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
活动计划

2016年10月28日

东亚文化之都2017实行委员会

举办概要

名称等

Culture City of East Asia 2017,KYOTO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

（副标题）活力东亚 ( The Beat of East Asia)
（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京都传统工艺作坊“京
绣”、“西阵织”、“京丝编”、“京房丝带”等
精湛的传统刺绣及编织技术，其象征寓意为“联系
友谊的纽带”，希望以东亚文化之都2017文化活动
的召开为契机，使京都市、长沙市、大邱广域市成
为联系东亚各国的纽带，积极开展相互文化交流活
动以及开拓崭新的文化领域。

活动期间

2017年2月～11月（核心期间 9月～11月）
※2016年11月３日 实施试行活动

主办单位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实行委员会・京都市・文化厅（共同举办）

会

场

活动宗旨

京都罗姆大剧院・京都艺术中心・二条城等京都市内各处

● 根据“世界文化自由城市宣言”的理念，超越东亚间存在
的各种难题以及不同见解，利用丰富多彩且成熟的文化共生来
促进东亚间的和平与发展，同时让京都市民享受多元化精彩文
化的熏陶。京都将作为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而发挥重要作用。
● 京都市民通过与东亚文化之都以及东亚文化的接触，重新
认识京都文化并积极开创“人文创建”新文化。不仅如此，京
都还将以文化艺术为核心，使教育、产业、观光、地区发展等
各项领域相融合，以达到推进“城市创建”的目的。
● 日本文化厅将全面移至京都，奥林匹克运动会及残疾人奥
林匹克运动会也将于2020年在东京召开。以此为契机，京都作
为充满创造性和国际性的文化艺术之都，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东亚文化之都
文化厅活动概要摘要

“东亚文化之都”是根据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决定，在日本、中国、韩
国3个国家之间选出的以发展文化艺术为目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将举办
与现代文化艺术、传统文化艺术相关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形成并促进东亚境内的相互理解以及相互连帯感，以达
到强化东亚丰富精彩的多元文化国际发信力的目的。
通过展现当选城市的文化特征，大力推进文化艺术、创意、旅游观光
等产业的振兴与发展，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到达继续弘扬东亚文化的长
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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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概要

2017年举办城市

京都市(日本)・长沙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邱广域市（大韩民国）

根据2016年8月28日在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召开的“第8次中日韩
文化部长会议”决定，宣布日本的京都市、中国的长沙市、韩国的
大邱广域市当选为2017年的东亚文化之都。

东亚文化之都当选城市授牌仪式

●

京都市（日本）

京都市约有147万人口，市内拥有14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超过
2000处的神社与佛阁，是一座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
不仅如此，京都也是一座为中外游客所青睐的世界著名观光城市；
以大专院校为主，云集众多世界尖端水平科研机构的科技之城；
率先宣传并推广低碳型、环保再生型城市创建的环境保护先进城
市；传统产业与尖端产业并存的创造型城市。总而言之，京都是
一座让人无限向往的魅力之城。
●

长沙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沙市是中国湖南省的首府，大约有704万人口。长沙市拥有
闻名世界的马王堆汉墓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以及文物珍品，
是一座历经漫长岁月的历史名城。
长沙也是一座文化名城，拥有中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岳麓书
院。长沙拥有多所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大小日系企业也纷纷入驻长沙。
● 大邱广域市（大韩民国）
大邱广域市是继首尔、釜山的韩国第3大城市，大约有248万人
口。作为岭南地区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从古发展至今，拥有
众多寺庙、历史遗迹以及珍贵文物。大邱有大邱文化艺术会馆、
大邱美术馆等多所文化艺术设施，时常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活动。大邱也是职业棒球队、足球队的集训基地，所以体育活动
相当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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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主题 （５项目标）
随着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召开，以中日韩为首将积极开展东亚间多元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交流，
京都将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并激发城市活力，使京都的文化魅力更上一层楼。随着文化厅将全面
移至京都，京都的文化魅力定会更具实力。面向2018年韩国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东
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及残疾人运动会、2022年中国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促进东亚间的
相互理解以及相互连带感，京都将全力以赴，以5项基本目标为主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１ 以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平台，积极促进京都与国内以及东亚各国的文化
交流，并为东亚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以京都罗姆大剧院、京都艺术中心等文化设施为据点，促进东亚城市之间以及艺术家之间的
相互文化交流，并积极打造以东亚为首的世界各国艺术家汇聚的交流平台。同时京都还将积极
促使日本全国各地也加入到文化交流的行列，通过交流活动达到文化兴邦的目的，对东亚间的
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２ 京都作为日本心灵的故乡，继承着扎根于生活中的文化传统，这些底蕴深厚
的文化赋予了京都无限的魅力，使京都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文艺之都。
在日本美学欣赏、价值观、生存哲学、生活美学、以及丰富的精神哲学等领域，作为日本
心灵故乡的京都，市民们将再次发现这些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魅力并世代传承。通过交
流活动，京都将面向东亚各国以及全世界宣传文化活动的交流成果，积极促进东亚间和平、
环保、共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３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开拓崭新的文化领域

