

岐阜站南口
出租用自行车站点

TEL：090-5875-3196
时 间： ～

（ ～ 月是到 为止）

休息日： ～

岐阜站南口
停车站

岐阜站加纳口

出租用自行车
站点

出租用自行车
办事处

鱼鹰捕鱼观光船码头
出租用自行车站点

TEL：058-262-0104
时 间： ～
休息日： ～

鱼鹰捕鱼观光船
办事处

长良川

出租用自行车
站点

出租用自行车
办事处

岐阜市政府南办公楼
出租用自行车站点

TEL：058-266-1377
时 间： ～
休息日：市政府假日
（每周六、周日、节假日以及 ～ ）

岐阜市政府
南办公楼 出租用自行车

站点

出租用自行车
办事处

寻 找1 读 取2 感 受3

寻找市中心设有的

景点标示牌上的

编码

用手机读取，

登陆网站

跟随“岐阜向导”的详

尽解说，能够更加深

刻的感受岐阜魅力。

　

※岐阜·信息导航以及拿着手机的织田信长的卡通形象是岐阜市的注册商标。　※ 编码是电装 股份公司的注册商标。

岐阜·市内
出租用自行车信息

岐阜市手机网站
岐阜·信息导航

游
金華山・岐阜公園周辺

岐阜城 柳ケ瀬

この城は、斎藤道三の孫龍興を破り
手に入れ、稲葉山城と呼ばれておった
のを中国の故事にならい、岐阜城と改
め天下統一の足掛かりとしたのじゃ。

ぎふ・いざないびと

織田 信長

柳ケ瀬周辺

昔、柳ケ瀬付近は一面の沼地だった
そうです。明治時代になり人が住み始
め、この付近の川岸に柳の大木が生
い茂ったところから、柳のある瀬「柳ケ
瀬」となったそうです。

ぎふ・いざないびと

岐阜まちなか博士

“岐阜·信息导航”上只有日语文字解说·声音解说。只有能够读取 编码的机型可以利用。

长良川鱼鹰捕鱼博物馆出租用自行车站点
预定 年 月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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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织田信长公史迹路线 1寺庙和花子路线 5

是江户幕府维修的五大街道之一，连接江

户（现东京）和草津，经东海道，到达大津

和京都。岐阜市内有因加纳城而发展起来

的城市加纳驿站和长良川右岸的因渡船而

发展起来的河渡驿站。

中山道

这是在中山道的驿站街，规模仅次于高崎

驿站的大驿站，也是加纳城的城邑。从东

到西分别是留有路标的八幡町和安良町、

保留着古街的柳町、新町、仍有路标的南

广江和本町。

加纳驿站

中山道路线 8

加纳城下路线 9

繁荣路线 7

观赏川原町和长良川鱼鹰捕鱼路线 2

是位于岐阜公园最北侧，具有织田信长时代建筑风
格的咨询处。此处设有市中心咨询处，出租用自行
车办事处，餐饮中心，特产店等设施，是一个供大
家休息放松的场所。

开放时间/9：00～18：00（12月～2月是17：00为止）
闭馆日/餐饮中心，特产店：元旦
 咨询处：12月29日～1月3日

岐阜公园综合咨询处D-2

织田信长灭亡斋藤龙兴，占领美浓后，将此处作为供奉祖先
灵位的寺庙保护起来。据说，寺院正殿的“血天棚”--带血迹
的板，是来自于关原之战的前哨战时，被攻陷的岐阜城的地
板。上面留有织田秀信（信长的孙子）的家臣切腹后留下的血
迹。这里还有敬奉织田信长和织田信忠父子的祠堂。

开放时间/9：00～17：00（11月～2月是16：30为止）
票价／成人 150日元  儿童 100日元　电话／058-231-2613

崇福寺D-1

是祭奠《盗国故事》主人公斋藤道三的墓

碑。以前曾在崇福寺的西南处，因长良川

的泛滥被冲毁，江户时期由常在寺的住持

把它迁移到此地。

道三冢C-1

1930年，在此处修建了水源地的引擎室
和水泵室，2002年改引擎室为“水资料馆”。
1985年，岐阜市被评为“美味自来水之
都”,2001年被列为日本有形文化财产。

