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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街道・上野闹市区

地势较高且聚集了各文化设施的“文化森林”-上野之山，

可以说是由江户幕府、寺庙和神社，以及明治新政府，较

官方的力量之下形成了今日的容貌。而地势较低的“山下”

部分，从江户时代我们却可以发现各不同背景、多元人群

交流之中形成的“闹市区”。上野广小路和不忍池边的仲

町地区延续了烟花巷的过去，现在依旧是人们游乐的地区。

铁道高架边的“阿美横丁”的历史开始于战后黑市，之后

渐渐成为各民族文化入驻的商店街。往东面的隅田川方向，

是一片以“手工艺”为特征的街区，江户・明治时期聚集

了许多工匠，现在又可以看到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设计师

的设计工房。本介绍手册聚焦于这“手工艺・购物・游玩”

的街道，并推荐几处可以感受到过往风貌的景点。

封面图《名所江户百景》, 歌川广重（初代）(1856)。江户时代的上野—

御徒町作为宽永寺寺门前的街道，一直热闹非凡。

上野的繁华街到东京的手工艺中心

这条路线从上野之山往东行进，沿途可以感受从江户时代

到现今的各类不同商业种类的变迁。首先我们从上野广小

路出发，绕不忍池和拥有烟花巷过去的仲町地区一圈，再

于高架两侧的阿美横丁体验战后的黑市。从这里再往东，

我们进入临隅田川的藏前地区。这里继承了工匠文化的过

去，最近又作为年轻设计师的活动据点而闻名。往北靠近

浅草的路线，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日常和手工艺的

“下町文化”。南边的藏前站附近聚集了许多年轻人经营的

新店。这条路线周围，聚集了“手工艺・商业・娱乐”的要素，

请随意挑选景点、设计和享受自己的行程。

探索上野的
手工艺・商业・娱乐文化
发展史

● 上野站（JR山手线・京滨东北线・常盘线等、东京地铁

银座线・日比谷线）

●上野御徒町站（都营大江户线）

●御徒町站（JR山手线・京滨东北线）

●浅草桥站（JR总武线、都营浅草线）

●田原町站（东京地铁银座线）

●“上野闹市区”附近主要车站

东京文化资源区介绍 5 中文版

广小路・仲町地区

●铃本演艺场（台东区上野 2-7-12）

●江户上野广小路亭（台东区上野 1-20-10）

●落雨协会（黑门亭）台东区上野 1-9-5）

●仲町大道（台东区上野 2）

●吹贯横丁（台东区上野 2〜文京区汤岛 3）

●道明（台东区上野 2-11-1）

●十三屋（台东区上野 2-12-21）

● 3331 Arts Chiyoda（千代田区外神田 6-11-14）

●不忍池（台东区上野公园池之端 3）

阿美横丁・御徒町地区

●摩利支天（台东区上野 4-6-2）

●阿美横中心大楼 地下食品街（台东区上野 4-7-8）

●泡菜横丁（台东区东上野）

●燕汤（台东区上野 3-14-5）

●宗教法人 As-Salaam Foundation（台东区台东

4-6-7）

徒藏地区

●佐竹商店街（台东区台东）

●佛坛一条街（台东区）

●配菜横丁（台东区鸟越 1）

●台东设计村(Designers-Village)（台东区小岛

2-9-10）

● AKI-OKA 2k540（台东区上野 5-9）

●木本硝子(玻璃工艺 )（台东区小岛 2-18-17）

● SyuRo( 设计商品店 )（台东区鸟越 1-16-5）

●郡司味噌腌菜店（台东区鸟越 1-14-2）

● Kakimori( 手工制作笔记本等的工房 )（台东区

三筋 1-6-2）

本册子介绍的主要设施和景点
“上野闹市区”路线手工艺・购物・

游玩的街道

上野
繁华闹市
周游下谷・御徒町
广小路・仲町地区

阿美横丁・御徒町地区

徒藏 (御徒町～藏前 )地区

●各设施的主要活动
日期请参照网站等。

5 月中旬�

下谷神社大祭� 下谷神社

据传为台东区最古老的节日，于五月中旬举行。节日时，

7000人的参与者担着神车、在氏子（信奉）地区周围步行，