京都将举办以传统文化艺术为首的现代美术、音乐、舞台艺术、动漫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活动。通过中日韩艺术家们的同台演出等，使更多的人们对丰富精彩的东亚文化产生共鸣，积
极开拓崭新的文化领域。

４

培养新一代文化艺术继承人

京都将向中韩东亚文化之都举办城市派遣青少年及年青艺术家访问团，并在活动的策划运
营中积极起用大学生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年青的学艺人员，大力培养新一代活跃于国际舞
台之间的优秀文化艺术继承人。
通过与市民志愿者以及市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在培养新一代文化艺术继承人的同时，将活动
全面推向高潮。

５

通过文化艺术实现城市创建

希望广大市民以及国内外来访者等了解并加入到东亚文化之都的活动中来。有效利用以二
条城为首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与东亚文化交流史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等，以达到发掘新
的文化观光资源，推进文化艺术的社会改革等目的。同时以文化艺术为核心，促进旅游观光、
产业发展以及地区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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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组织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实行委员会
区分

委员长

（无排名顺序 省略敬称）

氏名

近藤

诚一

职位・所属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市艺术文化協会理事长，原文化厅长官

副委员长

平竹 耕三

京都市文化艺术政策监

委

太下 义之

三菱UFJ研究＆艺术咨询・文化政策中心所长

佐佐木 雅幸

同志社大学经济学部特別客座教授

佐野 真由子
潮江 宏三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京都市美术馆长

奥原 恒兴

京都商工会议所专务理事

丰田 博一

一般社团法人京都经济同友会事务局长

长谷川 淳一

公益社团法人京都市观光協会专务理事

山内 秀显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文化交流大会秘书处专务理事

福田 和弘

国际交流基金京都支部長

山内 清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市国际交流協会专务理事

桂 良彦

公益财团法人大学国际财团京都专务理事

藤井 宏一郎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市音乐艺术文化振兴财团专务理事

吉田 真稚惠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市艺术文化協会专务理事

三田

京都新闻社编辑局文化部长

员

柏

真史
直树

日本放送協会京都放送局副局长

北山 浩士

文化厅长官官房国际课长

在田 正秀

京都市教育局长

糟谷 范子
辻 智之

京都市观光政策监
京都市综合企画局项目设计・国际化・情報化担当局长

河 泰允

驻大阪大韩民国总领事馆总领事

李 天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

鲶 博行

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地区政策课长

花内 美佐子

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产业部长

森下 徹

京都府文化体育部长

建畠 晢

京都艺术中心馆长

指导

小山 薫堂

京都馆馆长

监察

高桥

一浩

有限责任监查法人TOHMATSU监查事业本部关西事业部京都营业所合伙人

吉田

良比吕 京都市文化市民局共同策划社会推進部长

列席代表

艺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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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构成
●主办活动
活动名称

实施日期

内容

1

试行活动

2016年
11月3日

面向开幕式，将举办研讨会、发表会、音乐会、亚洲美食
展等各项文化活动，在宣传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同时积极
酝酿中日韩相互友好的契机。

2

开幕式
活动

2017年
2月〜3月

招待中日韩三个城市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开幕式，举行中
日韩传统艺术公演，召开中日韩美食文化研讨会等活动。