咨询处电话/镜岩水源办事处
 电话： 058-263-1177

水资料馆（镜岩水源地）E-2

碑上刻着“鲜美无比的长良川香鱼醋丝”。

该诗表现了芭蕉在等待鱼鹰捕鱼时品尝的

香鱼醋丝无与伦比的美味。

松尾芭蕉的诗碑（神明神社）D-1

道三公·信长公的城下市街路线 3

是镰仓时代，二阶堂氏筑的山城。在被斋藤道

三占居时，称稻叶山城，以织田信长统一天下

的起点而闻名。现在的岐阜城是1956年修复
的，从天守阁可以把浓尾平原一望无垠。城内

有史料展示室。另外还能观赏到夜景全景（期

间限定）。

岐阜城

开放时间：8：30-17：30 
 全年开放（ 10月17日-3月15日 9：30-16：30、3月16日-5月11日  9：

30-17：30）夜景的全景开放有时间延长
票价：成人200日元  儿童100日元  电话：058-263-4853

E-2

展出和收藏着岐阜市出身的著名画家兄弟加藤

荣三和加藤东一的作品。

开放时间：9：00-17：00  （入馆时间是16：30为止）
闭馆日 /  每周一（若为节假日则开馆），节假日的第二天，

年末年初（12/28—1/3）
票价： 成人 300日元  儿童 150日元
电话： 058-264-6410

《鱼鹰捕鱼（最后一幕）》 作者 加藤荣三 
加藤荣三·东一纪念美术馆收藏

加藤荣三·东一纪念美术馆D-2

位于岐阜公园东侧山腰间的红色之塔，在

大正6年（1917年），为大正天皇盛典纪念
事业而建成，用的是当时的旧长良桥的木

材。据说此地是由日本画巨匠川合玉堂所

选定的。

 三重塔D-2

位于岐阜公园内。是织田信长建造的岐阜

城的居馆遗址。土垒状的遗迹和巨石通道

等是通过整修而复原的。为了弄清居馆遗

址的全貌，现在正在进行挖掘调查。照片

上显示的是位于居馆最里面的一块地基。

根据目前的调查可以推测出在那里曾经有

过一间茶室。

织田信长居馆遗址E-2

是以岐阜市为主的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体验再现的

战国时代的市场面貌，您可以从中了解岐阜的历史。

开放时间：9：00-17：00  （入馆时间是到16：30为止）
闭馆日 /  每周一（若为节假日则开馆），节假日的第二天，

年末年初（12/28—1/3）
票价：  成人 300日元  儿童 150日元  （特别展时别价）
电话：  058-265-0010

岐阜市历史博物馆D-2

是由给岐阜蝴蝶命名的“昆虫翁”名和靖在1920年
建立的昆虫博物馆。馆内有昆虫18000种和标本
30万余个。建筑物是由武田五一设计的，并已成为
‘登录有形文物’。

开放时间：10:00-17:00   （暑假期间9:00-18:00）
票价：成人500日元   儿童400日元
电话：058-263-0038

名和昆虫博物馆D-2

碑上刻着“但愿长居此，直到藜成杖”。

这是1688年芭蕉逗留于妙照寺时，赠送
给住持已百的诗句。表现出了他希望长住

于此，直到庭院里的藜草长到能够做成拐

杖的心情。

松尾芭蕉的诗碑（妙照寺内）D-3

碑上刻着“周遭的一切，清凉的一片”。芭

蕉受到油商贺岛善右门卫的邀请，来到玉

井町附近位于长良川边的水楼做客。这是

他当时吟诵的诗句，表现了长良川景色之

秀美。

松尾芭蕉的诗碑（十八楼内）D-2

在此祭祀着平定此地的第12代景行天皇的哥哥
五十琼敷入彦命等。据说，此神社曾位于金华山

的北侧山腰的丸山上，后来斋藤道三把它迁移到现

在的位置。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岐阜庙

会”中，彩车和神轿在市内游行，晚上则在盛开的

垂樱下举行庆祝活动。

伊奈波神社D-3

1924年竣工，1966年以前是县厅，现在
是岐阜县岐阜综合厅。在厅内，有画着飞

騨阿尔卑斯山，长良川鱼鹰捕鱼和养老瀑

布的彩色玻璃及大垣市赤坂的大理石等，

漂亮的装修和建筑是它的魅力。

预定2013年3月闭厅

岐阜综合厅（旧岐阜县厅）C-3

是祭奠织田信长的妻子浓姬的墓。本能寺

政变时，家臣把浓姬的遗发带到此地埋葬。

位于西别院东，不动町的大树下。

浓姬之墓C-3

据说是1603年由本愿寺第12代准如上人创立
的。创建时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现存的正门，

