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陆新干线

福井北 IC

敦贺 IC

米原 JCT 一宮 JCT

金泽东
IC

土岐 JCT小牧 JCT小牧 JCT

冈谷 JCT

飞弹清见 IC

冰见北 IC

高冈 IC

高山 IC

白鸟 IC

美浓关 JCT

更埴 IC

富山 IC 上越
JCT

长冈
JCT

藤冈
JCT

松本 IC

名神高速道路 中央自动车道

关
越
自
动
车
道

上信越自动车道

富山
KITOKITO
机场

羽田机场

能
越
自
动
车
道

东
海
北
陆
自
动
车
道

东名高速道路

北陆自动车道

小矢部·
砺波 JCT

东海道新干线

爱之风富山铁道
HOKUHOKU（北北）线

高
山
本
线

上
越
新
幹
線

湖
西
线

北
陆
本
线

直江津高冈

新高冈 黑部宇奈月
温泉

长野

高崎

金泽

高山

岐阜

福井

敦贺

京都 米原

长冈

越后汤泽

名古屋 东 京大 阪

富 山

富山
KITOKITO
机场

HOKUHOKU（北北）线

富山县商工劳动部 经营支援课  
地址 :邮编 930-8501

富山县富山市新总曲轮 1-7 县厅东别馆 3F

电话 : 076-444-3249　FAX ： 076-444-4402

IKIIKI 富山馆（东京）
地址 :邮编 100-0006 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2-10-1

 东京交通会馆 B1F

电话 : 03-3213-1244　FAX ： 03-3287-1722

日本桥富山馆
地址 :邮编 103-0022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室町1-2-6 

日本桥大荣大厦 1F   电话 : 03-6262-2723

公益社团法人 富山观光推进机构
地址 :邮编 930-8501

富山县富山市新总曲轮 1-7 县厅南别馆

电话 : 076-441-7722　FAX ： 076-431-4193 

TOTOYAMA
地址 :邮编 930-0002 富山县富山市新富町

1-2-3CiC 大厦 1F

电话 : 076-444-7137　FAX ： 076-444-7133

公益财团法人
高冈当地产业中心  
地址 :邮编 933-0909 富山县高冈市开发本町1-1

电话 : 0766-25-8283

县外、国外的富山县事务所

前
往
富
山
的
交
通
方
式

2019年11月发行

首都圈总部

地址 :邮编 102-0093 东京都千代田区

平河町2-6-3 都道府县会馆 13 楼

电话 : 03-5212-9030

 FAX : 03-5212-9029

名古屋事务所·

地址 :邮编 460-0008 爱知县名古屋市

中区荣 4-16-36 久屋中日大厦 3 楼

电话 : 052-261-4237

 FAX ： 052-263-7308

大阪事务所

地址 :邮编 550-0004 大阪府大阪市西区

靭本町1-9-15 近畿富山会馆 3F

电话 : 06-6445-2811

 FAX: 06-6445-2611

大连事务所

地址 :邮编 116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 大连森大厦 7F

电话 : 0411－83687879

 FAX:0411－83682919

电车·新干线

汽车·高速巴士

大 阪 站

富山线

金
泽
站

新
高
冈
站

富
　
山

富
　
山

＜关越自动车道＞

北陆新干线 [ 剑号 ]

[ 白鹰号 ][ 光辉号 ]

（部分）

东海道新干线

[ 光号 ]

北陆本线

[ 白鹭号 ]

～米原站～

经由湖西线后进入北陆本线

[ 特急 Thunderbird（雷鸟号）]

约2小时55分钟

名古屋站

约2小时40分钟

东京站

约2小时10分钟

东　京

约 1小时

东　京

约4小时50分钟
练马 IC 藤冈 JCT 上越 JCT

约 6小时30分钟

飞机

＜上信越自动车道＞ ＜北陆自动车道＞

富山线

＜名神高速道路＞

名古屋

约 3 小时
小牧 IC 一宫 JCT 小矢部·砺波 JCT

约3小时45分钟

＜东海北陆自动车道＞ ＜北陆自动车道＞

富山线

＜名神高速道路＞

大　阪

约4小时15分钟
吹田 IC 米原 JCT 小矢部·砺波 JCT

约5小时30分钟

＜北陆自动车道＞ ＜北陆自动车道＞

2 小时 31 分钟

23 分钟 1小时 54 分钟

13 分钟

富
山
站

北陆新干线 [ 剑号 ]

[ 白鹰号 ][ 光辉号 ]

（部分）

8 分钟

北陆新干线 [ 剑号 ]

[ 白鹰号 ][ 光辉号 ]

（部分）

8 分钟

北陆新干线

[ 白鹰号 ]

[ 光辉号 ]

[ 羽田机场 ]

[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

[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

上　海

约2小时20分钟

大　连

约2小时25分钟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台　北

约 3 小时

※所需时间为最快时间。

富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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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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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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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作
源
于
爱
。

富山县



１２ １２２

　　点燃火焰。精选材料。制作道具。情平心静气。一心一意专注于工艺产品制作。

富山的工艺与每一位工匠的技能和精神紧密相连，是传承数百年的精神结晶。不分昼

夜眺望着雄伟的立山群峰，强忍冬天的冰雪，坚持不懈地工作的祖辈们的精神一直传

承给了现在勤劳的人们。照片中介绍的是在距今已有 400 年以上历史的高冈铸物的

发祥地——高冈市制作铁的美术铸物加工厂浇注的情景。这是富山工艺制造的原点。

　　以富山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为依托，用心制作。这已然超出工作的范畴，是对自

身周围的环境、每一个人，及所有事物的爱。富山工艺正是秉承这样的精神，不断开

创，稳步迈入新时代。

热爱故乡，开创新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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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走向现代 传统技术

