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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现代体育的相关地

体育运动是丰富我们生活的文化资源之一。本地图所介绍

的地区将呈现现代体育是如何被引入日本和普及的历史过

程。如今我们所熟悉的棒球、足球、网球、田径、乒乓、

高尔夫、橄榄球、排球、游泳、滑雪、溜冰等体育项目其

实是从西方引入、再在日本生根发芽。体育的传播和接受，

背后可以看到制度起到的巨大作用：比如受邀而来的外国

教师和曾有欧美留学经验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宣传介绍、

体育教员培训学校 -体操传习所（之后改组为高等师范学

校）和各大学的体育会。受到外部的“竞技”运动的影响，

柔术和剑术等日本传统运动也逐渐接受了现代化，转变为

现代体育运动。本地图所介绍的地区 -御茶水到九段下，

在明治时代以后聚集了众所大学，也是现代体育的主力军、

指导者和学生交流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启程来看日本现代

体育如何在这个地区诞生、传承和发展。

通过观赛和体验来享受体育运动

今日，许多体育项目作为娱乐活动受到人们喜爱。这地区

聚集了职业棒球和格斗技等观赛设施、击球和保龄球中心

这些游乐场所、以及参与运动时所需道具的体育用品店。

通过这地图，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到体育运动的历史知识，

也可以体验体育运动的乐趣。

体验体育的理解史

这地图所介绍的景点可以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从位

于御茶水的汤岛圣堂、穿过骏河台到达神田锦町，是明治

时代现代体育的发祥之地。第二个地区是坐落着包含了职

业棒球和格斗技的竞赛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娱乐设施、

东京巨蛋的后乐园地区。第三个地区是支持了体育运动的

用品店街和为皇居慢跑者提供服务设施的神田小川町～皇

居周边地区。

1877年
（明治10年）

东京大学创立于神田锦町和本乡本富士町旧加
贺藩上屋铺遗址

1878年
（明治11年）

体操传习所（之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
文部省直属机关设立于神田一桥

1880年
（明治13年）东京 YMCA 创立

1882年
（明治15年）嘉纳治五郎创设讲道馆

1886年
（明治19年）体操传习所改组为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

1894年
（明治27年）东京 YMCA的第一代会馆开设于神田美土代町

1902年
（明治35年）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03年
（明治36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汤岛圣堂迁移到大塚

1912年
（明治45年）

美津侬商店（Mizuno）在神田开设东京分店。
斯德哥尔摩奥运。日本代表金栗四三（东京高
等师范学校学生）和三岛弥彦(东京帝国大学
法科大学校学生 )分别首次参与男子马拉松和
男子100米、200米

1917年
（大正６年）

YMCA 建设了具备日本第一个室内游泳池的综合
体育馆

1923年
（大正12年）关东大震灾

1928年
（昭和３年）

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织田干雄、在男子三段
跳项目上获得日本首枚金牌。人见绢枝在女子
800米获得日本首枚女子银牌

1937年
（昭和12年）后乐园体育场开场

1955年
（昭和30年）后乐园游乐园开园

1964年
（昭和39年）东京奥林匹克、日本武道馆开馆

1972年
（昭和47年）札幌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8年
（昭和63年）东京巨蛋开业

1995年
（平成７年） 神田运动街开设

1998年
（平成10年）长野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7年
（平成19年）东京马拉松开始

让我们一起通过城市漫步来追寻日本
“体育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御茶水站（JR总武线、中央本线、东京地铁丸之内线）

●神田站（JR京滨东北线、中央本线、山手线、东京地铁

银座线）

●小川町站（都营新宿线）

●神保町站（东京地铁半藏门、都营三田线、新宿线）

●九段下站（东京地铁半藏门线、东西线、都营新宿线）

●水道桥站（JR中央本线、都营三田线）

●“现代体育发祥地”各地点的最近车站

神田体育用品店街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神保町
WEB◉ http://www.sports-kanda.com/（神田体育用品
店联络协议会）

皇居慢跑健身者服务设施
●鹿屋运动员食堂　神田錦町本店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錦町 3-21
电话号码◉ 03-3233-1555
营业时间◉周一〜五 11:00 〜 22:00、周末 /节假日 10:00

〜 20:00
WEB◉ https://asushoku.com/

●稲荷汤
住所◉东京都千代田区内神田 1-7-3
电话号码◉ 03-3294-0670
费用◉成人 460円、儿童 180 円
开馆时间◉平日 /周六 14:50 〜 24:00、周日 /节假日
14:50 〜 22:30