3

中日韩文化
交流活动

4月〜11月

派遣青少年及年青艺术家等对中日韩3个城市进行相互访
问，了解体验受访城市的生活与文化，理解东亚丰富多彩
的文化多元性并积极思考寻求新的创作机会。

4

核心期间活动

9月〜11月

集中举行一系列文化活动。这些活动融合了多种传统及现
代的文化元素，有利于开拓并发展崭新的文化领域。

5

展现京都文化
魅力的活动

2月〜11月

（传统艺术等活动）
京都市将举办一系列文化艺术公演。京都市民通过接触茶
道、花道、邦乐、能乐、日本舞蹈等孕育于京都的传统文
化艺术，再次感受并发现其文化魅力并世代相传。
（与市民文化艺术团体相合作）
市民文化艺术活动支撑着京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通
过与市民团体等相合作，将展开一系列相关文化艺术活动。

6

闭幕式
活动

11月19日

为了确认东亚文化之都2017举办的交流成果，展望中日韩
未来文化交流的前景，京都市将举办闭幕式等活动。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相关会议活动(国家级文化交流活动）

1

活动名称

实施日期

内容

中日韩文化
部长会议

待定

2017年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预计在日本京都市隆重召开。
会议将决定2018年“东亚文化之都”当选城市。

待定

在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召开的同时，将举办中日韩艺术节。
其目的是宣传中日韩丰富精彩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及确认
现代文化艺术的发展成果。

2

中日韩艺术节

3

东亚文化之都
首脑会议

待定

东亚文化之都首脑(至2017年为止12名)、东盟(ASEAN)文
化之都首脑(至2017年为止4名)将出席会议。会议上将就东
亚各城市间的相互文化交流活动为议题展开讨论。

4

中日韩文化艺术
教育研讨会

待定

举办中日韩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行政官员，研究学
者，岗位工作者等）参加出席的国际研讨会。

5

活动构成
与市民文化艺术活动相合作
通过举办丰富精彩的文化艺术活动，积极促进东亚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连带感，同时利用文化艺术的
力量进一步推进城市创建工作。为了使活动得到广泛推广，市政府将积极与广大市民、市民文化艺术团
体、NPO(非赢利支援组织)、大学、企业等展开相互合作，力争圆满成功地举办此次文化交流活动。
◆ 共同策划
以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为契机，有效利用京都的文化资源展开新的文化活动。活动实行委员会
将与广大市民等共同策划并实施相关文化活动。
◆ 配合协助

京都市内各处举办的其他文化艺术活动或活动的一部分，将积极配合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举办。
◆ 友情提携
东亚文化之都2017活动举办期间，协助宣传介绍相关文化艺术活动。例如刊登转载活动信息以及
活动专用标识等宣传活动。

活动名称

1

2

3

共同策划
活动

配合协助
活动

友情提携
活动
（宣传提携）

活动安排（预定）※

●与“京都学生祭典”活动以及其他由大学举办的活动相合作，举办中日韩
大学生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等。
●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汉字博物馆）相合作，举办以中
日韩共通的８０８个汉字为主题的“汉字展览会”等。
●与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等艺术系大专院校相合作，举办东亚美术家作品展等。
●与收藏研究东亚文物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合作，举办以东亚历史及文化遗
产为主题的展览会、演讲会等。
●与观光旅行社共同策划京都市有关中韩历史文化的文化观光旅游项目。
●与社会发展变革研究组织相合作，以“文化艺术与城市创建”为主题开展
实验性文化活动。
●与市县乡镇参与的文化艺术政策研究组织“创造都市网络日本（ＣＣＮ
Ｊ）”相合作，举办与文化政策相关的研讨会。
●在“KYOTOGRAPHIE京都国际摄影展”中，展出中韩摄影家摄影作品等。
●在“京都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演中韩电影作品，以及举办相关文化活动。
●在京都市主办的“市民互动舞台”等活动中，上演中韩传统乐器演奏以及
舞蹈表演等文艺节目。
●举办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登录世界记忆遗产的“朝鲜通信使” 再
现活动，以及举办相关研讨会等。
●举办与残障人士等相合作的艺术表演活动等。
●举办与艺术系大专院校学生相合作的艺术活动等。
●友情刊登转载市民文化活动，广泛宣传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专用标识等。
●开设连载式专栏，介绍与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有关的人物事迹等。
●住宿设施介绍，发放相关活动资料等。

※根据实际情况，协议中的内容以及今后预计协议的内容有可能会进行修改变更。
※积极募集活动参与者，呼吁更多的市民加入此次文化活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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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安排
年
月
１