期间还会搭起众多露天摊铺。

http://shitayajinja.or.jp/

5 月下旬�

手工街道节（Mono Machi）�台东区南部地区
可以了解和感受徒藏（御徒町・藏前・浅草桥）的手工艺

历史和街道的魅力，为期三天的活动。自2011开始，从该

活动可以体验工匠们的手艺以及扎根于该地区的工匠文化。

http://monomachi.com/

6 月上旬�

鸟越神社例大祭� 鸟越神社

拥有1360 年历史的该节日，在每年六月举行。节日中担起

的“千贯神车”重达 4吨，可以说在东京都内规模最大。

数万人涌向藏前，形成该季节的一大风景线。

7 〜 8月�

上野夏祭游行� 上野站、不忍池、�

� 上野广小路周围

该节日历史超过 30年。在 7月到 8月期间，不忍池〜上野

广小路举行各种活动。其中上野中央大道的游行最为壮观。

http://www.ueno.or.jp/parade/

12 月 29 〜 31日左右�

年终大采购� 阿美横丁

阿美横丁市场最繁忙的季节正是年终年始期间。人们争相

涌向这里采购迎接新年的商品。一天的客流量可达 30〜
50 万人。是东京新年的一道代表性风景。

上野闹市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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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上野街道的

手工、
商业和游玩
文化的根源
在上野公园东南方的“上野闹市区”，经历了各

时代，作为游乐的街道延续至今。让我们一起去

看看这里的游乐场所、集市和工匠们的工作坊吧。

上野的主干道ー 
广小路 

▶︎作为宽永寺寺门前的街道开始发展的“下谷”
在“上野之山”山下的“下谷”原先作为宽永寺寺门前的

街道发展而来。宽永寺是为了祈愿德川幕府的安泰和百姓

的平安，由慈眼大师天海大僧正于1625 年（宽永 2年）在

上野的山上建立。天海大僧正在这里模仿京都的清水寺和

琵琶湖的竹生岛，在这里建造了清水堂和不忍池弁天堂。

还在山内植樱花等，积极为百姓提供憩息场所和营建美丽

的景观。宽永寺也作为江户的名景之一，受到人们的喜爱。

众多的参拜客络绎不绝，于是位于山下的地区也作为寺门

前的街道而繁荣起来。

▶︎行乐者和商人聚集的江户繁华地
从现在的上野公园入口到松阪屋百货商店之间的”广小路”

一带的空间形成可以追溯到在 1657 年（明历 3年）。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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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庵”。

最近，仲町周围也可以看到些变化。商铺大楼之中风俗店

的数量减少，空出来的店铺新进驻了饮食店。不同时代繁

荣的商业混合共存于此，可以说这积累的多重性正是这个

街道的魅力。

保留黑市痕迹的 
商店街ー阿美横丁

▶︎战后的上野再次焕发活力
离开仲町，广小路的对面则坐落着可以称为上野的一大标

志的商店街“阿美横丁”，吸引着众多购物客。这个地区在

太平洋战争之前，集中了长屋和民家。1945年的东京空袭中，

上野一带大片烧毁之后，从一片空地再次出发。当时的东京，

食品和物资不足，人们寻求各资源，在新桥、新宿和涩谷

等主要车站附近形成了黑市。都内的几处终点站之一的上

野站附近的三角地带的空地上，出现了以农产物为主要商

品、室外的“青空市場”。卖家和买家都十分多元。市场的

露天摊铺的经营者中包括在日朝鲜人和台湾人、中国人以

及在战后从大陆返回的日本人。

 
▶︎作为市场延续至今的阿美横丁
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青空市场”的位置从原来的位置一

直到御徒町车站方面的高架边，80多家临时建筑作为露天

商铺在沿途成长起来。这个市场刚形成初期，许多商店经

营着当时少有的高级甜品 -山芋糖（Imo Ame）。阿美(Ame)