　　茶具、花器、香炉等凝聚高超技巧

的传统商品深受海内外人士喜爱。除此

以外，使用传统技术制作符合现代生活

的产品逐年盛行，每年各个公司都会发

布与设计师合作制成的优美商品，如使

用金属和木材等不同材质组合而成的

餐具、100% 锡制作的弯曲器具、将佛

具铃铛的治愈效果融入日常生活的室

内装饰杂货等，话题性十足。

新事物诞生于传统技术。

能作公司是 1916 年创业的铸物制造商，其 100%锡

制作的弯曲器具大受欢迎。除了佛具、茶具、室内装饰

杂货、餐具之外，还涉足医疗领域的商品开发。总公司

设有店铺和咖啡馆，还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可以

进行铸物制作体验和参观工厂（需要预约）。

株式会社 能作

金屋町是高冈铸物的发祥地。装有格子门窗的房屋与

石板路交相辉映，保留有江户时代（1603-1867 年）

建筑物的区域被选定为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

地区。除了高冈市铸物资料馆之外，还有展示并销售

铸物产品的店铺、可以体验饰品等铸物制作的店铺。

研磨

使用抛光机等将铸造过的金属精心研磨成各种状态，

从粗糙磨至镜面都可以。其高超技术从经验丰富的老匠

人传承至新匠人。
拥有400年以上的历史和传统的，

日本屈指可数的铜合金铸物产地

青贝涂（螺钿）和雕刻涂的技术依

然应用于现代作品之中

旋床加工、纹理优美、口感舒适的

餐具和生活道具

全国订单蜂拥而至的全国第一的

苔草斗笠生产地

源自濑户烧，拥有约 430 年历史

的立山山麓陶瓷器

集原木、雕刻、烫金、五金、描金、

屋脊等技术的综合艺术

因高冈铜器而闻名的高冈最早制

作的传统铁铸物

使用 200 根凿子和等，其特征是

拥有跃然而出逼真的立体感

利用天然木材颜色自由描绘富山

的自然与风物

面露温柔表情的土人偶作为玩具

和吉祥物非常受欢迎

八尾、五箇山、蛭谷三个产地各富

特色的和纸

雕金
使用数十种錾刀 ,实施各类工艺制法，如在金属表面雕

刻花纹的细雕、镂空雕刻、将不同金属嵌入表面的镶嵌等。

上色
使用药品食醋、米糠、植物、铁屑等腐蚀金属后进行上色。

除了煮色、铁浆、青铜色等传统颜色之外，新颜色也层

出不穷。

介绍高冈铜器的制作工序

01 高冈铜器

08 高冈铁器 11 富山木象嵌10 富山土人偶07 越中濑户烧

02 井波雕刻 04 庄川挽物木地 06 越中福冈的苔草斗笠03 高冈漆器

09 高冈佛龛

05 越中和纸……P.4 ……P.6 P.9

…P.10

P.7 ……P.8

……P.11 ……P.14

……P.5

…P.13……P.12

金屋町（高岡市鋳物資料館）

地址 : 933-0841 高冈市金屋町1-5

闭馆 : 每周二（周二为节假日时顺延至次日）、

年末年初

开馆 : 9:00 ～ 16:30

电话 : 0766-28-6088 

制造出铸造和雕金技术绝佳的

香炉、花器、佛具等

上色技术和金属厚重感完美

融合的酒具也很受欢迎

◀利用钟制作技术制作的全
　球首个铸造壶式蒸馏器

铜
器
和
木

材
的组合

933-0909 高冈市开发本町 1-1

电话 0766-24-8565 http://www.doukikumiai.com

传统工艺高冈铜器振兴协同组合 铜、锌、铅、锡的合金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高冈铜器

日本屈指可数的铜合金铸物产地

　  富山县高冈市制作的高冈铜器

的市场占有率在日本铜合金铸物

中位列第一。制作的产品种类丰富，

有设置于日本各地的大小各异的

青铜像、寺庙的钟、佛具、美术品以

及室内装饰用品等。高冈的特色是

在原型制作、铸造、雕金、上色等

各个工序都有技术高超的匠人分

工制作。

　　高冈铜器起源于1611年，当

时在高冈建有城池的加贺前田家

二代家主前田利长从附近村子请

来 7名铸造工匠，赋予他们特权，

让他们在金屋町开设铸造厂。最

初制作铁锅、饭锅、犁头、锄头等

铁铸物的生活道具。后来，铜器佛

具等的制造开始盛行，进入明治

时期（1868-1912 年）后，高冈的

铜器商招揽旧加贺藩的雕金和镶

嵌名匠等，引进高超技术。使用高

超技术制作的作品在维也纳世博

会等海外各地受到高度评价。

　　现在除了铜、锌、铅、锡的合金

之外，还非常盛行使用100%锡、

铝等材料制作的新产品。同时，腐

蚀金属后着色的上色技术非常优

秀，让高冈铜器得以进入餐具等全

新领域。

高技术制作的
全新工艺品▼

01 国家认定
高冈铜器

03 国家认定
高冈漆器

08 县认定
高冈铁器

09 县认定
高冈佛龛

11 县认定
富山木象嵌

10 县认定
富山土人偶

0６ 国家认定
越中福冈的

苔草斗笠

05 国家认定
越中和纸
(八尾和纸）

05 国家认定
越中和纸
(五箇山和纸）

05 国家认定
越中和纸
(蛭谷和纸）

04 国家认定
庄川挽物木地

02 国家认定
井波雕刻

0７ 县认定
越中濑户烧

Traditional
 Clafts of 
Toyama

　　富山是日本海沿岸具有代表性的“工艺产品制作”县。这里自然资

源丰富，水资源充沛，拥有海拔 3000 多米的立山群峰、加盟“世界最

美海湾俱乐部”的富山湾等多处壮美景观。另一方面，在过去因冬天积

雪而封闭的严峻环境之中，形成了积极进取、勤勉坚韧的优秀县民品质。

在传统工艺的各个领域，经过悠长岁月洗礼以及人们脚踏实地的努力，

造就了传统工艺的高度技术，并跨越时代传承至今。如今，工艺产品制

作吹起了新风潮，手工艺人们站在世界的角度不断深耕产品制作。

富山县的传统工艺
国家认定以及县认定的传统工艺品的认定条件

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的产品。

制造过程的主要部分为手工制作。

通过传统（拥有约 100 年以上的历史）的技术技法制造的产品。

使用传统（拥有约 100 年以上的历史）原材料制造的产品

在特定区域达到一定规模（10 家企业以上

或 30 人以上的制造人员），已经成为地区

产业。

制造规模：在特定区域有一定数量（原则为

5人以上）的人员进行相关制造，并有望传

承发扬的拥有地区特色的传统技术技法。

▼ 国家认定 ▼ 县认定

用途

制造工序

技术技法

原材料

制造规模

11项传统工艺 
敬请探究其技

术奥密。

“日本遗产”

