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茶品茶程序（日本茶道做法）
在茶室品茶的时候，请您暂时忘掉工作和日常生活上的烦恼，
享受一下精神交流。这就是享受日本茶道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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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纪念公园

日本庭园
指南

日本庭园
日本庭园是针对1970年举办的日本万国博览会（大阪世博会），为了向从世界各地前来的游
客介绍日本造园技术的精华，对照林立的现代建筑展示馆的未来空间，以提供了大自然与绿色休
闲空间为目的而建造的。
庭园占地面积约26公顷，东西1300米，南北200米的细长空间里建造了小溪，把日本万国博
览会的“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主题寄托在这条小溪上，表达时间的变迁。
这个庭园以上代（平安时代·8世纪至12世纪）、中世（镰仓、室町时代·12世纪至16世纪）、
近世（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三个时代的庭园样式为示范而建造的，另外还有以1970年的
新式庭园、现代（明治时代·20世纪以后）的庭园样式，是作为综合性的庭园而建造的。

是把京都府宇治市的平等院（上代）、京都市的大仙院（中世）、冈山市的后乐园（近世）、京都
市的松尾大社的庭园（现代）等各种庭园样式集中在一处的，具有庭园博物馆功能的、代表昭和时
代（1926年至1989年）的名园。
手里拿着小册子漫步在庭园中，除了可以体会到各个时代的庭园历史和点景石的特色，还可
以欣赏到随着时间和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姿色的日本的美丽的大自然。

请先用牙签取食为您提供的茶点。先吃
甜点再品茶，茶的味道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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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服的服务员把茶碗放在桌子上。

3

用右手拿起桌上的茶碗。

4

将右手拿着的茶碗放在左手的掌心上，

5

右手轻扶茶碗的同时稍稍抬高茶碗，轻

6

把茶碗举回到原来的高度，右手按顺时

7

右手扶着茶碗喝茶，喝到最后一口时发

8

喝完后，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将喝茶

9

然后，用茶点垫上的纸擦手指尖。

10

用右手按逆时针方向转一转茶碗。

同时用右手轻扶茶碗。

轻地鞠一下躬。

针方向转一转茶碗。

出“吱”的声音来。

上代庭园（平安时代）8世纪至12世纪
中式庭园（镰仓 ·室町时代）12世纪至16世纪

日本庭园基本信息
开放时间
休 息 日

门

票

的部分擦拭干净。

1月2日至12月27日 上午9点半〜下午5点（最后入园在关门前30分钟）

近世庭园（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

每星期三（当天是祝日时，第二天休馆）
※4月1日至5月上旬，10月1日至11月30日无休
成人260日元，中小学生80日元

现代庭园

※与自然文化园的门票通用

官方网站

https://www.expo70-park.jp/language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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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急电车

地铁（御堂筋线）
南海电铁
JR 新干线

地铁（谷町筋线）
京阪电车

从阪急电车「南茨木」站、
「山田」站、
「萤池」站，北大阪急行电车「千里中央」站，大阪
市营地铁「大日」站，京阪「门真市」站前来时，搭乘大阪单轨电车十分便利。

■从大阪国际机场前来时

大阪机场

大阪单轨电车

万博纪念公园 17 分种

■从关西国际机场前来时

关西机场
难波

南海电车

难波 39 分种〜

大阪市营地铁御堂筋线・北大阪急行

千里中央

大阪单轨电车

千里中央 29 分种

万博纪念公园 5 分种

■利用新干线前来时

新干线「新大阪」
千里中央

大阪市营地铁御堂筋线・北大阪急行

大阪单轨电车

千里中央 13 分种

万博纪念公园 5 分种

请通过自然文化园到日本庭园。

2013.2

把茶碗放好在桌子上。

上代庭园（平安时代）8 世纪至 12 世纪
在平安时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王朝文化开化了。以瀑布和成为源泉的「遣水（王庭院里引入的溪流）」的置石等为
中心，呈现出具有大海形象的池塘。
在庭园的最西边种植着许多常绿针叶树和红叶树，仿佛深山幽谷的景色。
这个庭园里建设了作为在世博会期间接待外国政府机构的贵宾的迎宾馆。
这个迎宾馆结合了上代庭园地区的庭园构思采用了「寝殿造（Shinden-zukuri）」的建筑方式。
另外，庭园里的溪流是以上代庭园地区的泉水和瀑布为源头，这个源头也
成为中世庭园地区的南北两条溪流，接着流进到近世庭园地区的心字池和现
代庭园地区的莲花池。
【代表这个时代的庭园】平等院（京都市宇治市）、神泉苑（京都市）

