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江户时代 体验地道的日本武士生活

东武铁道贯穿东京近郊 4 县，沿线地区有很多历史悠久的观光景点值得一看。有祭奠江户时代初代将
军的世界遗产日光东照宫，有保留了武士盛世江户时代驿站城镇昔日景象的大内宿，还有内战中终结江户
时代的最终战场鹤城。这条日本文化特色浓郁的“武士之旅”带您穿越时空，亲身感受江户时代的文化历
史。

日本武士之旅 第一天
8:00 参观浅草寺
“武士之旅”从浅草的浅草寺开始，这里一直是高人气的观光胜地。从大红
灯笼高高挂的雷门一直延续到本堂的仲见世通道，两边的特色商店销售着日本特
色伴手礼和各式精美的日式点心。据说，这条街始建于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最
为悠久的商店街之一。有的商店 8 点钟就会开店迎客，游客可以在早晨就神清气
爽的去参观游览浅草寺，体验购物和美食的乐趣。

9:00

仲见世街景

乘坐东武新型特急列车 Revaty 前往日光

接下来，我们由位于浅草寺附近的东武晴空塔线浅草
站前往东武日光站。我们要乘坐的新型特急列车 Revaty
自 4 月 21 日起正式开始运行，车厢内提供无线网，所有
座椅均配有插座，为旅客带来舒适便捷的乘车体验。乘坐
9 点整准时发车的新型特急列车 Revaty 后，经过全球最
®
高塔“东京晴空塔 ”脚下，10 点 54 分便可抵达东武日
光站。Revaty 的车票（浅草站至东武日光站区间：成人
票价 28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76 元）可以在浅草站 1 层
售票处前的浅草东武旅游服务中心购买。此处可以提供
英文、中文、韩文等多语种咨询服务，购买手续上有任何
问题都会得到耐心的解答和指导。

东武晴空塔线 浅草站

东武旅游服务中心浅草

Revaty 和东京晴空塔

在日光可以悠闲观光的优惠通票也有销售
NIKKO ALL AREA PASS（日光全域通票）
日光鬼怒川地区铁道、世界遗产区域和奥日光区域内 4 天巴士通票，乘坐次数不限。
票价：4520 日元（约合人民币 275 元）
，
（4 月-11 月）；售票地点：浅草站或在线购票
NIKKO CITY AREA PASS（日光市区域通票）
日光鬼怒川地区铁道、世界遗产区域内 2 天巴士通票，乘坐次数不限。
票价：267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62 元）
；售票地点：浅草站或在线购票

11:00 办理随身行李服务及购买观光巴士通票
到达东武日光站后，建议大家可以先在车站 1 层咨询柜台办理
“Hands-Free 服务”
。服务人员将为您把行李箱等大件行李送到日光周
边的住宿设施。托运行李后，您可在东武日光站旅游中心购买世界遗产
巡游车票（5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30 元）
。持此票，可以当日内不限次
数的乘坐在东武日光站前发车的世界遗产巴士，每 10 分钟一趟非常方
便，还可以闲庭信步的尽情游览世界遗产日光的神社与寺庙。您可根据
自己的滞留天数，选择世界遗产巡游车票或优惠通票。巴士的乘坐方法
请参照以下网址。

世界遗产巴士

东武巴士 URL：
http://www.tobu-bus.com/en/nikko/pdf/nikko_en.pdf?201704

11:30

参观日光东照宮

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日光的神寺”中就有日光东照宫。这座神社供奉着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
川家康，建筑风格绚丽夺目，精美绝伦，视觉感受非常震撼。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历经 4 年的修复工程
在今年 3 月重新焕发生机的阳明门。日光东照宫的柱子等多处都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其中，取意“君子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一为人之道的“三猿”最为有名。