认证城市

——高冈

铸物制作包在我身上

地址 : 939-1119 高冈市OfficePark8-1

闭馆 : 年末年初

（工厂参观请通过网站进行确认）

开馆 : 请通过网站进行确认

电话 : 0766-63-0001

CONTENTS

在 AR 应用程序中，只需刷一下第 1、2 页，就能

观看富山县产业观光景点的影片，刷一下第 3

页的富山县地图就能观看产品的 3D 模式。

利用AR欣賞動畫與製品

请从 Apple Store下载 AR APP( 应用程序 )“Ecod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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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走向现代 传统技术 让技术走向现代 传统技术
正在开发创作木雕枝形吊灯等

富有个性的商品

高冈漆器井波雕刻
邮编 933-0909 高冈市开发本町 1-1　

电话 0766-22-2097　http://shikki.ec-net.jp

传统工艺高冈漆器协同组合 木材、漆、夜光贝、鲍鱼贝、白蝶贝等

932-0226 南砺市北川 733 井波雕刻综合会馆内

电话 076-82-5179

https://inamichoukoku.jp

井波雕刻协同组合 樟树、榉树、泡桐树等木材

全年展示的高冈御车山是国家重要物质和非物质民

俗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金属工艺、涂漆工艺和染织等技术结晶和历史进行

展示和解说。全新制作的平成御车山使用青贝涂技法。

能够在影院观看豪华炫丽的祭典场景。

高冈御车山会馆

介绍青贝涂工序

青贝涂的美丽奥密七彩的青贝涂

青贝涂是将鲍鱼贝、夜光贝、蝶贝等

削薄，然后根据绘制图案切成各种

形状并黏贴在涂漆面的技法。根

据如珍珠般的贝壳光辉和微妙

的颜色差异细致描绘出图案。

在黑色涂漆上透过薄贝能够看

到蓝色光芒，因此在高冈将其

称为“青贝涂”。通过多次反复涂

漆，研磨、抛光，表面将变得漆黑，

螺钿富有深度的光辉得以呈现。据

说高冈的“青贝涂”约占全国螺钿的 9

成。

将在九州和冲绳等主要温暖区域获得

的天然鲍鱼贝、夜光贝、白蝶贝和黑蝶

贝等的珍珠层部位削薄至0.1毫米。除

了利用贝壳自然的色泽之外，还会在削

薄的贝壳内侧涂抹颜料或黏贴金箔、银

箔等，这种技法称为“伏彩法”，也是高

冈漆器的其中一个特征。结合使用漆

和磨刀粉混合后绘制的铁锈画等技法，

能够更加突显立体感和华丽感。

瑞泉寺建于 1390 年。曾遭遇火灾 3 次，重建时由京

都的雕刻师指导，这就是井波雕刻历史的开端。绝妙

的技巧在这里随处可见，比如山门的“乘风破浪之龙”、

式台门的“狮子弃子”、正殿的间隔板（格窗）、太子堂的“手

夹（夹板）”等。

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
井波别院瑞泉寺
地址 : 930-0211 南砺市井波 3050

闭馆 :无（需确认）

开馆 : 9:00～16:30

电话 : 0763-82-0004

在井波木雕之乡创游馆，不仅可以参观木雕刻工坊，

还能够体验只有周日开放的木雕刻手工艺品制作（需

要预约）。在相邻的井波雕刻综合会馆，可以欣赏到

井波雕刻丰富多彩的作品。

介绍格窗的制作工序

在木材上临摹底样，然后从使用线锯开孔的镂空雕刻开始逐步进行粗凿、粗雕、

细雕、修整雕刻。不使用锉刀，全程只使用凿子完成雕刻。

地址:  933-0928 高冈市守山町 47－１

闭馆 : 周二 ( 周二为节假日时顺延至下一

个平日 )，年末年初

开馆 : 9:00 ～ 17:00 ( 入馆截止至 16:30) 

电话 : 0766-30-2497 

道边驿站井波
井波木雕之乡 创游馆
地址 :  932-0226 南砺市北川 730

电话 :  0763-82-5757

井波雕刻的世界富有个性

　　立体感十足、从窗框中跃然而出一

般生动逼真的格窗可以说是井波雕刻

的精髓。明治时期（1868-1912 年），寺

院格窗的技术开始用于住宅用格窗。没

有任何一件作品会重复，可以根据顾客

的要求和建筑的特色，制作世间仅此一

件的雕刻。例如，多名年轻作家共同完

成的木雕枝形吊灯就是其中之一。学习

相同技术的工匠心有灵犀地共同完成

一件作品。其特征是可以根据订单自由

改变设计。

　　高冈漆器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技法

有3种，分别是雕刻涂、勇助涂和青贝涂。

雕刻涂使用江户时代（1603-1867 年）

中期传入的技法，高冈御车山是其技法

的 巅 峰 表 现。勇助涂 在明治时 期

（1868-1912 年）繁荣发展，是结合多

种技法的技巧。青贝涂发展过程中受到

江户时代（1603-1867 年）初期富山藩

主前田正甫公从京都招揽来的杣田清

辅的影响。贝壳颜色中的蓝色和粉色交

相辉映的奢华感和美感别具风味。

井波雕刻综合会馆
地址 :  932-0226 南砺市北川 733

电话 :  0763-82-5158

格窗从侧面看依然立体感十足，
从窗框“跃然而出”的逼真感是其精髓所在。

正在开发创作木雕枝形吊灯等

富有个性的商品

青贝涂展现的高冈漆器之美

大正时代（1912-1926 年）的青贝涂烛台。

使用鲍鱼贝等描绘的精细图案令人惊叹。

使用青贝涂（螺钿）装饰的筷子商品。

同时在县内外开展体验活动！

漆器之美跨越时空

　　加贺前田家二代家主前田利

长在 1609 年开辟高冈町，木器家

具工匠移居高冈，这就是高冈漆器

的起源。木器家具工匠制作衣橱和

木箱等物品，并涂上朱漆，称这类

物品为“赤物”。随着这类物品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工匠聚集到了高冈。

之后，辻丹甫在京都学习，引进了

拟堆黑和存星等中国风格的技术。

江户时代（1603-1867 年）末期，

石井勇助研究中国的漆器技法，通

过铁锈画描绘唐风的花鸟和山水，

并结合金箔绘画、玉石和螺钿等

多种技法形成了“勇助涂”。明治时

期（1868-1912 年）制作了大量的

茶具架和装饰架等。同期设立的富

山县工艺学校（现在的高冈工艺高

校）里，雕刻科的教师村上九郎作

采用“雕刻涂”技术制作的“鲷鱼盆”