横丁的名称，一个说法是从“Ameya Yokocho”，即“糖店

(Ameya)”而来。另外从 1947 年左右到朝鲜战争期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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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美军基地内的商店）钢笔、衣服、香烟、巧克力等美

军的物资流出，或者售卖海外偷运品的店铺也进入这里。

阿美横丁的名称，另一个说法是从“美国横丁（Amerika 

Yokocho)”而来。

都内很多繁华街从黑市开始，经历了街区的再规划和用途

转化，依旧残留昔日“黑市”的痕迹，保持市场功能的几

乎只有阿美横丁。售卖的商品也随着时代变化，现在这里

以衣服、水果、首饰和亚洲食品以及亲民型的居酒屋和民

族料理的饮食店为主，聚集了约 400家店铺。

连接东北和亚洲的 
玄关口

▶︎支撑了日本战后成长的上野
阿美横丁繁荣的背后，还必须提到当时是终点站的上野站

和关东地区北部的农地交通连接便捷这一点。历史上，上

野车站在 1883 年开业之后，就作为“北边的玄关口”，对

外部而来的人员相对宽容。特别是从战后到高度成长期间，

从东北、信越(长野县和新潟县 )和北陆（新潟县、富山

县、石川县和福井县附近）乘坐夜行巴士，在东京集体就职，

经过玄关口的上野，于是上野站附近的东京北东部也成为

了他们的落脚点。现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纽带依旧十分紧

密。

 
▶︎亚洲的民族村
现在的上野，比起从日本国内东京以外地区，从国外流入

的外来人口更为显著。从成田机场乘坐电车抵达上野的不

仅仅有外国观光客，还有以亚洲为主的移民。1982 年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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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高名会亭尽・下谷广小路》。不忍池的景观吸引了众多附近料亭和茶

屋的客人。

《名所江户百景 浅草川首尾的松御厩河岸》，歌川广重（初代），1856 年。

面向隅田川的藏前是幕府的米仓所在之地，进入 20 世纪之后作为工匠和批

发商集中的街道。

《江户图屏风》的部分，17 世纪。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江户时代，

不忍池畔聚集的茶屋也曾是恋人们的私会场所。

战争结束后在商业站周围出现的露天商铺正是现在阿美横丁的开端。

《江户名所上野仁王门之图》。“三桥”的两侧林立的料理店和商店，为江户屈指可数的繁华街。图中远处的是宽永寺。

发生的明历火灾后，这里的道路被加宽，被设为防火地。

广小路也是作为将军参拜宽永寺时使用的“御成道”，是

当时主要道路之一。沿途坐落着各料理店和食品店。另外，

现在的中央大道和不忍大道交错的地方，到明治时代流淌

着叫“忍川”的河流，这上面架着名叫“三桥”的三座桥。

于是广小路作为宽永寺的参拜客、购物客熙熙攘攘的繁华

街，成为众多浮世绘和锦绘的题材。

继承了烟花巷历史的 
“仲町”

▶︎不忍池畔曾是江户的游乐场所
现在的不忍池畔，特别是南侧的池之端仲町的历史也可以

追溯到江户时代。现在的上野地区的“不夜城”-仲町在

江户时代曾是烟花巷。汤岛天神和宽永寺等神社、寺庙的

参拜客聚集到池畔的各临时茶屋。也据传成为了可以躲避

众人耳目、恋人私会的场所。到了明治ー大正期间，临时

茶屋成为常设设施，产生了二业（料理屋和艺妓屋）组合

和三业（料理屋、“待合”等候处、和艺妓屋）组合，成为

了东京屈指可数的烟花巷。繁盛期的大正末期，学者、书生、

商人、工匠、花族(贵族的一个级别 )，各种背景的客人聚

集于此。战后这些店铺转为酒馆和俱乐部，依旧保持了过

往的人气。

▶︎从烟花巷时代延续至今的手工和饮食老店
池之端仲町不仅仅具有繁华街的性质，同时也保留了多家

老店。这周围除了有神社、寺庙和烟花巷的艺妓，也是工

匠们集中的地方。老店中有制作、售卖“组钮”(编织丝

带，经常使用于装饰和服的腰带等 )的“道明”、制作木梳

的“十三屋”，以及鳗鱼料理的“伊豆荣”和荞麦面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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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整修了关闭的小学后的台东设计师村 (Designer-village)。当时的