日本武道馆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北之丸公园 2-3
电话号码◉ 03-3216-5100
WEB◉ http://www.nipponbudokan.or.jp/

东京巨蛋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后乐
电话号码◉ 03-5800-9999
开馆时间◉不同施設时间不同
WEB◉ https://www.tokyo-dome.co.jp/

汤岛圣堂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汤岛 1-4-25
电话号码◉ 03-3251-4606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 9:30 ～ 17:00（冬季 16:00 关门）
※周末和节假日，大成殿开放（10:00 ～关门时间）
WEB◉ http://www.seido.or.jp/

本册子介绍的主要设施和景点
都市中漫步寻觅
体育文化资源

体育运动传入日本和本地吸收
相关历史事件

日本
现代体育运动 
发祥地 
地图

5 汤岛圣堂

3 日本武道馆

4 东京巨蛋

2 皇居慢跑者服务设施

封面图是坪井玄道、田中盛业编，1888, 《户外游戏法：一名户外运动法》

中三段跳的图示。当时文中使用了“hop、step、jump”这一名称。

神田体育节期间“Funny Ball”的情景。男女老少、爱好者、甚至平时并

不喜好运动、身体不自由的都可以参与活动。

体育运动也是游戏！

走访日本
现代体育
发祥地
周游神田•皇居•后乐园
神田体育用品店街

皇居慢跑者服务设施

日本武道馆

东京巨蛋

汤岛圣堂

稻荷汤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学士会馆

Kitchen Calorie
( 卡路里食堂 )

讲道馆

日本足球博物馆

广播体操会
发祥地

鹿屋运动员食堂

belle salle Kanda

1 神田体育用品店街

东京文化资源区介绍 4 “体育运动也是游戏！

走访日本现代体育发祥地 周游神田・皇居・后乐园”

发行・询问处◎东京文化资源区

[地址 ]〒 101-0054 千代田区神田锦町 2-1

[ 电话 ]03-5244-5450  [FAX]03-5244-5452 

[ 邮件 ]info@tohbun.jp  [WEB]http://tohbun.jp/

文・写真 / Sam Holden、潘夢斐、逢坂裕纪子、柳与志夫  

设计 /Studio Pot

2018 年 9 月 25 日发行 / 4,000 册 / 双面 4 色 / 消光纸 90kg

周游神田・皇居・后乐园

东京文化资源区介绍 4 中文版



了解历史并体验

探访日本
现代体育
发祥与发展地
明治时代以后，各类体育项目从西方传入东京并

生根发芽。这里将介绍与现代体育本地化相关的

城市历史。

作为文化资源的 
体育运动

▶︎体育文化吸收和城市历史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各类体育运动，许多项目在明治时

代文明开化过程之中由欧美引入日本。棒球、足球、网

球、田径、橄榄球、拳击等发祥于欧美，在明治初期

传入日本。一些项目在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完备过程

之中，被列入“体育”这一教育科目。而以棒球为代

表的一些体育项目则获得了广泛大众的喜爱和支持。 

神田地区中有几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项目的发祥地。

这周围聚集了多所大学，这些大学促生了旧书店和体育用

品店街。此外，后乐园地区所拥有的东京巨蛋、后乐园馆、

后乐园自行车赛场等促进了体育“观”赛，同时也是诞生

了溜冰场、旱冰场、保龄球场、击球场等“参与”型运动

文化潮流的地方。另外，皇居慢跑者已经成为一现象。周

边服务于慢跑者的设施也聚集于此。现在让我们从历史角

度来逐一探索这些地区和体育文化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神田是日本现代 
体育的发祥地

▶︎学生街的形成和体育运动

现在的神田地区在江户时代，大部分是宏伟的武士阶级的

宅邸，以及依附于武士的普通老百姓的土地。这里周围曾

是旗本神保家的广大宅地，宅前的道路叫作“神保小路”，“神

保町”也由此得名。明治时代之后，武家土地上建立起了

1

2

众多学校。江户时代，作为隔火地的护持院空地（现在的

一桥道神田锦町一带）上创立了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东

京外国语大学、学习院的前身学校。随后，东北位置的神

田骏河台地区上则诞生了几所私立大学。于是形成了现在

一桥·锦町到神田骏河台这一带、坐拥多所学校的文教地区。

神保町地区也形成了面向学生群体、教科书和参考书店林

立的书店街。

▶︎外国顾问和体育运动

明治时期，作为外国顾问受聘于明治政府来到日本的外国

建筑物损毁，只有体育馆残存下来。之后的第二代青年

会馆在 2003 年土地售卖后被拆除。可以说在超过一个

世纪的时间岁月中东京 YMCA 在该地区形成了一道风景。 

东京 YMCA 在篮球和排球普及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1891 年美国 YMCA 的主事发明了积雪冬季期间也可以