非常受欢迎。“青贝涂（螺钿）”技巧

也被用于众多漆器之中。这 3 种

传统技法从被誉为移动美术馆的

高冈御车山等也能看到。

　　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后，

为了实现生产和销售的现代化，战

后将其分成木胚、雕刻、添加装饰

工序，正式进入纪念品等的量产

时代。最近出现了众多符合现代生

活的漆器，如饰品和手机壳、螺钿

玻璃、筷子等。

使用凿子和雕刻刀一决胜负的高超技巧

　　南砺市井波是作为井波别院

瑞泉寺门前的城市而繁荣发展的

木雕之城。走在街道上，能够在沿

途的工坊中看到雕刻师们咚咚咚

敲打凿子的身影。这里作为现在依

然有约 200 名雕刻师争相制作富

有个性产品的罕见城市而闻名。

　　在重建江户时代（1603-1867

年）中期因火灾而烧毁的瑞泉寺正

殿时，当地修建寺院的工匠向京都

本愿寺派遣来的御用雕刻师前川

三四郎学习雕刻技术，这便是井波

雕刻的起源。井波雕刻的特征是，

在雕刻过程中使用200至 300 种

凿子和雕刻刀，在厚实的木材上雕

刻出具有立体感和跃动感的图案。

　　雕刻内容丰富多样，有全国寺

庙和神社、住宅的格窗、狮子头、

神轿、曳山、山车等祭祀的彩饰花

车的雕刻、佛像、天神、古装玩偶、

美术品、屏风、招牌的雕刻、文化遗

产的修复和复原等。日本各地的木

雕刻订单全部集中于此。为了培养

新人，井波在 1947年创办了井波

雕刻训练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年

轻人可以一边在师傅的教导下修

行，一边在训练学校学习。修行后，

就可以挑战制作自己独创的作品。

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日本遗产”

认证城市

——高冈

青贝涂之美令人
目眩神迷。“日本遗产”

认证城市

——井波

雕刻師也是用個性
來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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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和纸庄川挽物木地

　　庄川挽物木地作为砺波地区的传

统仪式——报恩讲 (佛教仪式 )、法事、

祭典等的赠礼，托盘、茶托、点心盘等都

是长期畅销商品。最近，随着生活方式

的变化，也开始制作咖啡杯和大玻璃杯、

面包切板等产品。天然木材制作的器具

和杯子等产品传热性柔和，儿童使用时

触感舒服，获赞便于使用。制作出家用

品和纪念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

现代生活渴望手工
制作和木材的温馨感。

在象征标志为大喷泉的特产馆，除了展示并销售众多

庄川挽物木制工艺品之外，4月~11 月的每个周日上

午10点至下午3点能够观看旋床加工表演。挽物体

验请提前咨询。

庄川水纪念公园　特产馆

销售使用传统技术制作的庄川挽物木地、使用庄川特

产的柚子制作的柚子冰淇淋、土特产等。建筑物正面

有巨型水车和水车小屋，可以在这里一边眺望对岸景

色一边享受庄川清流温泉的足汤（足部浸浴的温泉）。

庄川水纪念公园 庄川Wood Plaza

　 叠板·取材

将七叶树和榉树原木加工成板状后自然干燥1年以上。

干燥后为确保不会浪费，在板材上画上大小不同的圆

后进行切割。这是决定完成品纹理的关键所在。

　 干燥·精刨

先将木材放在旋床上粗刨，然后放入火力干燥室进行

干燥。之后，在旋床上使用发条刨子等工匠亲手制作的

工具在旋床上对外侧和内侧进行精刨。

　 擦漆

在原色木材上多次涂抹生漆。庄川挽物木制工艺品的

纹理是其精髓所在。涂抹至让纹理能够清晰浮现的“纹

理显现”是其特征。

介绍庄川挽物木地的工序

有限会社 桂树舍 道边驿站 TAIRA（平） 五箇山和纸之乡

八尾和纸

使用纸型印染的技法和颜料，将手工染制的结实和纸

制成日历和室内装饰小物、文具等颜色丰富的产品后

销售。

五箇山和纸

将山上培育的葡蟠皮放在雪地上晒，雪的水分和阳光

能够让其变白。除了能够用于制作拉窗纸之外，“悠久

纸”还用于修复桂离宫等文物。

蛭谷和纸

富山县朝日町的蛭谷地区位于朝日岳山脚，是水质清澈，

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保存性能优越的和纸还能用于

制作明信片等。

介绍富山和纸产地的特征
让
和

纸
的便
利性在现代得

到
活
用

地址 : 932-0305 砺波市庄川町金屋 1550  

闭馆 :年末年初 ※12 月1日~2 月最后一

天的每周二休息   开馆 : 9:00 ～ 18:00 

※12 月1日~2 月最后一天为16:00 闭馆  

电话 : 0763-82-6841

地址 : 932-0305 砺波市庄川町金屋 1550   

闭馆 :年末年初开馆 : 9:00 ～ 18:00 ※12

月 1日 ~次年 2 月末为 16:00 闭馆 (4 月

~11 月每周日 ) 10:00 ～ 15:00 旋床加工

表演  电话 : 0763-82-5696

地址 : 939-1905 南砺市东中江 215 

闭馆 : 年末年初 

开馆 : 9:00 ～ 17:00 

电话 : 0763-66-2223 

地址 : 939-2341 富山市八尾町镜町668-4   

闭馆 : 周一（周一为节假日时顺延至周二）、

9/5、6、12/29 ～ 1/10     开馆 : 和纸文库 

10:00 ～17:00(入馆截止至16:30) 