２

试行活动

开幕式
活动

2016
11

12

2017
1

2

3

4

5

6

7

核心期间

8

9

10

11

12

●
试行活动
11月3日
●
开幕式
欢迎招待会
2月18日
●
美食文化研讨会
3月5日
●
传统艺术公演
3月19日
中日韩文化周 in 京都
相互派遣青少年

３

４

相互派遣艺术家

中日韩文化

●
长沙市
开幕式活动
４月18日
●
大邱广域市
开幕式活动
5月8日

交流活动

长沙市
大邱广域市
闭幕式

现代美术・音乐・
舞台艺术・动漫

核心期间
活动

●
传统艺术公演（二条城）

展现京都
文化魅力的
活动

插花艺术展览会

（传统艺术等）

邦乐演奏会

５

活动募集等
与市民文化
艺术活动相
合作的活动等

６

活动实施（相互合作）

●
闭幕式
11月19日

闭幕式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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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实施

活动内容
1.

日期：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休息日）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冈崎公园

试行活动

作为开幕式的试行活动，将举办相关研讨会、发表会、音乐会、亚洲美食小吃店文化活动。
试行活动在广泛宣传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同时，还将积极酝酿中日韩相互友好的契机。
（时间）10:00〜12:00
（人数）250名

●试行研讨会

（会场）北大厅

跨越海洋的文化：东亚与京都的魅力
在历史、文化、宗教、外交上积极促进文化振兴与国际交流的各界人士，就东亚交流的视点出发，围绕“东
亚与京都的魅力”进行讨论。讨论会上还将明确在维持东亚的和平与发展上进行相互文化交流活动的积极意义。
同时确认“世界文化自由城市”京都在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出演・出席人士（省略敬称・无排名顺序）

■ 中日韩传统乐器
演奏等
横山

佳世子（筝）

杨

雪元（中国笛）

金

一志（韩国舞蹈）

■ 研讨会

讨论会主持人

井上

满郎

千

宗屋

・京都市历史资料馆馆长

・武者小路千家第15代后裔

松浦

近藤

俊昭

・壬生寺副住持

诚一

・东亚文化之都2017

八木

・自由节目

实行委员会委员长

●管弦乐队 KYOTO !

主持人

（时间）15:00〜16:30
（会场）罗姆广场 ※下雨天改在北大厅（人数）演奏者100名

演奏参加者需要自己携带乐器或者任何一种只要能够发出声响的物件。参加
者将在指挥的带领下进行即兴大合奏。
本活动是音乐家大友良英先生监制的创造性音乐活动。大友先生曾担任NHK连
续电视剧《小海女》的音乐制作人，“2017札幌国际艺术节”的客座监督。这
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活动将超越国籍、年龄、性别、音乐经验等条件限制，利用
各种完全不同的音色呈现出崭新的音乐魅力。

●亚洲美食回廊

（时间）11:00〜16:00
※无入场限制

（会场）冈崎公园

活动当天会场设有各种体验亚洲美食文化的小吃店，食材小卖店等。

●闪闪发亮研究会

（时间）18:00〜20:00
（人数）100名

（会场）北大厅

“闪闪发亮研究会”是由活跃在京都的艺术家artist・Tochka制作的激光创意活动，当
天将进行现场指导。artist・Tochka 也是“东亚文化之都2017”宣传片的制作者。

○当天在京都市内举办的其他文化活动
●kokoka多文化国际交流日（10:00～16:00）
会场: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

●明伦时间♯３特别篇 （13:00～14:30）
「东亚文化之都～从奈良到京都～」
会场：京都艺术中心 多功能大厅
出演者（省略敬称・无排名顺序）
建畠 晢・平田 ORIZA・北川 HURAMU・
桥本 裕介

●KYOTO EXPERIMENT2016 Autumn
池田 亮司 创意作品展（傍晚～22:00）
会場:京都罗姆大剧院 罗姆广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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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实施

活动内容
2.