在室内进行的运动 - 篮球。1895 年，排球作为篮球的

更亲民版诞生。曾担任东京 YMCA 主事的大森兵藏在北

美留学后，将篮球和排球这两项体育项目引入了日本。 

另外，1917 年 YMCA内建造了附带了日本最早的室内温水游

泳池的综合体育馆。这里传授了和传统游泳法不同的“爬泳”

等，并进一步传播到日本国内各处。许多曾参与奥运竞赛

的游泳选手都在这个室内游泳池接受训练过。室内体育馆

内还建立了日本最早的保龄球道，并举行了保龄球赛。此外，

剑术、拳击、摔跤、器械体操、壁球等当时普通老百姓并

不熟悉的体育项目也通过东京 YMCA 进入了日本。

“体育运动”=“游戏”的 
翻译词语

▶︎根据坪井玄道所翻译的“运动”=“游戏”

体操传习所在1885 年成为东京师范学校的附属校，1886 年

改组为该校的“体育专修科”。之后再次改组为东京高等

师范学校的“体育科”，现在由东京教育大学体育学部继

承，一般被认作为筑波大学体育专门学群的源流。体育运

动这一概念由师范学校的舍监坪井玄道从“游戏（Play)"

翻译而来。坪井玄道不仅将身心锻炼和健康维持作为体育

运动的目的，他同时强调了“游戏”的成分，而选择了“游

戏(Play)”作为对应的翻译词。坪井还将乒乓引入了日本。

1902 年他从英国购入了乒乓球、球拍和球网等用具，与当

时东京的体育用具制造和销售商美满津商店进行用具开发

和实验，向全国普及了乒乓球运动。

 
▶︎嘉纳治五郎和现代体育

在师范学校担任了23年 4个月校长的嘉纳治五郎，融合了

日本国内各派的柔术，创立了讲道馆柔道。讲道馆柔道排

除了在此之前作为战斗术的柔术和古武术所重视的自动反

击(当身技）和关节技。和武术的实用性分道扬镳，通过

竞技化（现代化）走向了国际舞台。嘉纳兼任了讲道馆馆

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文部省普通学务局长、大日

本体育协会（现在的日本体育协会）初代会长和亚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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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商品店街和 
体育运动文化