校门保存下来成为了现在的玄关。

美横丁最早发源的土地之上，建起的“阿美横中心大楼”

的地下食品街聚集的亚洲以及各国食品店，架上琳琅满目

的外国食品，以及店员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野新来者的

多样性。周边的街道也集中了南亚的民族料理店，并坐落

着伊斯兰清真寺。1948 年从阿美横丁离开的韩国人搬去了

东上野的“泡菜横丁”，现在在这个地区依旧可以看到狭窄

小路交错的“韩国城”。

与现代共呼吸的 
手工艺街道

▶︎“徒藏”的源头是工匠的街道
“徒藏”，从御“徒”町和“藏”前，两个地区中各取一字

而得名。在包含这两区的“徒藏”区，东西走向约1.5公里。

现在也作为“创意性手工艺的街道”广为人知。让我们一

起来探索一下它的历史。

在江户时代，御徒町附近集中了许多神社和寺庙，池之端

也坐落着烟花巷，形成了对宗教相关的神道、佛教的用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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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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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5 日发行

发簪、玳瑁、刀剑的护手部分、伞等，金属加工和小工艺

品的需求，于是工匠们也聚集于这块区域。战后，聚集于

阿美横丁的美国兵，又带来了钟表、宝石等生意。在日本

经济泡沫期，宝石需求量增长，珠宝店的数量也随之增多。

从鸟越往藏前方向前进，曾是江户时代的封建大名宅邸和

幕府的米仓的土地。明治时期以后，用途转化过程中，在

1923 年关东大震灾前后，曾在日本桥室町附近的皮革、纤

维的工匠们搬迁来这里。这之后，鸟越 -藏前地区，作为

工匠和批发店街道的特征更为突出。现在也能找到玩具和

人偶等批发商店。在泡沫期后，和东京的其他地区一同，

批发业开始衰退，商铺楼和店铺也渐渐空出。2004 年，支

援时尚、设计相关创业的设施 -台东设计师村（Designers-

village)开营。在支援创意设计师等的过程中，这里的“毕

业生”在这附近开店，“徒藏”也成为了“创意性手工艺的

街道”。现在这里还展开体验型活动等，成为了连接手工艺

产业和地区活性的模范例子。

※自7月 1日公司名称更改

Google Japan G.K.

赞助

TOKYO DOME CORPORATION



从江户的烟花巷

发展为游乐的街道

夜深之后的仲町更为热闹。两侧的霓虹灯和招牌编织出繁华街独特的夜景。

组钮道明的店内陈列五彩缤纷的组钮。还有领带等新作品。

阿美横丁入口。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As-Salaam Foundation 每天举行五次礼拜。

“韩国城”里可以找到各类泡菜和肉类的韩国食品。

8月是莲花盛放的时期。被莲花覆盖的池子的对面，可以看到弁天堂。 燕汤，20 世纪中期典型的钱汤建筑。

这个地区以战后，从日本旧殖民地区遣返本土的人员为主，

复员士兵和周围农村的农产物收购商，从关西来的在日韩

国人等流入。阿美横丁的起源正是来自这些人员所建的市

场。另外，这里还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松坂屋百货店、多庆

屋和赤札堂等商店。对于来自日本东北地区、到东京寻找

工作的劳务人员，上野站又起到了北面玄关口的作用。近

年来，这里也接受了日本国外的外来人口，成为了他们安

居乐业的地方。

  Spot 1   摩利支天山（德大寺）
在阿美横丁的喧杂中，从战后的市场之后延续的果子（零

食甜点）老店“二木果子”的楼上，坐落着祭“摩利支天”