是岐阜县重要的文化财产，是于1756年修建
的。正门的大柱前后是立着四根小柱的四脚门，

屋顶是用瓦修葺的九脊殿式，是全部由榉木所

制，是这类样式中少有的大型建筑。雕刻等十

分具有时代特色，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西别院B-3

据说原在瑞穗市的美江寺，后由斋藤道三

为稻叶城下的繁荣而移到此地。正尊的

十一面观音立像是国家指定重要文物。每

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这里举行迎春
的“美江寺节”。

美江寺观音C-3

是花子的孙子上过的小学校。接送孙子上下学成为

花子晚年的乐趣。为让学生了解生前的花子，在校

内还展示着高村光太郎在1927年访问花子时的感
谢状（复印件）。另外，校园内有200年树龄的大树，
被移植至校外后，也仍然守护着孩子们。

明德小学2012年3月闭校。

明德小学和中国水胡桃大树C-4

这古刹是与土岐氏有关联的、经历了美浓·尾张最
繁荣的时期。现在寺内还有数个小寺。在门后有古

代厚见寺的塔的基石。另外，在寺内还有战国时期

的美浓国知事土岐成赖、知事代理斋藤妙椿和通

过妙椿的援助建造了瑞龙寺的悟溪国师的坟墓。

（通常不对外开放）

瑞龙寺D-4

江户时期，是一条从岐阜町至爱知县稻泽市，途经

加纳、笠松、一宫以及美浓路的分岔口，约26公
里的街道。把鱼鹰捕到的香鱼发酵加工后，利用此

街道用4 至5 天的时间送到江户（现东京）。因此，
称此道为寿司街道，也叫香鱼寿司街道。尾张藩修

建街道并在一宫建造旅店，此地曾有松树林荫道。

寿司街道（尾张街道·岐阜街道）

江户时期小有名气的相扑运动员镜岩浜

之助之子第二代镜岩为反省自己的恶行，

建造了茶馆和“挨打坊”。为赎罪，在“挨

打坊”让旅行者打他。现已移到加纳的妙

泉寺内。

茶所（茶馆）的路标和镜岩的石碑D-7

在这里时装精品店，咖啡馆，旅店，食品

店等鳞次栉比。夜晚，则变身为个性十足

的酒吧一条街。新旧不同业种交融，形成

一种独特的氛围，能让人体会到混搭的乐

趣。

玉宫町一带C-5

在此神社内，祭奠着被供奉在伊奈波神社

的五十琼敷入彦命的夫人渟熨斗姬命。她

也是被供奉在橿森神社的市隼雄命的母

亲。照片为每年11月举行“金神社秋季庙
会”时的样子。

金神社C-5

是岐阜市的商业中心。1888年在此建设
了金津烟花巷，而后，有轨电车开通，随

即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娱乐街和商业街之

一。1966年，凭借歌唱家美川宪一唱的“柳
之濑布鲁斯”而闻名全国。

柳之濑一带C-4

这里是为了提高市中心的便利性和魅力指数而设立

的信息交流平台。除了有休息站，洗手间，儿童游乐

区之外，来客还可以通过广播，传单及向导员了解各

种资讯。这里也可以用来开展各种活动及举行作品

展览等。爱心驿站还有更多的魅力等着您来发掘。

闭馆日 /每周四 ，年末年初（12/28—1/3）

柳之濑爱心驿站C-4

是信长开设集市以来繁荣至今的市街，1911年，
美浓町和岐阜市之间电车开通后，作为起点，曾非

常热闹。昭和初期，身高138厘米的花子曾在美
殿町的木屐店订做了木屐和布袜。此地也是岐阜

出身的日本画家加藤荣三和加藤东一两兄弟的出生

地。现在人们熟知的有煤气灯和社交路。

美殿町一带C-4

这条河从JR岐阜车站流往东南方向．曾
经水如泉涌．有细鱼等鱼栖息。现在，岸

边樱花树林立，作为市中心的绿洲而备受

市民青睐。

清水川C-6

关之原战后，随加纳城的新建，作为守护

