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概要说明资料 
 
 
 
 

 

2017年2月3日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实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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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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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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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之都2017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 

时期 内容 

2014年10月  2017年参加文化厅“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举办城市的评选活动，经过评审决定，当
选日本国内候补城市。 

2016年8月28日 2017年当选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举办城市（第8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11月3日 举办试行活动 
・试行研讨会（论题：思考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等） 
・交响乐团KYOTO！（音乐家・大友良英先生编导指挥的即兴演奏会） 
・亚洲的饮食回廊（品尝中日韩美味食品的临时小吃店活动） 
・PikaPika激光创意制作（艺术家TOCHIKA编导的激光作品制作活动） 

（当选时期以及筹办试行活动） 



长沙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南省的省会，人口约704万人 
・面积约11,819K㎡ 
【文化艺术】 
・拥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文明，发掘了马王堆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珍贵文物以 
  及文献资料。 
【教育・学术】 
・拥有中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岳麓書院。 
  拥有多所大学以及科研机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学术之城。 
【产业经济】 
・湖南省的经济中心，烟花炮竹制作是有名的传统产业。 
・近年来不断发展高科技产业，日系企業也纷纷入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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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韩国的举办城市 

时期 活动名称 内容 

4月18日 2017年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长沙 
活动年开幕式 

各城市文化交流使节团文化公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宣
传长沙旅游资源等 

预计还将筹备音乐，戏剧，青少年交流等文化艺术活动。 

长沙市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方案（预案） 



大邱广域市（大韩民国） 

・韩国第3大城市，人口约248万人，面积约883.65k㎡ 
【文化艺术】 
・从1世纪开始就有了历史记载，拥有众多寺庙以及珍贵文物。 
・拥有音乐戏剧大厅、近现代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积极振兴文 
化艺术。 
【体育】 
・热心于体育活动。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杯田径大赛等 
  体育盛事，也是国内职业足球、棒球队的据点。 
【产业】 
・除了制造业，还盛行时尚、服装设计业。近年还致力于发展旅游观光业与文化活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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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广域市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方案（预案） 
时期 活动名称 内容 

5月8日 东亚文化之都2017大邱开幕式 
多彩大邱庆典活动 

 活动举办城市的文化使节团公演 
 大邱市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艺术节。有庆典游行、街头杂耍、 
  艺术市场，小吃街等活动内容。 

  6月 中日韩戏剧节  大韩民国戏剧节获奖者、中・日艺术团公演。 

  9月 面条节  以中日韩共同的饮食文化“面”为主题的饮食文化节 

正在筹备包括以上项目在内的18项文化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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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东亚文化之都活动的召开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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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主题 

活动期间 2017年2月～11月（核心期间9月～11月） 

活力东亚（The Beat of East Asia） 

活动标识 

活动会场 京都罗姆大剧院・京都艺术中心・二条城等京都市内各处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 活动概要 

（宗旨）东亚文化之都２０１７，是京都市、长沙市、大邱广域市３座城市，以展现各自

的文化特征为主，策划举办各种内容精彩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交流。通过中日韩文化

的共鸣，努力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对东亚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本届活动第一次实现了3座城市使用共通的活动标题！ 

主办单位 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实行委员会・京都市・文化厅 
 

官方网站 https://culturecity-kyo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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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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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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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新一代文化艺术继承人。 

通过文化艺术实现城市创建。 

整个活动主题（5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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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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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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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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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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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开拓崭新的文化领域。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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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活动日程安排 
 年 2017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１ 
开幕式 

活动 

       

  

                

２ 核心期间活动 

                        

３ 
中日韩文化 

交流活动 

                      

４ 

展现京都文化魅力
的活动 

（传统艺术等） 

                        

（与市民相提携） 
                        

５ 
闭幕式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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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 
开幕式庆典 

●3月5日  
中日韩饮食文化研讨会 

●3月19日 
传统艺术公演 

相互派遣艺术家等 

●4月18日 
长沙市开幕式活动 

●5月8日 
大邱广域市开幕式活动 

长沙市 
大邱广域市 
闭幕式庆典 

插画艺术展览会 

邦乐演奏会 

●11月19日 
闭幕式庆典 

核心期间 

提携活动，友情活动等 

中日韩文化周 in 京都 

现代美术・音乐・ 
舞台艺术・动漫 

●10月13日，15日 
传统艺术公演(二条城) 