的德大寺。摩利支天的原型是佛教之中的光明女神，在日

本受到武士们的尊信。该寺于 17世纪中，宽永年间建立，

作为退散诸难和引领胜利的神灵，见证了这个地区的历史

变迁。在正午和晚间六点的敲钟声可以传到阿美横丁的各

个角落。

户上野广小路亭”，是较新的设施。这里从落语，到讲谈（日

本的故事讲演，类似于评弹）、义太夫(净琉璃的一派 )等

从古典节目到现场搞笑表演（类似于单口相声），上演各式

节目。这里还有一座落语协会的“黑门亭”，周末举行落语

演艺表演。

  Spot 2   通道和窄巷
这个地区的窄巷也充满了魅力。在明治以后春日大道开通

  Spot 2   燕汤
外来人口来到上野，在初来乍到的新土地，钱汤（公共澡堂）

也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之便。店主来自新潟的燕市而取名为

“燕汤”。现在被指定为“国家登录有形文化财”，在东京都

内少有的早上烧洗澡水，澡水温度超过 45度，请小心水烫。

  Spot 4   泡菜横丁
东京的“韩国城”之中，著名的有新大保和赤坂等地。上

野到日暮里这一带，可以追溯到战争结束后，相对历史更长。

这一隅的“泡菜横丁”，是阿美横丁发展过程之中分叉而来。

现在还可以看到韩国料理店、食品店和北侧的弹珠机的展

示橱柜。在这里可以一窥战后在日韩国人的生活。

  Spot 5   As-Salaam Foundation
从御徒町站步行几分钟的地方，坐落着一座伊斯兰教的清

真寺。该清真寺于 2011年落成，一楼为社区集会所，楼上

则是伊斯兰教徒的礼拜场所。作为东京都内少有的清真寺，

对在该地区生活的清真教徒和观光客都提供了宗教、精神

的依附之处。今年，通过了清真食物认证的烤肉店、拉面

店和寿司店也出现于这附近，在食物文化方面也显示和加

深了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联。

阿美横丁・
御徒町地区

从战后的黑市中

诞生的商业街

广小路・
仲町地区

广小路・仲町地区自江户时代就以商业和百姓游玩之地，

是知名的繁华街。这里不仅有从江户时代开始的“游乐”

文化、落语曲艺场和演艺场，仲町道和天神下餐饮界的混

杂感也有其历史缘由。另外这个地区也能找到工艺和艺

术元素。除了江户老店组钮的“道明”，文化设施“3331 

Arts Chiyoda”也坐落于这附近。

  Spot 1   落语
铃本演艺场的历史较久，可以追溯到1857 年（安政 4年 )