神迁移到此地，是历代城主信仰的神社。

随着街道的发展，参拜的百姓也逐渐增加，

现在仍然是市民经常参拜之地。

加纳天满宫C-6

是加纳城西侧的刀形外护城河。从原加纳

町公所的南面延伸到内城的西面，以泉水

为水源。在护城河的西侧，曾是武家住宅，

现仍存有石墙遗迹。护城河已被填埋，现

只留有暗沟可以追忆。

长刀护城河C-6·7

在加纳藩时代，自永井氏带来伞匠以后，和伞逐渐
演变成为加纳的特色产品。并发展成为远销江户
等地，驰名全国的大产地。这里曾经遍地皆是伞店
及伞匠的工厂，直到二战结束后。但现在，仅有极
少数的和伞制造商得以保留下来。至今还保留着
晾晒各式色彩斑斓的和伞的传统，有时候还能看
到这一壮观景象。

加纳的和伞

文学之路路线 ～追寻松尾芭蕉·川端康成足迹之路线～ 4
请参看《跟着故事游岐阜》中的“松尾芭蕉和各务支考”“探访川端康成的《初恋》地”

寿司街道路线 6
请参看《跟着故事游岐阜》中的“尾张藩士去岐阜出差—寿司街道”

江户时期，统治岐阜町的尾张藩曾委任此

所加工发酵香鱼。现在已是民宅，没有遗

迹。左图描绘的是香鱼寿司的制作方法。

这种香鱼寿司也作为贡品献给幕府，供其

享用。

寿司加工所原址D-2

《长良川香鱼寿司图卷（腌制中）》 收藏于岐阜市历史博物馆

在JR岐阜车站附近有信息文化
交流中心Heartful Square G
和Active G,岐阜都市塔大厦
43等，在名铁岐阜车站附近则
有岐阜Loft，ECT等诸多设施，
供大家享受购物、美食和学习

的乐趣。在JR在来线站前广
场中，岐阜车站北口被评为日

本面积最大的站前广场。以此

为中心，这里被命名为“绿之

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JR岐阜车站一带C-4

是1183年建造的寺院。寺内曾形成街道，留有织田信长
颁发的集市“公告”和信长寄送的钟等。在“关之原”战斗

中投降的岐阜城主织田秀信（信长之孙）在此寺削发。另

外，小说家直木三十五的文学碑也立在这里。

圆德寺C-5

《集市的公告》收藏于园德寺

是由建筑家武田五一设计的。是1926年
建造的钢筋混凝土二层楼。这种建筑物当

时还很稀有。是以油伞和文教而繁荣起来

的加纳町的象征。

原加纳町公务所C-6

竣工时的加纳町公务所

是鱼鹰匠用鱼鹰捕鱼的传统捕鱼方法，具有1300
多年历史。捕鱼期是每年的5月11日到10月15日。
是岐阜市代表性的观光资源之一，松尾芭蕉和卓别
林等名人也曾观赏过。把这种捕鱼方法传播至今
的长良川鱼鹰匠的正式名称为宫内厅式部鱼鹰匠。

预约咨询电话： 岐阜市鱼鹰捕鱼观光船办事处
 电话：058-262-0104

长良川鱼鹰捕鱼

位于岐阜公园和川原町一带的中间，适于

在漫步街道时稍作休息。这里繁花似锦，

绿意盎然，还能够眺望到金华山上的三重

塔和岐阜城。是一个让人豁然开朗，心旷

神怡的空间。

川原町广场D-2

是一条从岐阜县郡上市高鹫的大日岳流入

到伊势湾的清溪，全长166公里。入选“名
水百选”的这条美丽的河流，和金华山一

样，是岐阜的象征。

长良川

是有名的格子门窗林立的具有古老风貌的

街道。在江户时期，此地是长良川的繁华

街道。现在有点心老铺和民居小店等，是

越来越受人们喜欢的观光景点。

川原町一带D-2

在进行鱼鹰捕鱼的长良川右岸，至今仍是

渔夫和鱼鹰的生活地。在那里，您可以见

到鱼鹰，可以与渔夫进行交谈。

鱼鹰捕鱼之乡E-1

是持有传统和式船只特色的鱼鹰捕鱼观光船的建
造场所。经验丰富的造船匠不依靠设计图纸，光凭
自己的技术建造船只。建一艘观光船需要大约半
年的时间，一年也只能建成两艘。这里也为游客展
示鱼鹰匠曾经使用过的捕鱼船。