日期：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3月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 主大厅等

开幕式活动

正式拉开一年间文化艺术交流的帷幕，京都市将邀请中国长沙市，韩国大邱广域市的交流团
参加开幕式。当天还将举行中日韩传统艺术公演、举办以中日韩共同食材为主题的研讨会等。

●开幕式

（京都）

（日期）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3:00〜17:30 预定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主大厅
（人数）2,000名

○ 开幕式音乐（管弦乐合奏）
【演奏】 京都市交响乐团
○ 介绍东亚文化之都2017举办城市
观看举办城市宣传片
○ 文化交流艺术公演
［京都］ noh play- ＴＡＭＵＲＡ京都年青能乐师与现代美术家创作作品
【演出】 省略敬称・无排名顺序
YAMAGAMIYUKIHIRO・浦田 保浩・浦田 保亲・片山 伸吾・
林 宗一郎 等
［中国・韩国］
各举办城市派遣的文艺代表团公演

京都市交响乐团

noh play- ＴＡＭＵＲＡ-

○ 开幕式宣言
由京都市长宣读开幕式宣言，与中韩举办城市代表共同确认活动
召开的积极意义，并期待活动将成为促进中日韩相互友好的契机。
○ 特邀艺术家音乐会
特邀活跃于京都音乐活动中的京都摇滚乐队“KURURI ”，届时将举
行音乐漫谈＆现场演唱会。“KURURI ”曾主办过“京都音乐博览
会”等音乐活动。

KURURI

KURURI （岸田 繁・佐藤 征史・FANFAN）
乐队由立命馆大学（京都市北区）的音乐俱乐部“ROCK・COMMUN”于1996
年9月结成。是一支深受受古今东西音乐影响，活跃在日本全国各地音乐活动中
的摇滚乐队。

●欢迎招待会

（日期）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8:30～20:30
（会场）市内宾馆

为了庆祝“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开幕式活动的盛大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中
日韩政府官员、长沙市代表团、大邱广域市代表团、活动相关人员等将出席由
市政府主办的欢迎招待会。
招待会上将上演“未生流笹冈”花道艺术宗家笹冈隆甫先生编导的《花道空
间》。除此以外，还有东亚文化之都交流大使舞妓表演的传统舞蹈《京舞妓》

笹冈 隆甫
摄影：冈本隆史

等文艺节目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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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实施

活动内容

●美食文化研讨会 等

（时间）2017年3月5日（星期日）具体时间待定
（会场）京都厨师专门学校 （人数）待定

以中日韩共通食材「大米・水稻耕作」为主题举行研讨会，并开展现场烹饪及品尝亚洲美
食等活动。
（时间）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时间待定
（会场）京都艺术中心讲堂
（人数）200名

●传统艺术公演 ～东亚文化之都～

通过中日韩传统艺术界的相互合作，举办感受东亚文化的文艺公演。

＜内容＞

※省略艺术家尊称

○ 狂言×中国变脸

上演日本的传统喜剧狂言与中国四川省的传统戏剧川剧(变脸)同台的创作剧目，讲述的是从平
成时代时光倒流到江户时代的大名(领主)与骗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创作】 村上 慎太郎
【演出】

茂山 千五郎（大蔵流狂言师）
茂山 茂（大蔵流狂言师）
姜 鹏（中国变脸王）
中村 寿庆（邦乐演奏）
井口 龙也（大蔵流狂言师）
狂言×中国变脸

○ 邦乐×韩国舞蹈×音乐

日本的邦乐长歌、三味线，韩国的舞蹈、横笛、二胡等乐器相互巧妙配合进行精彩表演。节目
将上演以东亚及欧美为主要创作舞台的韩国作曲家朴守贤的音乐作品以及新编曲目。
【出演】 朴 守贤
（作曲）
金 一志 （韩国舞蹈）
杵屋 浩基 （三味线）
崔 理英 （钢琴）
李 在洙 （横笛）
清水 久惠 （二胡）
片山 贺子 （女高音）
朴 守贤

【策划・制作】 京都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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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一志

杵屋 浩基

2017年度実施

活动内容
3.

中日韩文化交流活动

日期：2017年４月～12月
会场：京都市内・长沙市・大邱广域市等

青少年、年青艺术家等对中日韩“东亚文化之都”进行相互访问，通过直接体验受访城市的
生活与文化，积极了解东亚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并思考寻求新的创作机会。
受访城市将举办宣传介绍本市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等。

●中日韩文化周 in 京都

（日期）2017年7月〜8月 为期一周
（会场）市内各处

京都将举办中日韩文化周活动，宣传展示中日韩３座城市丰富精彩的文化、艺术、传统工艺
等。通过举办文化周活动，努力加强3座城市的友好文化往来。
◆开展中日韩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举办来访城市文化艺术访问团舞台公演。
◆举办日本学生与中韩留学生的演讲会、以及宣传介绍各城市文化的展示会等。