▶︎“运动商品街”神田

从神田小川町到骏河台下的靖国大道附近聚集了许多运动

用品店，这个现象大约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明

治末期美津浓商店的东京分店进驻神田小川町，当时道路

附近的主流是学生服装为主的西服店和旧品店。战后以

Mizuno、Minami、Victoria 为中心，半径 500 米内形成了

约 50多家店铺、世界上也少有的运动商品店街。这些商店

引领了1960 年代开始的滑雪、滑板滑雪等冬季运动潮流。

1980 年代开往滑雪场的高速巴士的发车站也设于此。

▶︎马拉松热潮和皇居慢跑

现在已经成为惯常路线的皇居地区健身跑步，起源可以追

溯到1964 年。受到同年、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上円谷幸吉摘

取铜牌的影响，举行了绕皇居外周约 5千米的“皇居一周

马拉松”。这场会事特别在于组织者是银座俱乐部和酒吧，

而选手是女招待们。到1970 年代，皇居慢跑开始逐渐成为

现象，跑步者大多为附近工作的政府公务员和公司职员。

2007 年东京马拉松开始之后，皇居慢跑渐成为风潮。现在

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一万多人绕皇居跑步。在皇居慢跑成

为现象同时，周边也开始聚集了以跑步者为对象的服务设

施、跑完后可以去一泡的钱汤（公共浴堂）、考虑营养平衡

的饮食店和放松身心的沙龙等。

5

东京YMCA 排球的场景。来源：东京 YMCA 网站。

坪井玄道，田中盛业编，1888, 《户外游戏法：一名户外运动法》中介绍了

草地网球。

竣工当时的日本武道馆。照片中可以看到远处的北之丸公园和公园停车场

一带，以及当时还留存的旧近卫师团兵营的建筑物群。

出自《改正区分东京细图》。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藏。明治 14 年时的

神田一桥到御茶水附近的地图。可以在该地图中确认开成学校、东京外国

语学校和东京师范学校。

从神田小川町到骏河台下的靖国大道附近聚集的运动用品店。

东京 YMCA 综合体育馆游泳池的练习场景。来源：东京 YMCA 网站。

教师们参与了日本现代化，在体育运动的普及上也发挥了

巨大作用。第一个将棒球引入日本的是、1871年来到日本、

于开成学校（东京大学的前身校之一）就任教师的霍雷斯

·威尔森(Horace Wilson)。1875 年从英国来到日本的弗莱

德里克·威廉·斯特利安吉(Frederick William Strange)

在东京英语学校教授英语的同时，也为田径、赛艇、棒球

等竞技运动的普及做出了贡献。斯特利安吉被誉为日本现

代体育之父，宣扬体育精神，也是将体育运动编入学校课

外活动、创立了现在日本学校的“部活”(社团活动）和运

动会的人物。乔治·亚当斯·李兰(George Adams Leland)

于 1878 年来日，作为体操传习所的教授参与了学校体操

教员培育事业。1878 年由明治政府在现在的东京都千代田

区设立的体操传习所，是日本最早的体育研究、教育机构，

以研究体育教学方式和教员养成为目的，向日本全国学校

普及现代体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京 YMCA 和体育运动

在介绍日本现代体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从1880 年作为“东

京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社会活动的东京 YMCA。东京 YMCA

一开始在银座设立了活动基地，于 1894 年在神田美土代

町建设了 YMCA 新会馆。建筑由参与了尼古拉堂设计的英

国建筑师约西亚·肯德尔担任，壮丽的红砖建筑具备了

可以容纳一千人的大讲堂。1923 年关东大震灾中大部分

位IOC(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一生投身于知识培育

和与前者一样重要的“体育”振兴。

体育运动和 
娱乐活动

▶︎后乐园球场和职业棒球

1937 年在东京炮兵工厂遗址上建造了“后乐园球场”。作

为职业棒球专用球场开设的后乐园球场，伴随着职业棒球

和东京巨人军（Yomiuri Giants）的人气，见证了历史上各

名赛和名选手。棒球赛场之外，后乐园球场上还曾举行过

使用了由新潟货物列车运送来的大量雪制造的高 38米跳台

的滑雪、大相扑、以及临时拳击台上的拳击大会。1955 年，

旁边的后乐园游乐园、保龄球场和溜冰场开业，这里逐渐

也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地方。体育以外，后乐园地区也引

领了娱乐活动浪潮。

▶︎日本武道馆

日本武道馆建设计划开始于“柔道”被采纳为 1964 年东

京奥运会正式项目之后。1964 年奥运会之前，武道馆作为

柔道竞技会场开馆。当时，以普及和鼓励日本传统的武道、

磨练身心的大道场为目的，但 1966 年披头士演唱会后，一

跃成为了音乐圣地。今天也是众多演艺人员的梦想舞台。

4

步行 UP TOKYO
东京文化资源会议挖掘东京都心北部的新魅力

东京文化资源会议是聚焦于东京都北部（东京文化资源区、

通称 UP TOKYO）丰富且多样的文化资源，通过挖掘和活用

这些文化资源、致力于再创造的产业、政府、大学和民间

企业的任意团体(2015 年 4 月创立 )。作为本团体活动的

一部分，本地图册是介绍这个地区内独特的文化资源的体

验性原创路线的系列之一。

东京文化资源区介绍系列

1　周游汤岛·神田·秋叶原

 解读江户和东京的信仰与精神文化 /2017 年 4 月 1 日发行

2　江户·东京知识的交叉路“大秋叶原”

 周游秋叶原·神田·神保町 /2018 年 7 月 25 日发行

3　江户·东京 亲水乐水

 周游上野·本乡·后乐园 /2018 年 8 月 25 日发行

※自 7月 1日公司名称更改

Google Japan G.K.