电话 : 076-455-1184

七叶树和榉树纹理优美、
长期畅销商品的托盘等

除了咖啡杯之外，

还制作能够吸收多余水分的面包切板。

将传
统技术

　用
于
日
常

生
活之
中

 　　过去，一到冬天的农闲期就会在

八尾、五箇山、蛭谷等山谷部进行抄纸。

被称为“NERI”，作为浆糊使用的黄蜀葵

气温越高粘性越会降低，因此水质冰冷

的冬季是它的鼎盛期。照片为八尾农家

在冬天期间通过抄纸工艺制作的 2000

张伞纸。在春季冰雪融化之际将其慎重

包装好后出货。在现在的八尾和五箇山，

正在开发使用通过纸型印染的颜色鲜

艳的结实绢纸制作的时尚小物。

将传统和纸制作成
现今社会想要使用的物品。

销售各类八尾和纸的小物件、纸型印染制品，在隔壁

工坊能够进行制造工序的参观和抄纸体验。在和纸

文库，除展示有关和纸的文献和纸张发展过程之外，

还展示有以和纸为材料的生活用品等。

在和纸体验馆除了能够体验抄纸之外，作为县内最大

的和纸店铺，销售从大纸到小物等只有这里才能够购

买的和纸制品。与设计师合作生产的艳荧光色和纸品

牌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

重现过去农家在冬天通过抄纸

工艺制作的 2000 张伞纸。

使用颜色鲜艳的结实和纸设计

靠垫、拖鞋、名片夹等

不断创新和纸的世界

　  在水资源丰沛、清澈的富山县

的自然风土之中，生根于各个地区

的历史、顺应日常生活所需的和纸

应运而生。县内被认定为国家传统

工艺品的是八尾和纸、五箇山和纸、

蛭谷和纸的产地。三种和纸统称为

“越中和纸”。

　  用于包装富山县销往全国各地

的“成药”等的结实和纸在八尾的山

谷中制作而成。通过与国宝级人物

已故芹泽銈介先生交流，制造出了

颜色鲜艳的纸型印染和纸，丰富多

彩的和纸小物件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合掌造房

屋村落所在的五箇山地区，江户时

代（1603-1867年）开始制作加贺

藩御用和纸。海拔很高的五箇山昼

夜温差很大，有助于葡蟠缓慢生

长。因此，这里培育的葡蟠纤维细

密，枝干细长。通过对其进行抄纸

能够制作更加结实的和纸。只使用

自然素材制作的和纸能够保存

1000 年，因此也作为文物的修复

纸张使用。

　  朝日町的蛭谷地区在昭和

（1926-1989 年）初期有很多抄纸

厂。为了振兴和纸文化开始举办各

种新活动，如成立蛭谷和纸传承

协会等。

使用越久，光泽度和手感越好

　　从江户时代（1603-1867 年）

开始加贺藩通过庄川运输飞弹和五

箇山的木材，砺波市庄川町作为木

材的一大聚集地而繁荣发展起来。

江户末期，名为越后屋清次的木工

师从鱼津移居此地，开始进行使用

旋床切削原木的挽物木制工艺品生

产。明治时期（1868-1912 年），这

里还是高冈漆器和轮岛涂等漆器

的木材原料产地。

　　庄川挽物木地传承至今。纵向

切割木料，将加工成板状的木材

放在旋床上进行制作的“横挽（横

向切削）”是庄川挽物木地的特征。

这个技法能够呈现变化多端的纹

理，打造独一无二的产品。材料以

纹理优美的国产七叶树和榉树为

主，同时还有神代榉树、黑檀、松

树等，品种繁多。木工师在原木阶

段精选优质原木并购买，将加工

后的板材堆叠在室外自然干燥 1

年以上。然后使用这种木材制作出

不会变形的优质商品。除了根据纹

理擦漆完成的商品之外，还有手感

舒适的天然原木制品。使用天然

木材和漆手工制作的商品散发温

馨而舒适的气息。没有任何两件一

模一样的商品，使用越久，光泽度

和纹理的触感越好。

939-2341　 富山市八尾町镜町 668-4（桂树舍内）

电话 076-455-1184  www.etchu-washi.jp/

富山县和纸协同组合 葡蟠、黄蜀葵、颜料等

932-0315 砺波市庄川町示野 116（庄川商工会内）　

电话 0763-82-1155

www.shokoren-toyama.or.jp/~shogawa-wood/

庄川木工挽物会 榉树、七叶树等天然木材、漆 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和纸居然这么结实。柔和
的纹

理真
美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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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竹骨之

美

越中濑户烧
Group

越中福冈的苔草斗笠
Group

越中陶之乡“陶农馆”

　 使用山上的泥土配泥

挖掘立山町周边的黏土，通过将

其溶入水中的水簸法等等仔细去

除粗砂等物质。然后根据目的调

整黏土的粗细度。

　 施釉、烧制

往器具上施釉，然后烧制。将升

坡窑里的火点燃，数日间进行温

度调整。从周边砍伐的松树是火

力最强的燃料，最高温度可达

1300 度。

　 成型、干燥、配釉

利用旋床或者手揉捏成型。干燥

后变成素陶。使用木灰、长石粉和

采摘自立山农田里的稻草制作成

的草灰等材料制作色彩多样的

釉药。

　 熟练的揉泥

用手揉捏黏土，让硬度均衡并去

除空气。通过菊揉这一手法旋转

黏土让其变成菊花形状。掌握这

项技能需要数年时间。

介绍越中濑户烧的制作工序

　　福冈町接受来自各地的订单，手工

制作各种形状的传统斗笠。同时，利用

斗笠制作技术和苔草的特性，积极开发

能够用于日常生活的新商品。除了利用

斗笠内侧竹骨之美制作的篮筐之外，还

实现了名片夹、锅垫、饰品、帽子等的商

品化。在后继者培养事业中学习并制作

优质苔草斗笠和以苔草为原材料的商

品的新手作家也表现活跃，此外，同时

高冈市内的学校也进行苔草斗笠制作

的指导。

利用苔草斗笠的优势，
制成日常可以使用的商品。

建成 100 年的仓库重新装修改建的土特产店。

“SANCHONPIN”的意思是产地直送品。这里展示并销

售产自福冈町的丰富多彩的苔草斗笠，提供众多使用苔

草制作的新商品。同时设有咖啡馆，也作为大家学习苔

草斗笠制作的培训设施。还可以自由参观。

SANCHONPIN 藏

地址 : 939-0111 高冈市福冈町福冈1077-5 

闭馆 : 周二、周四 

开馆 : 9:00～16:00

电话 : 0766-64-1661

模仿西式建筑的公民馆曾经是政府办事处，现在移建

到此地。1997年被列为国家物质文化遗产。馆内通过

展示实际使用的道具、照片展示板、资料等对苔草斗

笠制作的历史和制法等进行详细解说。

高冈市福冈历史民俗资料馆

突显竹骨之

美

介绍苔草斗笠制作的工序

苔草斗笠制作从秋天种植苔草开始。

次年 7月末的晴天收割，放在阳光下

晒干。编制骨架的匠人使用竹子制作

骨架，然后使用针和黄色棉线缝制

斗笠。制作外观美丽、接缝完美的产

品需要熟练的技术。

地址 : 939-0143 高冈市福冈町下向田字

畦谷内15 闭馆 : 周一、节假日的次日、冬季

休馆（12 月 29日～2月最后一天） 

开馆 : 9:00 ～ 16:30

电话 : 0766-64-5602 

 