参观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6：00
 （周末及节假日请事先咨询）

鱼鹰捕鱼观光船建造处D-2

正法寺内的大佛。建造于江户时代，作为干漆佛

被誉为日本之最，此佛也称“竹筐大佛”。境内的大

佛香芳苑内可以品尝来自中国的素菜料理。

开放时间：9:00-17:00   每天开放
票价：成人200日元   儿童100日元
电话：058-264-2760

岐阜大佛（正法寺）D-3

是土岐守护（现相当于知事）的代理斋藤妙椿建造
的。据说，因故斋藤道三来此寺，之后，开始了对
美浓国的统治。此寺也是吊唁斋藤道三等三代统
治者的寺庙。

开放时间： 9:00-17:00（4月—10月），10:00-16:00（11月-3月）
票价：成人150日元   儿童100日元
电话：058-263-6632

常在寺D-3

《斋藤道三肖像画》 收藏于常在寺

现在金华地区的很多路，与16世纪战国时代基本
相同。这张照片上的今町的道路也曾出现在江户时

代初期的绘图上。岐阜城面朝金华山脚下的居馆。

从带有木制屋顶的墙壁和仓库的间隙之间可以尽情

享受这超越时空的景致。也能隐约看到梶川护城

河等水路。

从岐阜町仰望岐阜城D-2

花子本名太田久（1868-1945），雕刻家罗
丹的唯一的日本人模特，她的坟墓在净土

寺的一角。以花子为原型的作品现在还展

示在JR岐阜站的文化交流据点Heartful 
Square G的二楼。晚年住在柳之濑东面
的西园町。2004年立碑在本寺院内。

净土寺  花子的墓和碑D-4

御薗的朴树是生长在御薗的集市里，被公认为集市
之神的树。当年织田信长立下公告，赐予了御薗开
设集市的权利。这棵树就是该集市的象征。在橿森
神社祭奠着市隼雄命。其父是五十琼敷入彦命（伊
奈波神社），其母是渟熨斗姬命（金神社）。被视为
美园町的土地神。同时，也以保佑人们家庭美满，
缔结良缘，学业有成，安胎顺产等的神灵广为人知。