相互派遣青少年 



◆「KURURI」开幕式纪念音乐会 
  

（时  间）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13：00   

（会 场）京都罗姆大剧院主大厅（左京区冈崎最胜寺町13号） 

（席  位）1,700名（满席，已截止报名） 

（参加费）免费  

东亚文化之都２０１７京都 开幕式庆典 

  正式拉开一年间活动交流的帷幕。京都市将邀请中国长沙市、韩国大邱广域市的文化交流团参加 

  各种文化交流公演，以及举办与京都市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艺术家纪念音乐会。 

◆开幕式演奏（管弦交响乐） 

 【演出】京都市交响乐团 

◆ 中日韩文化交流公演 

 ［京都］「noh play- ＴＡＭＵＲＡ-」 

   京都年青能乐师与现代美术家创作作品 

 ［长沙・大邱］ 

  2座举办城市派遣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公演 

◆开幕式宣言 
  与长沙市、大邱广域市代表共同确认活动召开的 

  积极意义。 
KUR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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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并活跃于京都音乐活动中的摇滚乐队
“KURURI”，将举行音乐漫谈＆现场现场
演唱会。“KURURI ”曾主办过“京都音 
乐博览会”等 
音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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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文化交流公演(开幕式庆典) 

｢noh play-TAMURA-｣ 
（再现传统能艺术舞台风貌的现代美术家的作品，与能乐师实现作品的共演。） 

［京都市］ 京都的年轻能乐师×现代美术家的作品 

［长沙市］ 古典舞蹈・民族乐器演奏・伝統艺术公演  

［大邱广域市］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调和  

「noh play- ＴＡＭＵＲＡ-」 

・舞台剧・歌剧 

・打击乐＆Ｂ BOY 

 （韩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舞蹈同台演出）  

・民族舞蹈「多嘎多耶」 
 （湖南省少数民族侗族的传统舞蹈） 

・古典舞蹈「彩陶俑」 
 （用舞蹈再现唐代笛、琴表演的歌舞陶俑的艺术形象。） 

・民族乐器演奏「浏阳河」，「樱花」 
 （用中国的传统乐器，演奏中日两国人民熟知的名曲。） 

・地方戏剧「花鼓戏」 
 （湖南省传统艺术）  

打击乐＆Ｂ BOY 

花鼓戏 

[演出者]※省略敬称 
YAMAGAMIYUKIHIRO（现代美术） 
浦田 保浩（观世流能乐师主演），浦田 保亲（观世流能乐师主演） 
片山 伸吾（观世流能乐师主演），林 宗一郎（观世流能乐师主演）其他 



开幕式活动 

◆ 中日韩艺术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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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年3月5日（星期天）11:00 

（会场）京都厨师专门学校（中京区四条通千本北西角）  

◆狂言×中国变脸  

（日期）2017年3月19日（星期天）15:00 

（会场）京都艺术中心（中京区室町通蛸药师下山伏山町） 

◆邦乐×韩国舞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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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一志（韩国舞蹈）                 朴 守贤（作曲） 杵屋 浩基 （三味线） 

【演出者】※省略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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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 洋一郎 
（演讲者） 

罗 顺子 

（韓国菜高级厨师） 

宫本 静夫 

（中国菜高级厨师） 
高桥 拓儿 

（日本菜高级厨师） 

门上 武司 
（协调） 

◆ 中日韩饮食文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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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26日 
报名期间 

1月25日～ 
报名按先后顺序 

[演讲者] 
※省略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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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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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程） 2017年8月19日（星期六）－10月15日（星期天） 

（会场）原离宫二条城，京都艺术中心 

■ 艺术监督 建畠 晢／TATEHARA AKIRA（美术评论家・诗人）  

1947年生于京都市。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 
2005年～11年任国立国际美术馆馆长，2011年～2015年任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2011年～任埼玉县立近代美术馆
馆长，2016年～任京都艺术中心馆长，多摩美术大学校长。
近现代美术家，诗人。 
历任≪横浜美术展≫第1回展、≪爱知美术展2010≫等活
动的艺术监督。 

 以东亚出生的艺术家、演奏

家、作家等为中心，跨现代美
术、舞台艺术、音乐、动漫４
个部门开展文化艺术活动。 

 世界遗产原离宫二条城拥有建筑、障壁画、庭园等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日本文化艺术的宝库，也是日本重整国政的权利移交之地。今年二条城
迎来了“大政奉还”150周年纪念。 

 以国宝二之丸殿的中庭以及台所（重要文物）为中心、在城内各处举办
中日韩现代美术家大型现代美术展。 

 以3位中日韩艺术家组成的西京人（小泽刚/日本、 Gimhongsok/韩国、
陳劭雄/中国）为首，杨福东/中国、金守子/韓国等有名中韓文学作家、
YANAGIMIWA、久门刚史、谷泽纱和子等与京都有着深厚渊源的日本作家，
也将参展。 

（2017年4月，将公布第二批艺术家名单。） 

核心期间活动 

亚洲的回廊 

现代美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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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人《第3章：欢迎来到西京—西京奥林匹克
运动会》2008年综合媒介・行为艺术 



（日 程）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11月5日（星期天） 
（会 场）京都罗姆大剧院，京都艺术中心 其他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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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2017年9月～11月（预定）  