阳明门天花板图案

阳明门 外观

景点名称
参观时间
票
价
地
点

日光东照宫（URL：http://www.sekaiisan-nikko.jp/cms/wp-content/themes/nikko/pdf/nikko_chinese2.pdf）
8:00-17:00（售票截止到 16:30）
13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79 元）
栃木县日光市
东武日光线东武日光站（距离东武晴空塔线浅草站约 1 小时 55 分钟）-巴士表参道站
（约 10 分钟）

浅草站

东武日光站

表参道

东武晴空塔线

巴士

（新型特急 Revaty）约 1 小时 55 分钟

约 10 分钟

※日光东照宫位于武士之旅推荐景点地图中②的区域内。

13:00 享用日光美食
参观了世界遗产后，种类繁多的日光美食可以让您大快朵颐。在日
光，随处可见日本特色的美食，有取自日光山脚下清冽可口的泉水制作
而成的荞麦面，还有利用大豆原浆熬制而成的日光传统料理腐皮等。推
荐您前往坐落于日光东照宫附近的“日光腐皮卷 全 ZEN”
，品味用腐皮
制作的创意料理“日光腐皮卷套餐”
（216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31 元）
，
定能让您一饱口福。
日光汤波卷 全 ZEN URL：https://livejapan.com/zh-cn/spot/lj0002725/

魚要 HP より抜粋

日光汤波卷套餐

14:00 酒足饭饱之后，乘东武巴士尽享日光的自然风光
午餐过后，您可以尽情欣赏日光秀美的自然风光。从世界遗产日光的神社寺庙继续前行，便是一片广
阔多彩的自然景观，空气沁人心脾，湖水清澈见底。除世界遗产观光巴士外，东武巴士还有奥日光区域内
的巴士，可以带您将日光的自然美景尽收眼底。您只需在东武日光站旅游中心购买通票，便可任意乘坐开
往奥日光区域的巴士。持通票乘坐开往奥日光区域的巴士，翻过急转弯延续的伊吕波坂后，您就可以看到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东国三叶鹃盛放的龙头瀑布、中禅寺湖与男体山，另外还有漫步湿地之中的远足路线，
让你在怡人的自然风光中渡过美好的一天。

龙头瀑布

中禅寺湖与男体山

远足路线的小田代原

奥日光区域 通票 URL：http://www.tobu-bus.com/cn/nikko/
日光鬼怒川旅行指南 URL：http://nikko-travel.jp/jianti/attract/nikko.html

18:15 入住历史气息浓厚的日光金谷酒店
尽情观光后，可以入住怀旧情调十足的日光金谷酒店，这里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度假酒店之一。一迈入
酒店，便会感受到穿越时空般的不一样的气息。感受金谷酒店 140 余年的时间旅行后，您可以在酒店内的
酒吧中放慢一切，一边欣赏着爵士乐，一边品尝威士忌或是鸡尾酒。

日光金谷酒店

日光金谷酒店 URL：http://www.tobujapantrip.com/cn/lodging/nikko_kinugawa/20.html

【日光地区全图】

小田代原

日光东照宫

龙头瀑布
男体山

伊吕波坂

中禅寺湖

日光腐皮卷 全

日光金谷酒店

日本武士之旅 第二天
9:23 从东武日光站出发
第 2 天，在东武日光站乘坐 9 点 23 分发车的电车，约 2 小时后
可到达汤野上温泉站。茅草屋顶的车站旁边有足浴温泉，除了星期三
上午外，均可免费使用。建议您一定要去试一试。
泡过足浴温泉后，便开始前往大内宿。乘坐 12 点 5 分由汤野上
温泉站发车、开往大内宿方向的巴士“猿游号（Saruyugo）
”，约 20
分钟即可抵达。