地址 : 930-3247 富山县中新川郡立山町

濑户新 31闭馆 :周二（周二为节假日时顺

延至周三）、年末年初

开馆 : 9:00 ～ 16:00 

电话 : 076-462-3929

1
3 2

制
造
前

所
未有
的越中濑户烧

　　立山町是能够制作越中濑户烧的

地方。这里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优质且

多样化的土壤、用于制作釉药的稻草等

都能在当地获得。从古代就开始产出的

珍贵白黏土中铁质少，颗粒细，因此能

够制成精细工艺品。该土壤耐火性高，

能够高温烧制， 因此能够将其烤至坚

硬，制成轻薄坚硬的陶器。使用传统技

法制造出来的创新作品深受已故史蒂

夫·乔布斯的喜爱。请欣赏各家窑户制

作出来的风格迥异的作品。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
是高品质陶器的源头。

陶农馆展销 5 名陶艺师的越中濑户烧作品，并开设陶

艺体验。在陶艺体验中，有手揉越中濑户土的课程和

轻松绘图课程等，除了能够体验陶器的魅力之外，还

能租借升坡窑。

优质土壤、釉药材料都是立山町周边产物。使用传统的白黏土和釉药制作新色系作品。制造角笠、一文字笠、三度笠
等各种形状的传统苔草斗笠

开发出发挥苔草防水防虫效果的

篮筐以及染色漂亮的杯垫。

了解故乡土壤，打造更具内涵的产品

　　约430年前（天正、文禄年间，

1590 年前后），在位于立山山脚的

立山町上末，加贺前田家招募尾张

的濑户烧陶工来制作陶瓷制品，

这就是越中濑户烧的起源。上末

从平安时代（794-1192 年）初期

开始就是须惠器的产地，这里出

产适合制作陶瓷制品的优质且丰

富多样的土壤。作为受加贺藩保护

的御用窑，陶工们独占贵重的“白

黏土”用来制作茶叶罐和水罐等

茶具。后来，新建濑户村之后，全

村制作了大量日常用具，陶器在江

户时代（1603-1867 年）不断发展

壮大。明治维新（1868 年）后，瓷

器流通非常频繁，很多窑户开始转

为制作屋顶瓦片。制作陶器的窑户

所剩无几。昭和年间（1926-1989

年），在立志振兴越中濑户烧的人

士的努力下实现了复兴。

　　现在拥有 4 家窑户，由 5 名

陶艺家和2名在陶农馆学习的研修

生负责制作陶器。为了让乡土陶器

更具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创立

了“KANAKURE会”。“KANAKURE”

在当地语言中是陶片的意思。这个

协会不断开展活动，以促进生根于

立山土壤和富山县风土的新作品

的制作。

全国第一的苔草斗笠生产地

　　苔草斗笠苔草斗笠作为在农

业作业中避雨、遮阳等的不可或缺

的日用品，曾经在日本各地制作。

苔草具有防止雨水和雪水渗透的

效果，同时具有防虫效果。现在全

国 90%以上的苔草斗笠都产自高

冈市福冈町。福冈町的苔草斗笠制

作已有 400 年以上的历史，被指

定为国家重要非物质民俗文化财

产。据说是京都的禅僧带来的，也

有说是伊势国传过来的。江户时

代（1603-1867 年）中期，在加贺

藩的鼓励下开始正式生产，鼎盛

期是每年生产约 210万顶。现在

每年生产3万顶左右，由70 名匠

人手工制作。

  　福冈町位于湿地地带，能够收

获优质苔草。现在设有专用农田用

于手工栽培苔草。实施一体化作业，

内容包含苔草栽培、斗笠的骨架制

作、使用针和黄线缝制苔草的斗

笠缝制以及向老主顾销售。接收日

本各地用于节日或民谣、时代剧等

的斗笠订单，制作角笠、花笠、三度笠、

一文字笠、市女笠等各种形状的斗

笠。为了让传统的苔草斗笠制作能

够传承给下一代，也在积极推进

后继者培养和商品开发。

联系方式请通过主页进行确认。

https://kanakurekai.com

KANAKURE（陶片）会 当地获取的红褐色、黄色、蓝色、

白色等颜色的黏土木灰、草灰等939-0116　高冈市福冈町下蓑 255-1

电话 0766-64-2702  https://sugegasa.jp

越中福冈苔草斗笠振兴会 苔草、竹子、线 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不是编织，

而是线缝哦

真是品味绝佳的
漂亮颜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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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情趣的“罐体纹理”是传统茶

罐的精髓所在。通过“肌打”这一技法，

使用用水溶化的黏土像画画一样在铸

型上做出精细图案，然后通过双型铸造

法进行制作。材料为用木炭燃料生产茶

釜等的江户时代（1603-1867 年）时使

用的不易生锈的优质铁。在重视传统技

术的同时，最近也开始进行铁制盘碟等

全新商品开发。同时还制作发挥铁的厚

重感以及特性的厨房用品等。

感受不同铸物的纹理
传统&最新铁器

高冈市铸物资料馆位于高冈铸物发祥地、保留有江户

时代（1603-1867 年）建筑物的金屋町。除了详细介

绍高冈铸物的历史之外，还展示用于铸物的道具和优

秀作品、鲱鱼釜等。同时能够体验过去为了生火而通

过脚踏送风的“脚踏风箱”等。

高冈市铸物资料馆

　 原型、铸型制作

按照完成品的意象制作原型，通过使用砂子制作的湿

砂等型来制作铸型。同时设有已熔化的铁“水”的流经

通道。有的铸模可以一次制作出多个产品。

　 铸造

将在温度提升至约 1500 度的炉上熔化的铁“水”注入

模型之中。制作形状复杂而又精细的作品时，想要铸造

出细节完美的产品必须要有经验和熟练的技巧。

　 精加工、上色

铸物完成后必须要抛磨浇口和毛刺、表面砂石等多余

部分，再使用机器和砂轮等进行研磨。使用砂纸和刳刨

工具等打磨表面后进行上色。

高港地区当地产业中心 云龙山 胜兴寺

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匠人技术

木工师、涂漆师、金工等继承高冈佛龛传统技术的众多匠人们除了从事普通的

佛龛制作和修理之外，还从事文化遗产的修复工作。位于高冈市伏木的净土真

宗的胜兴寺在平成时期（1989-2019 年）开始进行大修理，由高冈的匠人们对

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并供奉正佛阿弥陀如来像的宫殿、以及住持与其

家族的佛龛“御内佛”进行修复。另外，

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高冈御车山的车轮、五金等

也进行修复。在这些修复中也发挥了

高冈漆器、高冈铜器、井波雕刻的匠人

技术，让这些技术得以传承给下一代。

介绍铁铸物的制作方法

1
3 2

地址 : 933-0909 高冈市开发本町1-1 

闭馆 :每周周二（年末年初） 

开馆 : 9:30 ～ 17:00 

电话 : 0766-25-8283 

地址 : 933-0112 

高冈市伏木古国府 17 番 1号

闭馆 : 无（需要确认）

开馆 : 9:00 ～ 16:00（入场截止至 15:30）

电话 : 0766-44-0037

地址 : 933-0841 高冈市金屋町1-5

闭馆: 每周周二（周二为节假日时顺延至次日）、

年末年初

开馆 : 9:00 ～ 16:30

电话 : 0766-28-6088

 