（会 场）京都国际动漫博物馆 其他 

（概 要） 

① 举办长沙市、大邱广域市的特色美食漫画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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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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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举办由中日韩动漫作家制作的短篇动漫作品上映会。 

京都国际动漫博物馆 

舞台艺术部门 

动漫部门 

11 

村川拓也『Everett Ghost Lines』（KYOTO 
EXPERIMENT 2014） Photo by Takashi 

Horikawa  

（日 程）2017年11月5日（星期天） 
（会 场）京都音乐大厅主大厅 
（概 要） 
 京都市交响乐团及乐团常任指挥家广上淳一先生，将向观众介绍中日韩3国 
的交响音乐作品。同时，还将与在东亚以及日本享有高度评价的歌唱家同台 
演出。曲目为「歌剧:卡门」。 

音乐部门 

京都市交响乐团 



中日韩文化交流活动 

 京都市、长沙市、大邱广域市的文化交流使节团将在各城市举办舞台公演。届时还将设置专门介

绍各城市的文化艺术、传统产业、观光旅游等活动展位。 

 以宣传京都市文化的据点冈崎地区为舞台，将举办中日韩艺术家露天舞台表演、品尝东亚美食的

美食文化节、介绍活动举办城市的图片展等活动。 

（日期）2017年４月～１２月（会场）京都市内・长沙市・大邱广域市  

 京都市，长沙市，大邱广域市的青少年（中・高・大学生）对各城市进行互访，在访问期间将参

加各种文化活动，了解丰富多元的东亚文化以及学习与异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京都市学习文化艺术的高中生与来访的各城市高中生将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共同进行作品制作以

及工房体验等，为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创造契机。 

  在京都开展制作活动的学生以及年轻艺术家等（舞台，美术等），与中国、韓国的艺术家进行

互访。在驻留期间，通过共同制作以及工房体验活动，并制造出新的创作机会。除此之外，还将

在京都市发表交流感想，以确认通过相互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有效成果，并积极构筑东亚间艺术家

关系网。 

◆中日韩文化周 

  

◆青少年相互派遣交流活动 

  

◆艺术家相互派遣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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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京都文化底蕴的活动  

  

 以世界遗产原离宫二条城的二之丸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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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遗产 二条城传统艺术公演 

◆插花艺术展示会/邦乐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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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年6月～11月  

（会场）京都艺术中心 

（日期）2017年10月［能乐］13日（星期五）［京舞］15日（星期天） 

（会场）二条城 二之丸殿台所 

  

片山九郎右卫门 

(观世流能乐师) 

茂山 千作 

（大蔵流狂言师） 

井上 八千代 

(京舞 井上流 

第五代继承人) 

茂山 千五郎 

（大蔵流狂言师） 

井上安寿子 

(京舞 井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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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京都文化底蕴的活动   

  

（日期）2017年4月～11月（会场）市内各处 ◆市民文化艺术活动以及連携活动 

共同策划活动 相互提携活动 友情传递活动 

14 

实行委员会与市民等，将有效利
用京都的文化资源，共同策划举
办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活动， 
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新的文化活
动。 

以京都为据点的艺术团体等，其
活动内容的一部分或全部活动内
容，将冠以东亚之名支援本届文
化活动。 

在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活动举
办期间，负责在市内召开的各项
文化活动的宣传活动。 

 市民是文化宣传的有力助手。京都将通过市民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 

以及提携活动等，举全市之力举办这次文化盛会，并利用文化的力量 

推进城市创建。 

■ 活动实施方案 

 ・举办以朝鮮通信使为主题的活动 

 ・举办与京都国际摄影展（KYOTOGRAPHIE），京都国际电影节 

  等国际艺术节相提携的活动。 

 ・与京都学生庆典相提携，开展与市内大学生以及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汉字博物馆举办以中日韩共同汉字为主题的展览会及活动。 

 ・举办残障人士艺术活动及作品展 

 ・与市内的博物馆设施相提携，举办以东亚交流为主题的特別展。 

※ 作为交流事业的一环，将实施与长沙市、大邱广域市市民互访活动，以及由市民志愿者企划运

营的活动等。京都市将与市民同心协力促进东亚间的相互理解，加强相互连带感。 



东亚文化之都峰会 

 2017年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将在京都召开，东亚文化之都以及ＡＳＥＡＮ(东南亚国家联盟)文
化之都，共计19座城市的首脑将韩文化部长会议出席会议。在共享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成果的同时，
还将召开东亚文化之都峰会，就今后东亚间文化交流的方向等内容进行协商讨论。 

●ＡＳＥＡＮ(东南亚国家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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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幕式庆典 （日期）2017年１１月１９日（星期天）（会场）京都罗姆大剧院 

 举办闭幕式庆典，确认东亚文化之都2017京都活动的举办成果，通过中日韩3座城市的文化交

流活动，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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