赞助

TOKYO DOME CORPORATION



日本武道馆

支持运动文化的

“体育用品店的中心地”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北之丸公园 2-3

［电话号码］03-3216-5100

约西亚・肯德尔设计的第一代基督教青年会馆。来源：东京 YMCA 网站。

写真キャプション○○○○
●○○○○●○○○○

小川町到神保町之间的靖国大道边林立的体育用品商店。

神田体育节小川广场会场的入口。靖国大道的会场也举行各类用品商店策

划的活动。

鹿屋运动员食堂。

稻荷汤。

跑步者服务站。

1 2 3
Spot Spot Spot

创立于大阪的美津浓商店（现在的 Mizuno）在明治 45 年

（1912），这里开设了东京分店。以美津浓分店开张为契机，

其他体育用品专门店也逐个进驻，也出现了从其他生意转

业为体育用品的商店。以 Mizuno、Minami、Victoria 为中

心的神田小川町到神保町的体育用品店聚集，形成了“体

育用品店的中心地”。1964 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作为体育运

动渐渐成为一项娱乐活动，每个时代都诞生了不同的流行

运动项目。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滑雪和滑板滑雪兴起，

这条街上的冬季运动专门店数量也得到增长。2000年之后，

随着对健康的意识增强和东京马拉松的开始，随着皇居慢

跑者数量激增，货架上也可以经常看到跑步用品。这里也

能找到高尔夫、棒球、足球、各类运动服等体育用品。神

田小川町的体育用品店随着各类潮流体育不断变化、发展

而来。

  推荐看点   YMCA 遗址
东京 YMCA（Yo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于 1880