before → after

通
过
手
工

作
业
变得
豪华

盘
子和
厨房
用品

将佛龛制作技巧也用于修复文化财产

  　高冈的佛龛制作原本是由制作家具

的家具工匠亲手制作而发展而成的物

品。尺寸根据里面悬挂的挂轴宽度来定，

通过以“代”为单位的尺贯法来表示。照

片佛龛为70代，前宽为2尺（约61cm）。

最大的照片佛龛为 200 代，前宽为 3

尺 6 寸（约 110cm）。通过多次涂漆后

反复磨光来制作基底，然后贴箔。使用

手工作业延展裁切而成的金箔，大型佛

龛需要使用 2000 张左右的金箔。衬纸

的和纸图案映衬在金箔之上，柔和地反

射着烛光。

细微之处尽显技巧
的传统高冈佛龛。

除了展示高冈佛龛之外，还展销国家传统工艺品 （高

冈铜器、高冈漆器、井波雕刻、庄川挽物木制工艺品、

越中和纸、越中福冈苔草斗笠）。同时对工艺品的制作

工序和历史进行介绍。此外，还能够进行锡制酒杯铸

物体验和描金的漆器体验。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胜兴寺位于港口城市伏木。本愿

寺第八代主持莲如上人于 1471 年创设了胜兴寺，并

将其作为越中地区的据点。当地人亲切地将其称为

“FURUKOHAN”，进行了 20 多年的大修。以超大正殿

为首的 12栋建筑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装饰 70 代佛龛需要使用约 700~1000 张金箔。用漆精心制作基底后贴箔，

打造耐用佛龛。

对旧茶釜等不易生锈的铁进行
再利用制作传统茶釜。

铁的厚重感和铸物

纹理都是关键所在。

高冈佛龛高冈铁器

纯金光芒让极乐净土充满庄严感

　  凝聚高冈传统金工、漆工、木工

技术精髓制作的高冈佛龛可以说

是大型的美术工艺品。佛龛是模仿

供奉寺院正佛的宫殿制作的小型

物件，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

开始制作一般家庭用的产品。在

被称为真宗王国的富山县和北陆

地区，模仿净土真宗的西本愿寺和

东本愿寺的阿弥陀堂宫殿的“金佛

龛”是主流。每个宗派的佛龛和佛

具的形式都略有差异，但是在高冈，

西本愿寺风格的佛龛较多，通过使

用大量金箔，利用五金、屋顶、雕刻

等的装饰来体现极乐净土的庄严

感。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以后，

佛龛也在富山县内的一般家庭中

普及，佛龛都装饰得很豪华。即便

是现在，佛堂中摆放着大型佛龛的

家庭也不在少数。

　　在高冈，木工、雕刻、涂箔、五金、

宫殿屋顶、门扉木条、描金等 7个

工种的工匠或作家分工进行佛龛

制作。使用的木材是青森丝柏、银

杏树等木质坚硬、不易虫蛀的材

料。通过精细高超的技术制作每

一个工序的零部件，然后再组合在

一起。高冈佛龛是优秀匠人共同合

作才能完成的综合艺术品。

起源于铁的高冈铸物

  　拥有逾 400 年历史的高冈铸

物起源于高冈铁器。开辟高冈的加

贺前田家二代家主——前田利长

于1611年（庆长 16 年）从附近村

庄请来铸造工匠，让他们在金屋町

开设铸造厂。在加贺藩的大力保

护下，铸造工匠们开始制作铁锅、

茶釜、铁壶等生活用具以及锄头、

铁锹等铁铸农垦道具。

    终于，高冈的铸造工匠们开始

制作源自能登的塩釜。同时，拥有

北前船停靠港——伏木的高冈和

北海道贸易往来频繁，从明治到大

正（1868-1926 年），为了使用在

北海道大量捕获的鲱鱼制作鲱鱼

肥料，金屋町制作了大量“鲱鱼釜”

运往北海道。

战后，随着高冈铜器的发展，美术

铁器生产开始盛行，至今仍在利

用铁的特性制作丰富多彩的产品，

如艺术性很高的茶釜和铁壶、干支

以及纪念品等装饰品、风铃、文镇、

烹饪道具等。现在依然保留着过去

称为“土间埋”的工厂，在这里工匠

们像种田一样把模型排列埋入土

中进行铸造。为了将从江户时代

（1603-1867年）延续到现代的高

冈铁器的优点传承给后代，人们不

断致力于进行发挥铁特性的商品

开发。

邮编 933-0101　高冈市伏木国分 1-4-40　

电话 0766-44-2801

高冈佛龛工匠会 青森丝柏、银杏、漆、

金箔、黄铜、铜板等933-0909　高冈市开发本町 1-1

电话 0766-24-8565

传统工艺高冈铜器振兴协同组合 铁 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日本遗产”

认证城市

——高冈

利用金箔和五金
零件打造豪华制品！“日本遗产”

认证城市

——高冈

这个茶釜的纹理富有情趣，

真是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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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木象嵌富山土人偶