泉水
在平安时代，具有大海形象的庭园有很大的发展。立在泉水中的石头
呈现岛屿的形状，前边的铺石表现了具有海岸多样性的「洲滨（沙洲）」的
形象。
比拟岛屿而屹立的石头，采用的是鸟取县佐治川产出的防水蚀性很
强的佐治石，还表现出从庭园溪流的源头涌出来的水的力量。

瀑布

迎宾馆

以有3.5米高的两段瀑
布为中心，不同形状的小
瀑布布局在它的左右，左
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
用于主要瀑布的石头
是岐阜县产出的，是庭院
里最大的，重量分别位20
吨、17吨、15吨。
在从瀑布流下的溪流
的两岸种植着许多红叶
树，呈现出红叶树溪流的
景色，流下的溪水的声音
和样子令人感受到大自然
的感觉，很难让人想象这
是个人工溪流。

在世博会期间，为了接待外国的政府机
构的贵宾而建造的设施。
建筑方式具有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形
象，从泉水方面欣赏的挡土墙的置石是用小
豆岛产出的自然石平坦地堆砌的，融合了上
代庭园方式。
现在迎宾馆作为举办各种聚会、婚礼、
派对的设施而被有效利用。

中式庭园（镰仓 · 室町时代）12 世纪至 16 世纪

茶室「千里庵」
茶室「千里庵」是模仿禅寺的方丈而建
造的。
外围的置石，
为了展现古刹的风格，
把半
加工的丹波石平坦地布置。
在室町时代「枯山水」很发达，就是在面
积比较小的庭园里，不使用水而是把自然风
景的山和水抽象的表现出来的一种造园形
式。
僧侣们每天看着枯山水庭园禅坐悟道。
在这个枯山水庭院里每位观赏的人可以
自由自在的思考。
如果有「石头有意志」的看法，您可以一
边想象各个石头或树木抽象地表现出大自然
的哪个样子，
一边欣赏庭园。
另外，冬天树叶全部落光之后从千里庵
能远望到
「远见之松」
。
《开馆时间》 1月2日至12月27日
（7、
8月份与1月份只有周六、
周日、
节假日开放）
《开馆时间》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品茶费用》 500日元

镰仓时代是从朝代文化变迁到武士文化的过渡时期，受从中国传来的禅宗思想的影响，建造了禅院庭园。
在室町时代建造了以置石的美为中心的庭园，只用石头表现出溪流的「枯山水（Karesansui）」，随着茶道的流行还建造了表现
「WABI」和「SABI」精神的茶庭。
在中世庭院地区，有随着茶道和禅宗的发展而建造的各种形式的茶室 ：模仿禅院方丈，有古老寺庙风格的「千里庵」；表千里、
里千家等不同流派都可以使用的数寄屋式建筑（Sukiya-zukuri）的茶室「泛庵」和「万里庵」。
上代庭园地区的瀑布流下来的北之谷，有两岸覆盖着红叶树的急流。另外，南之谷有竹林，中间有溪流安安静静的流淌着。
夹在这两个山谷之间的小丘上栽植着日本黑松、杨梅、三叶杜鹃等，表现出了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地区的山村形象，也表
现出了茶道、禅宗和大自然的和谐。

茶室「泛庵」、
「万里庵」
【代表这个时代的庭园】龙安寺（京都市）、大仙院（京都市）
※什么是「WABI」、
「SABI」精神？
「WABI」是粗淡、朴素的样子(日语叫「侘
（WABISHI）」)。
「SABI」是
因经历了时间、东西变的陈旧的样子（日语叫「寂（SABISHI）」）。
「WABI」、
「SABI」精神就是对朴素而陈旧的样子拥有审美意识。