足浴温泉

■2017 年 4 月 21 日（周五）至 11 月 30 日（周四）的巴士时刻表

巴士
时刻表

乘车地点

第1班

第2班

第3班

第4班

第5班

第6班

第7班

第8班

汤野上温泉站 出发

9:00

10:00

10:40

11:20

12:05

13:05

14:05

15:05

大内宿入口

9:20

10:20

11:00

11:40

12:25

13:25

14:25

15:25

第1班

第2班

第3班

第4班

第5班

第6班

第7班

第8班

出发

10:20

11:00

12:25

13:25

14:25

16:00

汤野上温泉站 到达

10:40

11:20

12:45

13:45

14:45

16:50

到达

乘车地点
大内宿入口

※仅大内宿入口站发车的末班巴士在大内宿所在的下乡町内游览后到达汤野上温泉站。

12:25 带你穿越回江户时代的大内宿
大内宿是江户时代的驿站城镇，至今仍保留着昔日的面貌。因为这是一条连接会津与日光的街道，所
以在江户时代，大内宿成为了赶往江户的大名（江户时代最高级别的武士，直接从属于将军）以及南来北
往的过客们的驿站城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仍然保留着 30 多家茅草屋顶的民宅，置身于这样的场
景中，宛如穿越时空回到了江户时代。民宅多为餐馆或出售伴手礼的特色商店。中午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一
下以葱代筷的葱荞麦。酒足饭饱，观光结束之后，则可乘坐 14 点 25 分发车的巴士返回汤野上温泉站。

大内宿的街道景象与葱荞麦

景
地

点
点

大内宿（URL：http://ouchi-juku.com/index.php?English）
福岛县南会津郡下乡町
会津铁道汤野上温泉站（距离东武日光线东武日光站约 2 小时）-巴士大内宿入口站
（约 20 分钟）

下今市站

东武日光站

鬼怒川温泉站

汤野上温泉站

大内宿入口

东武日光线

东武鬼怒川线

东武鬼怒川线

巴士

约 10 分钟

（乘坐特急车 Spacia）

（乘坐快速列车 AIZU mount express）

约 20 分钟

约 20 分钟

约 1 小时 25 分钟

※大内宿位于武士之旅推荐景点地图中标注③的区域内。

15:45 参观万夫莫开的名城——鹤城
回到汤野上温泉站，乘坐 14 点 49 分发车的电车，约 30 分钟后，
便可到达会津若松站。在站前乘坐出租车，即可前往鹤城。鹤城曾是
开辟新时代的新政府军和坚守江户幕府的旧幕府军展开戊辰战争，激
烈对战的舞台。在那场战争中，新政府军获胜，日本的近代化也由此
拉开帷幕。为旧幕府军奋勇守城的白虎队忠肝义胆，结局令人扼腕。
他们的故事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
鹤城

景

点

鹤城（URL：http://www.tsurugajo.com/language/cha/index.html）

开放时间

8:30-16:30

票

价

410 日元（约合人民币 25 元）

地

点

福岛县会津若松市
・JR 西若松站（距离会津铁道汤野上温泉站约 30 分钟）-出租车（约 10 分钟）

汤野上温泉站

西若松站
会津铁道约 30 分钟

鹤城
出租车约 10 分钟

※鹤城位于武士之旅推荐景点地图中标注④的区域内。

有关白虎队
白虎队是江户末期会津藩 15-16 岁的少年组成的一支部队，在戊辰战争中，这支部队隶属于旧幕府军
队，为守卫家乡，浴血奋战。在新政府军的猛烈攻势之下，20 名少年退守饭盛山。看到炮火硝烟笼罩
下的鹤城，少年们以为城池已被攻陷，故而毅然决定自断生命。这悲壮感人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传
颂。作为老少皆知的历史事件，还被多次翻拍成了日本古装连续剧。

16:45 伴手礼和旅途小憩的首选日式甜点
店名：鹤城会馆
临近鹤城北侧的鹤城会馆，出售会津伴手礼和当地自酿酒。会津
是大米产地，因此本地盛产各类自酿酒，清爽之中略带甘甜，容易饮
用，饮后齿颊留香，颇受女性欢迎。在店内还可以试饮，您可品尝对
比后挑选出最符合您口味的一款。鹤城会馆内还有日式甜点专卖店小
池菓子铺。您可以在这里买到现蒸的小米豆沙包。外皮使用小米和糯
米制作而成，做法独特，口感软糯。
（97 日元／个，约合人民币 6 元）
地
址 福岛县会津若松市追手町 4−47
营业时间 9:00-17:00