永森家具

木镶
嵌的精密技

术

　 剪裁

将图案分开，将颜色和种类不同

的 2张木板叠在一起，使用电动

线锯剪裁。这是需要制作很多种

板（零件）后镶嵌的费时作业。

　 完美镶嵌的原因

想要严丝合缝镶嵌木材，必须要面

向图案内侧，略微倾斜刀子的放入

角度，越向下切除宽度就会越窄。不

使用刨刀就能高精度地完成作品。

　 镶嵌

将 2张木板重叠并进行剪裁后，

拆下下方的底板，上方的木材将

严丝合缝地嵌入。使用电动线锯

进行完美剪裁需要高超的技术。

　 剪裁后

重叠 2张木板后进行剪裁，只将

需要的部分嵌入下方的底板中。

在照片中，周围的褐色部分是不

要的部分。镶嵌在底板中的灯笼

被完美取出。

介绍富山木象嵌的制作工序

在富山人偶工坊，除了展销数百种土人偶之外，还能

体验在涂白后的素胚土人偶上绘制自己喜欢的图案。

人偶可以从拥抱古装人偶和招财猫中选择，而土铃铛

可以从干支、猫头鹰、鲤鱼旗、轻轨电车等中选择。

富山土人偶工坊

制作前后分开的模具。可以直接

利用大正时代（1912-1926 年）

的传统模具，也能以传统模具为

基础制作新模具。新作品必须从

零开始制作模具。

将素胚涂白，表面变打磨光滑后

进行绘图。人偶制作的特征是，

没有分工，从嵌入到绘图都由同

一个人完成。

从模具中取出后将前后部分合在

一起，使用名为“dobe”的黏土熔

化物进行粘合后成型。在干燥一

周左右后，放入 800 度的窑中烤

约 8 小时后变成素胚。

将 5 毫米厚的黏土放入前后分

开的模具之中，按压至已复刻到

细微表情。为了能够好好保存传

统模具，因此每天只能只用1个

模具，而且只能使用1次。

 　  在供奉学问之神、天神信仰盛行的

富山县，富山市内有男孩出生的家庭有

在正月装饰土人偶天神的风俗。除了传

统的天神装饰品之外，还有古装人偶和

鲤鱼旗等节日人偶、舞女、卖药郎等富

有乡村特色的丰富多样的土人偶。沿袭

古代模型的同时，在绘画中加入现代表

情的招财猫以及每年都会发表的干支

人偶新作品也非常受欢迎。由于是手工

制作，因此表情和设计都略有不同，能

够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偶。

为祈愿幸福而装饰的
传统和最新土人偶。

地址 : 939-0341 射水市三ケ 3331

闭馆 : 年末年初   开馆 : 10:00 ～ 18:00

电话 : 0766-55-1270 * 木镶嵌体验仅限周

末，需要预约。费用因材料而异。永森家具的

Instagram 也有信息公布

地址 : 930-0881富山市安养坊 1118-1

闭馆 :年末年初（可能临时开馆和休馆）

开馆 : 9:00 ～ 16:30 

电话 : 076-431-4464

　　富山木象嵌根据图形自由使用不

上色的白、黑、藏青、红等颜色的木材进

行制作。木镶嵌第一人——朴木立堂先

生首创了通过将切薄的木镶嵌贴在和

纸或板上后镶嵌，从而提高精度且不会

发挥失常的独有技术。同时竭力推进下

一代的技术继承。除了发表大量作品、

制作类似于绘画的裱框作品、最近还让

年轻人开发在铝或铜等异材上进行木

镶嵌的盘子、手机壳等产品。

以传统技术为基础进行
自由创作。

致力于传承富山木象嵌优秀技术的富山木象嵌工艺

会开展技术研究及指导新手、开发商品、体验木镶嵌

等各种活动。在射水市的永森家具，不仅有展示富山

木象嵌的各种作品，还为感兴趣人士开展木镶嵌体验

会。

制作描绘富山县风物的作品等的

大小不同的裱框作品。

铝和木材、铜和木材等，

在不同材质上进行木镶嵌的盘子。

　 制作模具

　 绘图　 素胚

　  嵌入模具

介绍富山土人偶的制作工序

传统的天神装饰品有随从、
石狮、灯笼、神官、太鼓等。

纤瘦的招财猫充满富山特色。

干支人偶可爱而又富有现代感。

在天然木材上随心所欲地绘图的技术

　  富山木象嵌能够镶嵌各种色调

的天然木材，随心所欲地描绘自然

和风物。从古代正仓院的宝物上就

能够看到这种技术。出生于富山县

的中岛杢堂在从县立工艺学校（现

在的高冈工艺高中）毕业后的

1907 年成为使用电动线锯的近

代木镶嵌第一人——箱根町的白

川洗石先生的弟子，在向白川先生

学习2年多技术之后，回到富山县

将其发扬光大，这就是富山木象嵌

的起源。中岛先生研究出独特手法，

制作出有木头厚度、无法量产的木

镶嵌，提高其价值。制作了大量描

绘立山和雷鸟等富山县风物的作

品。中岛先生的弟子和他的学生继

承并发展其技术。

    富山木象嵌注重纹理和色调，因

此使用无上色木材，使用木材种类

达数十种，有木兰树、神代木兰树、

神代杉树、黑柿子树、黑檀木、胡桃、

银杏、七叶树等。除了裱框作品之外，

现在也在开发能够用于日常生活

的商品。除了进行作品展销外，富

山木镶嵌工艺会还对继承者进行

技术指导，开展普通人士的体验

活动等，致力于开展让后代了解富

山木象嵌优秀之处的活动。

拥有温柔表情、带有泥土温暖

　　富山土人偶是一个个手工制

作而成。接触到朴实可爱的人偶，

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

1848~54 年（嘉永年间），富山藩

第十代藩主——前田利保公请来

尾张的陶工、加藤家的匠人广濑

秀信，在位于现在的富山市樱木町

的千岁御殿开设千岁窑，并让他们

制作陶器。秀信之子安次郎一边制

作陶器，一边制作天神卧牛进献，

这就是富山土人偶的起源。

　　江户时代（1603-1867 年）末

期以后，作为信仰物品和吉祥物、

驱邪、儿童的玩具而为人们所熟知，

代表人偶有学问之神的天神和女

儿节的拥抱古装人偶。昭和时代

（1926-1989 年）初期之前虽然也

有几家土人偶工坊，但是只有从广

濑家学习到技法的渡边家继承了

传统技法。由于第三代的渡边信秀

先生没有继承人，因此设立了“富

山土人偶传承会”，让学生学习传

统技术。1997年，渡边先生将自己

继承的模型和技法全部传承给“富

山土人偶传承会”。现在，传承会为

了让传统技法能够流传后世而不

断开展活动。

930-0121　富山市吴羽町 3918-32

电话 076-434-0150

富山木镶嵌工艺会 多种多样的天然木材、和纸等

930-0881　富山市安养坊 1118-1

电话 076-431-4464

www.city.toyama.toyama.jp/etc/minzokumingei/tuti/tuti.html

富山土人偶传承会 黏土、颜料等 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指定团体 主要材料

木材完美嵌入时的
感觉超级好！

因为是手工制作，
所以表情都略有差异哦

干
支
每
年
都
会

发
表新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