御薗的朴树·橿森神社C-4

明治时期，作为篠之谷庭院而建造的，后

来移交给了岐阜市。每年2月中旬到3月
下旬，有50种以上的梅花盛开，有来自县
内外的游客在这里赏梅，是别具一格的梅

园。在这里有岐阜特产的酱串豆腐。

梅林公园D-4

关原之战后，为防备丰臣方的攻击，德川

家康发出筑城命令，在城遗址上修建此城。

自奥平信昌起、大久保氏、户田氏、安藤氏、

永田氏曾相继入住，直至明治时期。内城

遗址现是国家指定史迹。

加纳城迹C-7

《复原加纳城的3D计算机图形》岐阜市教育委员会

初代加纳藩主奥平信昌的正室龟姬是德

川家康的长女。此地曾是她的下榻地，

随后建立了光国寺。龟姬火化后的坟地

也在这里。

光国寺C-6

《龟姬肖像画》收藏于光国寺

是由本地的人们在芭蕉逝世82周年时建
造的。位于慈恩寺的小庵内，高57厘米。
它是由杉木制成的嵌木工艺品，它既富有

质感，又绞理清晰，说是仅次于伊贺上野

的俳圣殿的芭蕉像。

 慈恩寺内的芭蕉木像C-4

这个地方，地处金华山下，能够眺望到长

良川上鱼鹰捕鱼。在这里有松尾芭蕉的诗

碑和川端康成的文学碑等。“篝火之像”是

川端康成与恋人的石像，仿佛至今仍肩靠

肩在一起欣赏长良川上鱼鹰捕鱼的篝火。

名水小公园D-2

安良町路标南侧加纳大桥上镶嵌的图画

中山道和国道157号线的交叉路口的图画

※照片由岐阜市、（财团）岐阜观光会议协会等提供。

交通机关 ·假日诊所

●岐阜市观光咨询处（JR岐阜车站2楼）

　 岐阜市橋本町1丁目10  3058-262-4415

●岐阜公园综合咨询处
　 岐阜市大宮町1  3058-264-4865

●岐阜市鱼鹰捕鱼游览船办事处
　 岐阜市湊町1-2  3058-262-0104

●金华山索道
　 岐阜市千畳敷下257番地  3058-262-6784

●柳之濑爱心驿站
　 岐阜市柳ケ瀬通2-17  3058-216-0371

●岐阜观光会议协会
　 岐阜市神田町2-2  3058-263-7291

●岐阜市长良川温泉旅馆协同组合
　 岐阜市長良福光2610-4  3058-297-2122

●岐阜市周边观光出租车运营协议会
　 3058-240-7533

●岐阜市老年人就业中心（老年人观光导游）
　 岐阜市鶴田町3丁目7-4  3058-240-1245

●岐阜城市建成中心
　 岐阜市神田町5-4  3058-263-7180

观光 ·城市建设

●JR岐阜站
　 岐阜市橋本町1丁目  3058-262-4360

●名铁岐阜站
　 岐阜市長住町  3058-262-0867

●岐阜公共汽车总站（长途汽车咨询处）
　 岐阜市神田町9丁目1番地  3058-266-8822

●假日诊所（忠节桥西南）
　 岐阜市青柳町5丁目3  3058-253-7711

●假日急症牙科诊所（忠节桥西南）
　 岐阜市青柳町5丁目2-4  3058-252-2122

松尾芭蕉和各务支考 探访川端康成的《初恋》地

《小个子花子》的故事

尾张藩士去岐阜出差—寿司街道 河面上摇晃的艺术火焰

访问和松尾芭蕉等俳句诗人有缘的地方 追忆川端化为泡影的初恋，

巡游加纳的名胜

由花子生活过的柳之濑一带，走到有花子碑·墓的净土寺⋯⋯

让我们沿朝日文左卫门也走过的寿司街道，

从加纳城走到长良川

世界知名雕刻家被照耀黑夜的篝火

深深吸引，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灯光’

寿司街道一词出现

于《鹦鹉笼中记》书中，

这本是由江户时期任职

尾张藩的榻榻米奉行

（官吏）的朝日文左卫门

从18岁开始写了26年

的日记。据记载，他在

1717年8月23日（农历）

前往岐阜出差时曾走过这条寿司街道。当时他从现在的名古

屋市东区的家里深夜出发，与同事同行，途经清洲，一宫，

黑田，笠松，在加纳城欣赏了城内风景和曾经在寿司街道正

中的御薗里的朴树，随后来到岐阜。他们在岐阜做完榻榻米
实地检查工作，顺路去岐阜町奉行公所，吃过泡饭后，由七

曲路登上金华山，在此吃过烤香鱼喝过酒，从百曲路下山。

当晚观看鱼鹰捕鱼，品尝新鲜的香鱼和美酒，深夜回到驿站

又吃了冷面。第二天到长良村进行了实地检查。

朝日文左卫门好像非常爱吃，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了300

多种食品。尽管当时正是实施‘怜悯生类之令’政策中，他

还是吃野鸭、野鸡等。他在日记中还写下了藩主与藩政有关

的事，所以当时他的日

记没有公开。现在能够

赶寻他踪迹的有加纳城

遗址、御薗的朴树（橿
森神社）、岐阜町奉行

公所遗址、金华山的登

山道七曲路或百曲路，

以及鱼鹰捕鱼等等。

1569年夏天，葡

萄牙人的基督教传教

士、路易斯 ·弗洛伊斯，

关于初次访问岐阜时的

印象，他说；“岐阜热闹

得好像巴比伦一样。”在

大约400年之后的1951

年，世界著名雕刻家野

口勇所看到的“岐阜”是长良川的月下捕鱼，“鱼鹰捕鱼”那

诗一般美好的场面。

喜剧演员查尔斯 ·卓别林也为长良川的鱼鹰捕鱼的光景

所感动。河面上倒映着摇晃的篝火深深吸引了野口勇。此

时，大概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了以火焰为主题的“光亮的雕

刻”的形象。之后，他在设计新颖的岐阜灯笼时，融入了当

时的印象，在岐阜的老铺子尾关灯笼倾情创作出了一系列

称为“灯光”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展出于威尼斯 ·双年展

会上。

1954年野口勇对长良川的鱼鹰捕鱼在他的一篇短文上

是这样描写的：“长良川捕鱼不仅是夏天不可欠缺的观光资

源，同时也是一项严

肃的捕鱼行业”。和

弗洛伊斯、卓别林、

野口勇一样感受一下

灯光和纸灯笼照耀黑

夜的岐阜景色吧。

尾关灯笼

参观鱼鹰
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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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又添风景诗，辞旧迎新夜灯船