店 名：本家长门屋
商品名：香木实 19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115 元）／17 粒
店铺创始于 1848 年的江户时代。上乘的红豆沙包裹住一整颗会
津原产鬼核桃，再涂满红糖，便是一粒香木实。这款日式甜点也曾出
现在汇集各国首脑的 2016 年伊勢志摩 7 国集团首脑会议中，还曾在
世界通用的终极伴手礼大赛中获奖。店铺距离鹤城约 1 公里，您可以
在返回酒店时乘出租车顺路购买。
地
址 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川原町 2-10
营业时间 9:00-17:30

店 名：御菓子之藏 太郎庵
商品名：喜多方拉面布丁 432 日元（约合人民币 26 元）／个
看起来像是拉面，但实际却是用布丁打底的蛋糕。拉面汤是红茶
慕斯，栗子奶油做成面条形状，用巧克力再现叉烧肉。新颖独特的甜
点造型，让你禁不住想要拍照秀到朋友圈分享。店铺位于会津若松站
东口，从刚刚游览过的鹤城乘出租车至御菓子之藏太郎庵（会津总本
店）门前下车即可，回程也非常方便。
地
址 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白虎町 180-1
营业时间 9:00-19:00

18:13 从会津若松站返回东京
乘坐 18 点 13 分发车的电车，由会津若松站至郡山站，如果选择乘坐新干线返回东京站，21 点多便可
抵达东京。稍作休息调整后，第二天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在东京观光。看了这一趟武士之旅，您是不是也
按耐不住想亲自来体验一次别具一格的日本武士之“道”呢？
会津若松站

郡山站
JR 磐越西线
约 1 小时 15 分

东京站
新干线约 1 小时 25 分

【武士之旅推荐景点地图】
®

东武铁道覆盖以东京为核心的关东地区的主要铁道。沿线拥有世界第一高塔东京晴空塔 、耗时 4 年
的修复工程后重新焕发生机的阳明门所在的世界遗产日光东照宫、完好保留藏造（仓库式建筑）街
景的川越等多处人气观光景点，一年四季都热闹非凡。
④西若松

③汤野上温泉

②东武日光

①浅草

关于东武集团的最新信息
东武集团 SNS 官方网站
■新浪微博(Weibo)/微信(WeChat)
Weibo：http://weibo.com/tobugroup

WeChat

开设 Mynewsdesk 专栏
东 武 铁 路 在 发 布 企 业 信 息 的
“Mynewsdesk”论坛上中开设了东武集团
新闻专栏，用于发布东武集团的最新信息，
此外还可以下载已经发布过的新闻图片。
https://www.mynewsdesk.com/toburailway

东武集团观光旅游信息综合网站 TOBU JAPAN TRIP 正式上线
TOBU JAPAN TRIP 综合旅游信息网站正式上线。以东武铁道沿线为核心的综合设施、美食、酒店住宿等各类信息一应俱全，为游客提
供便捷实用的服务。本网站有英文、中文（繁体字／简体字）
、泰文、韩文版。
http://www.tobujapantrip.com/cn/

东武免费 Wi-Fi

Lonely Planet 日光版发布

东武免费 Wi-Fi（TOBE FREE Wi-Fi）
东武铁路的主要车站、东京晴空塔、日光鬼怒川景区的东武世界广场等东武集团的部
分设施内，将为赴日旅游的外国游客提供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

开 设 了 日 光 综 合 旅 游 信 息 指 南 “ Lonely
Planet”

http://www.tobu.co.jp/foreign/pdf/FreeWifi.pdf

http://www.tobu.co.jp/foreign/en/cp/discov
er_nik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