皇居慢跑以绕皇居外周为路线，一周距离约 5km，高低起

伏为 25m。起始点虽然自由，利用地铁站“樱田门”、“竹

桥”、“半藏门”作为开始点的路线人气较高。推荐逆时针

方向。关于高低起伏，从樱田门到竹桥为平坦的道路，从

竹桥到千鸟渊公园则是上坡，从千鸟渊公园到半藏门则又

恢复平坦，从半藏门到樱田门则是下坡。路线的优点在于

途中没有信号灯，不需要穿马路，还可以经过樱田门、二

重门、国立剧场、国会议事堂等东京市中心的景点。皇居

的外周可以体验到护城河和周边高层大楼的对照、以及樱

田门、半藏门等江户城的遗迹。因此也是可以观赏东京历

史景观以及季节变换的路线。

  推荐看点   鹿屋运动员食堂
鹿屋运动员食堂作为 balnibarbi株式会社、鹿屋体育大学

和鹿儿岛县鹿屋市之间产业、大学、政府合作项目，2014

年开业。运动营养学为基础“从米饭、汤、10种以上的菜

中任选 3种”的组合，提供健康的餐饮。

  推荐看点   稻荷汤
稻荷汤皇位于居附近内神田，皇居慢跑时利用十分方便。

1956 年 (昭和 30年 )创业，从昭和时代就深受皇居跑步者

喜爱。一面欣赏富士山的墙画，一面泡较热的浴水，可以

放松身心。

年设立，为日本最早的基督教青年会。设立当初的活动据

点位于银座，1894 年在神田美土代町建造了由英国建筑师

约西亚·肯德尔设计的红砖 3层的“青年会馆”。在 2003

年土地售卖之前，在这里的活动期间超过了百年。综合体

育馆中有日本最早的室内温水游泳池，奥运选手们也曾在

这里参与训练。

  推荐看点   神田体育节
由神田体育用品店联络协议会组织的神田体育节起源于

1995 年。每年 10月底，运动商品店和周边大学的学生，和

体育相关人士协同举办各类活动。节日中可以参与一些轻

松的体育项目。

另外，2016 年之后，本地热心人士组织了融合了音乐、书

和体育的“Wakuwaku Festa”，会场也为神田小川町，时间

为每年10月上旬。

日本武道馆除了武道大会，也举行演唱会等演艺节目。

在田安门附近，从九段下走向北之丸的行

人。

北之丸公园中还坐落着吉田茂 (曾任日本首

相 )等铜像。

日本武道馆建设计划开始于“柔道”被1964 年东京奥运会

采纳为正式项目之后。奥运会开幕前的 1964 年 10 月 3日

开馆。现在日本武道馆所处的周边为江户时代，德川家的

御三卿、田安德川家的宅邸。明治维新后，宅邸被拆除成

为了“近卫师团”的兵营地。被称作“近卫师团”的近卫

步兵第一、第二连队为日本陆军最初的兵步连队基干，由

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组成，平时担任皇居的警卫

和仪式任务。战争期间作为野战师团之一被派往站地。从

1874 年创设到 1945 年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之间的 72年的

近卫步兵第一、第二连队的驻屯地空间，战后转变为皇居

周边的绿地。1964 年日本武道馆建成之后，1969 年作为北

之丸公园向公众开放。

  推荐看点   田安门
田安门位于皇居北侧，面向靖国大道。和面北的高丽门和

西侧的渡橹门交叉形成西方形（枡形门）。现在的门于1636

年（宽永 13年）创建，是旧江户城幸存遗迹中最古老的部分。

从近卫师团兵营地到

武道和音乐的殿堂

都内数一数二的漫步路线和

支援跑步者的服务设施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神保町

神田体育用品店街 面向皇居
慢跑者的
服务设施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周边

  推荐看点   近卫师团的遗迹
北之丸公园所处的位置曾是江户时代将军的近亲者和亲信

(谱代大名 )宅邸的土地。明治维新之后近卫兵营等陆军

相关设施设置于此。公园内和附近还可以看到一些近卫兵

营的痕迹，比如近卫步兵第一、第二连队的纪念碑、曾是

旧近卫师团司令部厅舍的东

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工艺馆等。

照片是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

能久亲王铜像（新海竹太郎

作）。



安田不动产株式会社

地址◉ 101-0054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锦町 2丁目 11番地

电话◉ 03（5259）0511（代）

URL◉ http://www.yasuda-re.co.jp/en/

作为日本大会官方赞助
支持橄榄球世界杯 2019™

和人面对面、建立美好街道

我们的企业宗旨是通过不动产贡献社会。扎根于地区的历史

和文化，传承给下一代，致力于实现“与环境共生，可以长

期居住、工作的街道”。不可以遗忘的是，创立者安田善次郎

创业以后的传统和长年累月培育的知识、妙想、品味和技术力、

以及新技术和价值的创造。以这样的“继承”和“创造”精神，

我们将持续挑战在社会和街道建立新的历史。

从大楼、大厦开发到大规模城市开发。对于所有项目，我们

的工作都从“真挚对人”开始。重视人和人之间的缘分，致

力于新的“街道创立”。再带领下一代的“街道培养”。我们

认为这才是面向未来的街道建造。

http://www.nskre.co.jp

OAK PLAZA 

（Hotel MYSTAYS 御茶水）

神田淡路町二丁目大楼

BIZCORE 神保町

兴和一桥大楼

http://www.mec.co.jp/rugby TM © Rugby World Cup Limite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继承×创造

  推荐看点   御茶水的茗溪
JR御茶水站站台面向神田川，作为关东大震灾的复兴建筑

建造的圣桥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江户时代，御茶水周围

植物葱郁，夏天是萤火虫聚集的名所。溪谷之美堪比中国

赤壁，当时的文人墨客将这里称为“茗溪”。东京师范学校

时代，神田川上还曾举行了大学之间的赛艇比赛。

  历史的一个分镜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遗迹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位置现在属于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校园。

根据明治 17年 (1884 年 )陆军测量部测绘的地图，我们可

以看到现在的医科齿科大学整体是昌平坂学问所的遗址，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旁边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

的御茶水女子大学）。 

引领者职业棒球和职业摔跤的

体育运动胜地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后乐 1-3-61

［电话号码］03-58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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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岛圣堂于 1690 年，从上野忍冈林罗山的私宅中的孔

子庙搬迁到现在的位置。德川第五代将军纲吉为振兴儒

学而设立。1797 年这里开设了幕府直辖的学问所 - 昌

平坂学问所。明治时代后，昌平坂学问所关闭之后，土

地被划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878 年在神田一桥建立的培育体育教员和指导者的体操传

习所，于 1885 年归为东京师范学校附属校，1886 改编为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专修科”后，迁移到汤岛圣堂。

嘉纳治五郎在 1893 年到 1920 年之间任高等师范学校、东

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为日本学校教育的充实和体育运

动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推荐看点   入德门
汤岛圣堂内的建筑物大多毁于关东大震灾时的火灾。1704

年建造的木造门入德门是为数不多幸存的江户期遗迹。

通往大成殿阶梯前的入德门。

从御茶水桥望向水道桥方向的茗溪。

棒球殿堂博物馆入口。职业棒球以外，馆内也介绍业余棒球和棒球自身的

历史。

起源：江户的“昌平坂学问所”