竹林

世博会期间，该设施作为接待国内外贵宾（尤其是女士们）的设施，
是由京都商会捐赠的。
两栋茶室是由国宝级设计师中村外二先生设计的，
互相作陪衬而设置。
「 泛 庵 」是 联 想 到 在 桃 山 时 代 完 成 的 武 士 住 宅 方 式「 书 院 造
（Shoyin-zukuri）」而建造的，因为不同流派都可以使用，所以取「泛用」的
「泛」字、命名为「泛庵」。匾额是当年的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先生的亲笔。
「万里庵」的形象是草庵，是以茅草作为建筑材料而建造的。这个茶室
取「万博（万博会）」的「万」字和「千里」的「里」字、命名为「万里庵」。匾额上
的「万」字是表千家掌门人千宗左的亲笔，
「里」字是里千家掌门人千宗室的
亲笔
《开放时间》每年11月

建造日本庭园以前的千里丘陵有广豪的竹林。
在日本庭园的计划阶段，为了再现原有的植被，在此地建造了竹林。
在这片竹林里栽植着草珊瑚、朱砂根、南天竹、沿阶草等灌木，穿过竹
林而布局的小溪安安静静的流淌着，您会感觉的到华丽的平安时代所创作
的《平家物语》和《方丈记》等里面含有的「mono-no-aware（ 触景生情）」的
情感。
漫步在竹林中，
「鹿威（Shishi-odoshi）」的有情趣的声音鸣响到整个竹
林，这里是再现日本怀旧大自然风景的空间。

洲滨 ( 沙洲 )
在最西边涌出来
的泉水，经过南北两条
小溪汇合在这个洲滨，
然后一直流下去到心
字池。
这是把从河口流
到大海的景象缩小并
表现出来，用枯山水的
技巧，栽植沿着海边野
生生长的「海滨木槿」，
表现了大自然的情景
和规模感。

茶庭
茶庭是指到茶室的途径、小径，也被成为
「露地」。
尽管茶室在大城市里，但是创造了恰似人
在山村里喝茶的感觉，体会与日常生活隔绝的
茶道世界。这就是把茶庭和茶室相配着设置的
理由。
在茶庭里栽植着许多红叶树，也设有可以
举 办 露 天 茶 会 的 地 方 。从 泛 庵 里 的「 蹲 踞
（Tsukubai：就是洗手钵）」流出来的水成为供人
享受的「流畅曲水」的溪流。

水琴窟
传说水琴窟是由江户时代的园丁设计的，
在日本各地盛产一直到昭和时代初期。
水琴窟是一种日本庭园的装饰，
也是一种
乐器。
一个密封壶倒转埋入，
从
「蹲踞」
流下去
的水通过壶上部的一个洞口流入壶内的小水
池，
从而在壶内产生悦耳的击水声，
很像日本
琴的声音。

庭院方式在江户时代被编成，成为庭园建造的骨干的大名们（daimyou）纷纷建造许多大名庭园。

象征现代庭园方式而建
造 的「 鲤 鱼 池 」里 没 有 自 然
石，笔直地切开的料石像艺
术品般地排列。
把料石比作自然石布置
置石，描述从山山叠叠的地
方涌出来的水，经过河川一
直流到大海的大自然的风
景。
借助于大自然的面貌，要告诉我们
的主题就是尽管造园方法变化却依然
在本质上表现了大自然的风景。
现在因为很难收集点景石和名木，
为了表现未来的庭园，池塘的护岸采用
的是料石。