在上野广小路上的演艺场“本牧亭”。经历了地震和战争灾

难之后，搬到现在的位置并改名为"铃本演艺场 "。落语

的常设曲艺场是这里的主要节目。另外于1996年开张的“江

  Spot 4   3331 Arts Chiyoda
2010 年诞生的文化艺术设施。原先的錬成中学在统合和关

闭后，校舍经历了整修，但保持着学校独有的空间设计。

活用了教室这样分割的小空间，入驻了艺术画廊、办公室、

咖啡厅等设施。另外，建筑物正面的草地上，给人们提供

憩息的场所。小孩和妈妈们也经常会使用一楼的自由空间。

这里已然成为扎根于该地区的艺术据点。

  Spot 5   不忍池
不忍池一直是向平民百姓开放的空间，是东京内少有的亲

水场所。江户时代，宽永寺建立之后，开祖天海僧将不忍

池看作琵琶湖，池中央建造了弁天堂。现在也是一大观光

景点。之后戊辰战争(戊辰年 1868 年左右发生的明治新政

府和江户幕府之间的战争 )之中，上野也是战场之一。之

后这里接受了明治政府的管辖，作为公园开放，这里也成

为了博览会的会场，绕池曾经建立起赛马场。战争期间，

为了解决食物短缺，池水被抽走，改为了农田。在经历了

各时代之后，现在如大家所见，为都市提供了一方宝贵的

绿洲。

  Spot 3   

阿美横丁中心大楼地下食品街
在阿美横丁的发源地上建立的中心大楼，地下的食品店可

以找到亚洲各国的药草、香料、蔬菜和珍奇的鱼和肉类。

除了丰富的商品，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犹如香港和曼谷集

市的氛围。可以说是在东京，最能感受到亚洲的市场之一。

铃本大楼一楼的演艺场入口。落语的常设曲艺场深受欢迎，经常马上满座。

之前，仲町大道是东西横穿池之端的唯一道路。现在仲町

两侧也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店，点缀着这里的不夜城。另

外南北方向的“吹贯横丁”是连接末广町和不忍池的一条

历史悠久的道路。由于从池边来的风会贯穿这条道路而得

名。传闻即使喝了五合酒 (半升 )也会被这风吹醒， 于是

该道路又被成为“五合道路”。

  Spot 3   烟花巷里的老店
这里留存了几家和烟花巷相关的老店。组钮“道明”于

1652 年 (承应元年 )开业，拥有超过 360 年的历史。现在

也由工匠手工制作组钮（编织丝带）。另外创业于1736年（元

文元年）的黄杨木梳店“十三屋”，位于不忍池大道，继承

着精湛的传统手艺。现在的15代店主在店内制作木梳，展

现着工匠精神。

建筑物前的木甲板和公园给大家提供放松和憩息的场所。

在喧杂的阿美横丁中散发庄严气氛的摩利支天。

亚洲各国的食品聚集于这地下市场。



东京文化资源会议
推进“上野广场”构想

木本硝子(玻璃 )

创立于 1931年，主打“江户切子（刻花玻璃器皿）”，延续

传统制作玻璃器皿。主题为“继承并进化传统”为主题概念，

与不同领域的设计师们合作、引领新潮流的创作型商店。

地址………�台东区小岛 2-18-17

电话号码…03-3851-9668

SyuRo

2008 年于台东区开张。主要经营餐具等生活日用创意品和

独家挑选的生活设计杂货店。设计村的毕业生宇南山加子

担任总监。店铺的另一特征是使用了小型旧工厂的空间。

地址………�台东区鸟越 1-16-5

电话号码…03-3861-0675

“徒藏地区”更多景点

感受手工艺文化

郡司味噌腌菜店

创立于1957 年，位于“配菜横丁”内的味噌、腌菜店。在

店主的苦心下，售卖非大量生产、天然酿造的味噌。和各

地的味噌制作者和仓库合作，聚集了多种不同的味噌。

地址………�台东区鸟越 1-14-2 

电话……03-3851-1783

Kakimori

2010年于藏前开张的创意性文具店。售卖可定制的笔记本、

可使用钢笔墨水的原创圆珠笔、钢笔以及色彩丰富的颜料

墨水等。这里聚集了洋溢着书写、绘画乐趣的商品。

地址………�台东区三筋 1-6-2

电话号码…050-1744-8546

连接传统和最前端的

手工艺街

“看板建筑”（正面经常挂有商店看牌、商住混合的建筑样式）的玩具商店和高层大楼同时存在，这

一混合正象征了今日的藏前。

排列着的白色高架支柱是这个空间的一大特征。

佛具店鳞次栉比。店头在日光找不到的地方陈列着各式佛具。

一整天都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当地居民。

设计师们成为社区的一员，参与到“徒藏”地区的大楼翻

新项目、开设咖啡厅等活动。可以说这和历史上，工匠和

批发商集中于这地区，这一特征一脉相通。我们将继续介

绍可以感受工艺和时代的层叠的江户时代开始的“佛坛一

条街”、走在手工艺前端的台东设计师村周边的店铺群和

AKI-OKA2k540 等景点。

  Spot 1   佐竹商店街
从春日大道往清洲桥大道、南北方向 330 米长的带顶拱廊

商店街。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在秋天藩的宅邸遗迹上建

起数间戏棚和曲艺场，成为发展商店街的源头。1923 年的

关东大震灾之后重新复兴，现在是东京内存留的最古老的

商店街之一。近年，印度和中国料理等民族文化也进入这里。

  Spot 2   佛坛一条街
在“佛坛一条街”上，南侧沿街聚集了大约50家佛坛、佛具店。

这样的规模十分少见。佛具以外，线香、佛像、神棚（祭佛像、

神体的神龛）等各类宗教用具一应俱全。聚集在南侧的原

因是为了避开直射日光的照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西侧的宽永寺和东侧的浅草寺之间形成了“佛坛一条街”。