现代教育的发祥地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汤岛 1-4-25

［电话号码］03-3251-4606

汤岛圣堂

1937年在东京炮兵工厂遗址上建造了“后乐园球场”。作

为职业棒球专用球场开设的后乐园球场，伴随着职业棒球

和东京巨人军（Yomiuri Giants）的人气，见证了历史上各

名赛和名选手。棒球赛场之外，后乐园球场上还曾举行过

使用了由新潟货物列车运送来的大量雪制造的高 38米跳台

的滑雪、大相扑、以及临时拳击台上的拳击大会。1955 年，

旁边的后乐园游乐园、保龄球场和溜冰场开业，这里逐渐

也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地方。体育以外，后乐园地区也引

领了娱乐活动浪潮。

Kitchen Calorie ( 卡路里食堂 )

昭 和 25 年 (1950

年 )创业以来，半

世纪以上为神田·

御茶水周边的运动

后饥肠辘辘的学生

们提供可口食物的

老字号洋食店。名

菜是意大利面上浇

上炒牛肉和洋葱的

“卡路里烧”。

地址………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小川町 3-10 江本楼 1F

电话号码…03-3291-3266

营业时间…11:00 ～ 22:00（周日、节假日到 21:00 为止）

休息日……无休

日本足球博物馆

纪 念 2002 年

FIFA 世 界 杯 日

韩大会，日本足

球协会开设的足

球相关的展览设

施。 展 示 2002

年世界杯相关资

料和日本足球相

关历史。

地址……… 东京都文京区本乡 3-10-15

电话号码…050-2018-1990（博物馆代表）

开馆时间… 周二〜周五 13:00 〜 18:00（周末、节假日、特別开

馆日 10:00 〜）

闭馆日……周一

入馆费……成人 500 円、中小学生 300 円

WEB……http://www.jfa.jp/football_museum/

学士会馆

学士会馆以旧帝国大学毕

业生之间增进交流为目

的，昭和三年（1928 年）

建造。外墙覆盖了昭和初

期流行的刮砖。这里也可

以看到现代大学制度发祥

关于体育运动的更多景点

地和棒球发祥地的纪念碑。

地址………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锦町 3-28 

电话……03-3292-5936 

WEB……https://www.gakushikaikan.co.jp

讲道馆

1882 年嘉纳治五郎

创设的讲道馆柔道总

部。这里举办柔道练

习、段位发行、比赛

大会、讲习会、机关

杂志和书籍发行等各

类普及柔道的活动。

在讲道馆柔道资料馆

和图书馆可以进一步

了解讲道馆的历史。

地址……… 东京都文京区春日 1-16-30

电话号码…03-3811-7152

开馆时间…周一〜周五 10:00 〜 17:00（柔道资料馆・图书馆）

入馆费……免费

WEB……http://kodokanjudoinstitute.org/

广播体操会发祥地

日本的广播体操起源于1928 年、简易保险局为促进日本国

民健康制定的“国民保健体操”。之后作为“广播体操”传

播至全国各地。秋叶原站附近的千代田区立佐久间公园竖

立着“早起广播体操会”发起地的纪念碑。

地址………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佐久间町 3-21

东京巨蛋
各景点请参照地图上的★号

  推荐看点   棒球殿堂博物馆
棒球殿堂博物馆于1959 年作为日本最早的棒球专门博物馆

开馆。主要介绍和宣传日本职业棒球名选手、教练和对棒

球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功绩。馆内展出各人物肖像浮雕

以及棒球相关历史资料。

  推荐看点   后乐园馆
后乐园馆于1962 年开馆之后，提供了拳击、职业摔跤、跆

拳道等格斗技比赛场所。日本的职业摔跤比赛约半数在这

里举行，于是后乐园馆也被称作“格斗技的圣地”、“格斗

技的中心”。

  历史的一个分镜   

后乐园自行车 
竞赛场遗迹
东京巨蛋的位置也曾是“后乐园自行

车竞赛场”。1949 年为战后复兴开设

了后乐园自行车竞赛场。当时的自行

车竞赛场深受人们欢迎，赛道内侧的

场地还曾举行了足球国际比赛、格斗

技的振兴活动和汽车赛。在东京都政

府实施了废除都政府参与赌博类活动

政策之后，1973 年该自行车竞赛场关

闭。之后一段时间作为“后乐园竞技

场”，内部设有后乐园大泳池和高尔

夫大练习场。1988 年伴随着东京巨蛋

建设消失于历史之中。

东京巨蛋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