计的庭园。

这个地区也是能享受庭院景致的地区。

它的特点 ：第一是除了莲花池的莲花睡莲和玉蝉花

从中央休息处眺望庭园的景色，可以观赏到以芝山（假山）为背景的心字池、点景石、珍贵木材、观雪灯笼等日本庭园成熟期的

田的玉蝉花，还有栽植在模仿梯田的花圃的花儿都应季

华丽的庭园景观。

的开放，成为开放式的庭园 ；第二是在建造庭院时，没有

另外，漫步围绕着心字池的小径，还可以十分享受景致的变迁。

材料上的约束而尝试了自由的创造，池塘护岸采用花岗
石料石，您可以欣赏到颜色鲜艳的鲤鱼。

【代表这个时代的庭园】后乐园（冈山市）、兼六园（金泽市）、偕乐园（水户市）

就这样，现代日本庭园的乐趣是“寻求日本美丽的
自然景致”。

心字池

1968年计划建造日本庭园时，就有了作为永久性休息设施而建造杜鹃花丘陵
休息亭的方案，但是因为当时预算不足，所以只是建造了简单的休息亭。
现在的休息亭是1992年由日本彩票协会提供资金援助而建造的。
这个休息亭是由当年参加建筑物设计的建筑师设计的，外观加工有当代风
格，与其它的建筑不同。这是一个能感觉到风丝、声音、阳光、花朵的新颖的设施。

鲤鱼池

这个地区表现出象征未来的开朗，并具有立体感设

近世庭园地区是以模仿「心」字的规模很大的心字池为中心，采用江户时代的庭园方式的庭园，是该园里规模最大的。同时，

杜鹃花丘陵休息亭

茶花小径、梅林小径是为了欣赏庭园里的梅林和茶花，1991年新设的，
是该园唯一的细园路。
每年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可以欣赏到梅花，四月中旬至六月下旬可以
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茶花。

从1940年左右开始建造采用抽象艺术因素的庭园。

他们建造了许多可以一边回游池塘周围的小径，一边欣赏庭园景致变化的「池泉回游式」的大型庭园。

假山的山脚下邻接着的丘陵的山腰部有大约500米的小径，沿着小径栽植着
17种约7000株石岩杜鹃，另有不同品种的杜鹃花，为了成为「杜鹃花之名胜」而
建造。

茶花小径、梅林小径

一般来讲，日本花柏树是在高山上自行生长的植物，在像该园这种在
城市里的平地生长的是非常罕见的。
漫步在日本花柏树林里的小径，会有一种漫步在某个高山里的感觉。
穿过稍暗的日本花柏树林，就能看见远见之丘的一棵松树，它的前面
有较高的芝山，令人享受「从黑道两」、
「从阴到阳」的变迁的景致。

现代庭园

近世庭园（江户时代）17 世纪至 19 世纪

杜鹃花丘陵

日本花柏树林

心字池是从上面看是模仿「心」字的池
塘，面积为1.1万平方米，是该庭园里最大的
池塘。
现在悠闲的畅游在池塘里的锦鲤是，世
博会期间受锦鲤名产地——新潟县和广岛
县的协助，运过来并进行展示的锦鲤的后
裔。
另外，心字池周围栽植着很多日本全国
精选的名木，其中福冈县久留米市产出的黑
松和兵库县伊丹市产出的远见之松是心字
池的主景树。

【有代表性的庭园】松尾大社（京都市）

观雪灯笼
（石刻灯笼 Yukimi-doro）
爱知县冈崎市产出的观雪
灯笼，高为3.3米，灯罩直径为
3米，重量为13吨。

莲花池
莲花池栽植着26种约1200株莲花，每年7月份左右是盛开的时期。
该庭园从早期开放，就是莲花盛开的最美丽的时间，可以观赏到优雅
盛开的莲花。

玉蝉花花田

针对莲花盛开的时期，该庭园举办用莲花叶和莲花梗喝日本酒的「象
鼻杯」活动。
象鼻杯是向莲花叶中倒入日本酒，用像吸管一样的莲花梗喝日本酒。
看起来很像大象的鼻子，所以被称为「象鼻杯」。
象鼻杯原来是中国唐代小说集《酉阳杂俎》酒食篇当中可见的一种中
国古代的消暑饮食方法，叫做「碧苚杯」。

玉蝉花花田里栽植着
68种约1万株玉蝉花，每年6
月中旬是盛开的时期。
传说玉蝉花是在江户
时代中期作为有观赏用途
的花而种植的。它的特点是
端正地直立的面貌和低垂
的大花瓣。

※早晨开放时间 ：7月周六、周日
早晨6点〜
※「象鼻杯」活动 ：免费参加（以到达先
后为顺序，
有人数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