●派遣青少年进行互访

（日期）2017年7月〜8月
（会场）中日韩各举办城市

通过中日韩3座举办城市青少年的相互交流，进一步加深未来文化友好接班人的相互理解以及
相互连带感。同时构筑以和平、共生、交流为主的文化平台。
此外，京都还将配合“中日韩文化周”展开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
◆活动例：音乐、美术、茶道、花道、传统工艺、动漫等。

●派遣艺术家等文艺工作者进行互访

（日期）2017年4月〜11月
（会场）中日韩各举办城市

通过中日韩年青艺术家、创意作家等文艺工作者在３个城市的逗留制作以及共同制作活动，
积极开展东亚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联谊网活动。
除此之外，还将在京都艺术中心发表确认通过相互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有效成果。

●派遣文艺团体参加中韩举办城市的
开幕式・闭幕式

（日期）2017年4月〜5月・11月〜12月
（会场）中韩各举办城市

派遣获得京都市艺术新人奖的艺术家、京都市艺术文化特別获奖者等继承未来文化交流的年
青艺术家、东亚文化之都交流大使“京舞妓”等文艺工作者，参加中韩举办城市的开幕式及闭
幕式演出。
◆狂言
◆邦乐
◆日本舞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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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实施

活动内容
4.

核心期间活动
「亚洲回廊–Asian Corridor-」

日期：2017年9月～11月
会场：市内各处

为了开创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京都将在核心活动期间集中举办各种多元化文化相融合的文
化艺术活动。
建畠 晢

艺术监督

京都艺术中心馆长
多摩美术大学校长 其他

●现代美术部门
以世界遗产二条城为主会场，举办中日韩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艺术家作品
展。现代画美术家YARAG IMIWA将利用其设计的移动舞台车举行“日轮翼”
艺术公演。京都艺术中心策划的以知名及年青艺术作家为主的实验性文化活
动也正在策划进行中。
（日期）2017年9月〜11月 预定
（会场）原离宫二条城・京都艺术中心

原离宫二条城

其他

●音乐部门
○展望未来音乐的发展前景，京都市交响乐团及乐团常任指挥家广上淳一先
生，将与继承古典音乐的东亚年青艺术家们同台表演。
（日期）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预定
（会场）京都音乐大厅
京都市交响乐团

○ 在市内各处同时举办“Sound Exhibition 2017～音乐博览会（假称）”
音乐活动，内容涉及邦乐、摇滚乐、爵士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等多元化音乐。
（日期）2017年9月〜10月 （会场）市内各处的音乐设施 其他

●舞台艺术部门
从2010年开始举办的“京都国际舞台艺术节（KYOTO EXPERIMENT）”，将第一次展出从中国及
韩国选出的艺术家作品。以京都为据点，艺术家们将以东亚为主题制作发表新的文艺作品。除此
以外，还计划实施中日韩艺术家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
（日期）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11月5日（星期日）预定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京都艺术中心，
京都艺术剧场春秋座，府民大厅ALTI

足立智美 × contact Gonzo
photo: Yoshikazu Inoue

●动漫部门
通过动漫交流促进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此，京都市将计划实施以下活动项目。
① 筹备中韩举办城市特色美食漫画展，由日本著名美食漫画家进行漫画制作。活动期间还计划实
施现场烹饪漫画作品中出现的中韩美食，以及举办美食研讨会。
（日期）2017年9月～11月 预定
（会场）京都国际动漫博物馆
② 与中韩动漫相关团体相合作举办动漫大赛。日本多家动漫出版社编辑部将在京都国际动漫节会
场设置“动漫临时编辑部”，届时将招待动漫大赛获奖者。
（日期）“京动漫2017”期间内
（会场）京都市劝业馆(MIYAKOMESE) 其他
③ 举办由中日韩动漫作家制作的短篇动漫作品上映会。从各国参赛动
漫作家中选出5名为一组进行作品比赛。(以观众拍手的音量决定比赛胜
负)。活动上还将进行动漫作家相互交流的活动。
（日期）待定 （会场）待定
京都国际动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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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5.