和专营厨房用具的合羽桥道具街交叉，是连接上野和浅草、

感受传统手工艺的一条街道。

  Spot 3   配菜横丁
“配菜横丁”商店街全长约 230米，聚集了约 60多家店铺。

明治、大正时代分散的配菜点和日用品店在关东大震灾后

的土地区划整理后汇集来此。过去在这里工作的工匠和小

型作坊工人们一来到这里就可以买到熟食、吃饭，而得名。

这里还可以找到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店。

  Spot 4   

台东设计师村(Designers-village)
日本国内唯一一所支援创意设计师们创业的设施。利用和

“徒藏”地区

整修了关闭的小岛小学。平日虽然不向公众开放，但是“手

工街道节（Mono Machi）”期间，可以和设计师们直接交流。

文具店“Kakimori”的店主正是设计村的“毕业生”。这里

还有多家“毕业生”们的店。“大本硝子（玻璃）”相对历

史更久，举行的交流活动，增添了街道的魅力。在设计村、

鸟越和藏前周围，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个性小店和工作坊。

  Spot 5   AKI-OKA 2k540
坐落于御徒町站和秋叶原站间的“AKI-OKA 2k540”于 2010

年开张。使用了JR线高架下的空间内，聚集了手工制品的

工作坊和商店。“2k540”的名称来源于，和 JR线起点的东

京站距离 2540 米附近这一位置。支撑着高架的柱子正好

划分了各小空间，大约 50家商店汇总于此。许多店铺集工

作坊和售卖店于一体，在这里即可以窥探手工制品的流程，

又可以和设计师们直接交流，十分新颖。

道路上的照明和旗帜。在“手工街道节（Mono Machi）”时，楼前也会摆出摊铺，吸引行人驻足。

NOHGA�HOTEL�UENO

地址◉东京都台东区东上野 2丁目 21-10

交通◉ JR 山手线・京滨东北线以及其他线路 “上野站” 广小路出

口，步行 5分钟

东京地铁银座站・日比谷站“上野站” 3号出口，步行 3分钟

WEB◉ https://nohgahotel.com/ueno/

和社区建立纽带和共同感的

NOHGA HOTEL UENO
2018 年 11月 1日开业
于社区建立密切关系。NOHGA HOTEL珍惜从这纽带中获得的

经历。上野地区，自江户时代以来，保持着手工制品的传统

文化。和当地人一同向客人们提供只有在这里才能品尝到的

独一无二的时光。

旭硝子株式会社
更名为“AGC 株式会社”

AGC�Studio

每次到访都有新发现

AGC 的未来创造空间

http://www.agcstudio.jp/

询问◉ 03-5524-5511

地址◉〒 104-0031 

东京都中央区京桥 2-5-18 

京桥创生馆 1・2 楼

AGC，与客户建立信赖关系，互相交流知识、技术和经验，通

过提供独家材料和方案，挑战未来，实现共同的梦想。

AGC�株式会社

地址◉〒 100-8405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1-5-1　新丸之内大楼

ブランドロゴ Type A

ブランドロゴ Type B

“上野广场”是 ...

位于城市中心的“Square( 广场 )”是开放的公共场所，

道路交汇，人群交集、相遇。东京文化资源区的3千米

中央正是上野地区。

一方面，上野拥有丰富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型文化

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从“文化到街道”的角度，以南

边为起点，挖掘“不忍池”、“汤岛天神”、“广小路、御

徒町”、“3331 Arts Chiyoda”所包围的地区的文化资

源，将该街区起名为“上野广场”，增幅上野作为“街

道”的文化资源和魅力。“上野广场”项目,聚焦于东

京文化资源区的中心地区，汇聚、融合并提升多样性文

化，绘制充满各方期许和可能性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