岐阜町驿站的米屋町一带

香鱼寿司

1688年6月（农历），应岐阜俳句诗人的诚挚邀请，松

尾芭蕉到歧阜做客。

“但愿长居此，直到藜成杖”

芭蕉下榻妙照寺时说到，希望能长住岐阜，直到藜长成

适合做拐杖的秋天。逗留期间，以岐阜为中心的各地俳句诗

人，在当地举办了数次赛诗会，作为对芭蕉来访的欢迎。曾

受邀去松之枝町的镇长松桥喜三郎家，看到大约一百年前的

古井，写下了些俳句。早于芭蕉的诗人斋藤德之出生于岐阜，

由武士转为文人，据说在真光寺附近有其住所。

“周遭的一切，清凉的一片”

现在的玉井町曾有过油商贺岛善右卫门的宅邸，芭蕉登

上他家的阁楼眺望长良川时，在小楼上吹来的清风中，感受

到可与中国潇湘八景和西湖十景媲美的风情而赞叹不已，并

把此楼命名为“十八楼”。

“始为清雅终感伤，渔舟漂河上”

芭蕉在左岸上观赏鱼鹰捕鱼，曾叹道：“吾实乃才疏学浅，

不知如何形容”。一个月后，为观赏中秋明月，前往信州更科。

“蕉门十杰”之一的各务支考也出生在岐阜。据说，芭蕉

的佳句“古池冷落一片寂，忽闻青蛙跳水声”是由支考普及

的。他也是在芭蕉卧病到逝世之间，一直陪在旁边的人。以

芭蕉、支考为先驱的诗社“狮子门（美浓派）现在也开赛诗会，

以此来继承芭蕉的风格。

1919年，川端康

成与伊藤初代在东京

的酒馆初次相遇。初

代是酒馆女主人姐姐

婆家即岐阜西方寺的

养女，川端在1920年

来岐阜找初代，还和

她订过一次婚。但是，

订婚不久初代就撕毁

婚约，川端的初恋无

果而终。

川端写了以岐阜为背景的一系列小说，在《篝火》一书

中也写有许多有关岐阜的场面。主人公在被称为灯笼和油伞

之街的岐阜下车，拜访了加纳的寺院（西方寺），经过加纳天

满宫、东陆桥，一直走到岐阜停车场（现JR岐阜车站）。他

和‘道子’（以初代为原型）在长良川河畔的旅馆订婚后，一

起观看鱼鹰捕鱼。

当时岐阜的纤维产业正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车站

以南还不是歧阜市，是加纳镇，1940年与岐阜市合并。川

端康成在小说中描述

了他从岐阜站穿过东

跨线桥，与初恋对象

初代相逢时的心情。

花子是近代雕刻家奥古斯迪 ·罗丹的

唯一的日本人模特儿。她出生于明治元

年，正值近代日本的黎明期。她在明治、

大正与昭和的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度过一

段艰苦的生活。她不仅沦为艺妓还离过两

次婚，正当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恰逢丹麦

的哥本哈根博览会招收舞蹈演员，于是她

应征此工作只身前往欧洲。当时的花子

34岁，从此拉开了她‘留洋艺妓，归国女

明星’的人生序幕。

——她曾有‘小个子花子’之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她

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唇红齿白的樱桃口；白里透红的肌肤；清脆甜美

的声音让人赞叹不已，是艺压群芳的‘小妇人’。

这篇文章是高村光太郎在《奥古斯特·罗丹》的最后一章＜小个

子花子＞里所写的。描述了他对花子的印象。1927年2月上旬，

因为他很想看罗丹给花子做的两个头像，

于是拜访了住在岐阜市西园町的艺妓住宿

所“新驹屋”的花子。当时花子结束了20

年的欧洲生活，隐居于此。您不想在富有

花子传奇色彩的街道上逛逛吗？

赛诗会  在妙照寺

身着演出服的花子  收藏于罗丹美术馆

持扇起舞的花子带回岐阜来的头像复制品

左边是川端中间是伊藤初代

从南边看到的东路桥遗址

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