日期：2017年2月～11月
会场：二条城・京都艺术中心・市内各所

展现京都魅力的文化活动

广大市民通过接触茶道、花道、邦乐、能乐、日本舞蹈等孕育于京都的传统文化艺术，再次
发现京都的文化魅力并传递给新一代文化继承人。文化活动期间将举办相关文化艺术公演等。
京都市将与广大市民、市民团体、ＮＰＯ、大学、企业等相合作，积极开展各项文化艺术
活动。

●世界遗产 二条城传统艺术公演

（日期）2017年［能乐］10月13日（星期五）
［京舞］10月15日（星期日）
（会场）二条城二丸御殿台所

以世界遗产原离宫二条城的二丸御殿台所（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为
舞台，举办代表日本传统艺术的京舞以及能乐等特别公演。
使广大市民以及海内外来访者体验东亚间的文化交流，再次发现从日本
精神文化历史中衍生出的传统艺术的魅力，并面向海内外广泛宣传这座有
着悠久历史的文化艺术名城。
＜活动准备例＞
◆为海外来宾及京都的留学生们准备特别观众席。
◆发放中英日韩4国文字的活动介绍资料，广泛宣传京都文化艺术的魅力。

●插花展览会与邦乐演奏会

二丸御殿台所

（日期）2017年［插花］6月
［邦乐］9月～10月
（会场）京都艺术中心

为了让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来访者轻易就能接触到京
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积极创造再次发现京都魅
力的契机，京都市将举办插花展览会和邦乐演奏会。
插花展览会
赞助:京都插花协会

邦乐演奏会
赞助:(公财)京都艺术文化协会

（日期）2017年2月～11月

●与市民文化艺术活动等相合作

（会场）京都市内各处

以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为契机，利用文化的力量推进“城市创建”，同时为了更好地继承活动成果，
市政府将与广大市民积极合作，全力以赴举办本次文化活动。
◆策划协助
以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为契机有效利用京都的文化资源，实行委员会将与广大市民共同策划
并实施相关文化艺术活动。
◆活动协助
为了能顺利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市内其他与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或活动的一部分将配
合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进行。
◆宣传协助
在东亚文化之都2017活动举办期间，积极协助活动宣传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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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6.

闭幕式活动

日期：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

为了确认东亚文化之都2017的活动成果，展望中日韩3座城市未来交流的前景等，京都市将举
办闭幕式活动。

●闭幕式

（日期） 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具体时间待定
（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主大厅 （人数）2,000名

◆ 长沙市，大邱广域市艺术访问团舞台公演
◆ 与京都渊源深厚的艺术家音乐会
◆ 中日韩举办城市共同宣言 等

14

宣传计划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东亚文化之都2017”活动，使整个城市充满文化艺术的气息，京
都市将从多方面开展广告宣传活动。

●东亚文化之都交流大使 京舞妓
为了保护舞蹈、三味线、鼓、长歌等传统舞妓艺术以及传统文化，
有京都五大花街之称的祇园甲部、宫川町、先斗町、上七轩、祇园东
是舞妓文化的传承之地。从中选出的“京舞妓”将担任东亚文化之都活
动大使。通过在中国及韩国的演出，积极宣传京都的传统文化艺术、
传统工艺以及京都人的温厚待客之心，同时面向海内外广泛宣传东亚
文化之都活动的深远意义。

协助：（公财）京都传统伎艺振兴财团

●网络宣传
制作“东亚文化之都2017”官方网站，搜集刊登各种与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有关的信息内容。
利用Facebook、Twitter等SNS（社会公众服务网络），力争在活动召开的第一时间里尽快宣传推广
活动信息等。
在规定的公共场所提供免费“京都Wi-Fi”，使广大来访者通过智能手机就能了解到活动的信息内容。

◆ 宣传东亚文化之都2017活动

・宣传东亚文化之都各项活动以及募集活动参加者
・宣传东亚文化之都各项活动的实施情况（SNS）
・播放活动宣传片
◆ 宣传京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宣传市民主办的文化艺术活动
・宣传京都市主办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外围文艺团体）
◆ 专栏节目
・介绍与京都有历史渊源的历史遗迹、历史人物等
・专访居住在京都的艺术家以及文化名人等

●制作活动宣传片
以京都为演出据点的年青艺术家组合“artist・Tochak”，自主创作了激
光绘画创意活动。活动内容是让参与者利用激光的轨迹描绘出各种充满创意、
“闪闪发亮”的绘画作品。以此艺术创意为基础，利用最尖端的摄像技术拍
摄京都各处的景色，精心制作出东亚文化之都宣传片。
◆ 举办广大市民参加的活动

举办使广大市民都能参加的“闪闪发亮”激光笔绘画制作活动。活动场景以及作品的一部分将
纳入宣传片。
◆ 将在京都市内各处取材，进行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通过宣传片使广大市民再次发现京都的魅力，并面向全世界宣传京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计划将
在寺庙、神社、二条城、鸭川、娱乐街区、传统街道等市内各处进行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 网络宣传
利用各种SNS网络媒体、YouTube等视频传媒，随时宣传介绍相关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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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计划
●广告・新闻报道
◆ 市长记者招待会（2016年10月25日）

・介绍活动概要、文化交流大使。发表活动专用标识等。
◆ 市宣传活动
・在市政宣传墙报、市民报刊、情报信息馆宣传栏等宣传媒体上刊登活动信息。
◆ 在地铁及公交车车厢内、车站站台等张贴宣传广告
・在地铁东西线、乌丸线车厢内设置悬挂式广告。
・在宣传专用乌丸线地铁(一辆)上设计制作宣传广告。
・在宣传专用地铁车厢内设置悬挂可取式宣传广告条。
・在主要车站〔京都、四条、京阪三条、市役所前站(市政府站)〕各处张贴活动宣传海报。
・在活动宣传用公交车上绘制宣传图案(公开募集年青艺术家设计活动宣传图案)。
・在公交车车厢内设置悬挂式活动宣传广告。
・在公交车站台张贴活动宣传广告。
◆ 室外广告
・在购物商店街设置小彩旗等活动宣传装饰。在市政府的公共信息栏刊登与活动有关的信息。
◆ 海报，传单（包括电子宣传海报）
・在公共设施、宾馆等住宿设施、观光旅游咨询处、京都市内交通工具主要车站、关西国际机场、
东京方向交通工具上设置宣传广告。
・在市公共汽车以及地铁车厢内、车站站台张贴宣传广告（楼梯、墙报、悬挂式广告等）。
◆ 新闻媒体
・利用新闻媒体〔京都新闻(报刊)、KBS(电视台)、FM京都(电台)等〕宣传，在有关市政内容的电
视电台节目报道中插入活动宣传广告。
・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前宣传活动，让广大市民对活动众所周知。以NHK电视台为首的新闻媒体将成
为活动宣传的前沿阵地。
・在旅游杂志以及旅游宣传小手册上刊登活动信息。
◆ 发放赠送品
・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本次活动，将发放宣传用购物袋、塑料文件夹、圆珠笔等赠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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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实施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以及相关活动内容
1.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2017年将在京都市召开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预定）。会议上将决定2018年“东亚文化之都”举
办城市。

2. 中日韩艺术节
以介绍中日韩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现代艺术的发展成果为目的，同时配合中日韩文化部长会
议的召开，京都市将隆重举办中日韩艺术节。

3.

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

为了配合2017年在京都市召开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还将召开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会议
就共享东亚文化之都的活动成果以及确认未来城市间文化交流的方向进行磋商。东亚文化之都负
责人（至2017年为止共12名）以及ＡＳＥＡＮ文化之都负责人（至2017年为止4名）将出席本次
会议。
●东亚文化之都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日本

横浜市

新潟市

奈良市

京都市

金泽市
（候补城市）

中国

泉州市

青岛市

宁波市

长沙市

待定

韩国

光州广域市

清州市

济州特別
自治道

大邱广域市

待定

●ＡＳＥＡＮ文化之都
顺化市（越南），斯里巴加湾市（文莱），新加坡市（新加坡）
伊罗戈等复数城市（菲律宾）

4.

中日韩文化艺术教育研讨会
将举办中日韩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行政官员、研究学者、岗位工作者等）汇集一堂的
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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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算
1. 2016年度
（１） 收入
负担别

京都市负担金额

金额（日元 千元）

１１０,０００

备考

其中６９,０００千日元是
国家委托金与补助金（预定）

（２） 支出
活动別

金额（日元 千元）

８,０００

试行活动费

１９,６００

开幕式活动费

开幕式・传统艺术公演・美食
研讨会

１５,０００

中日韩文化交流活动费

６,７００

核心期间活动费
展现京都文化魅力的活动费

１０,０００

管理运营费等

５０,７００

●東アジア文化都市開催都市

合计

备考

１１０,０００

18

宣传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