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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小说家
村上春树的图书馆开业

从新宿站乘坐京王线约25分钟，位于娴静的住宅
区入口处的府中站前，大型商业设施“MitteN”
开业了。地下1F～9F的楼层汇集了时尚、美妆、家
电、餐饮（2021年秋季开业）、大型百元店、娱乐
设施等各种各样的店铺，可全家共享购物乐趣。
府中站的附近还有以“暗闇祭”闻名的大国魂神
社，可以观光后来MitteN购买伴手礼。

在东京具代表性的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内，将设立
国际文学馆（“村上春树图书馆”）。以《挪威的森
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闻名世界的小说家村
上春树的文学为起点，该图书馆预计将成为国际化
的文学研究宣传据点。馆内还将开设能让更多人体
验到村上世界的咖啡厅。由建筑家隈研吾进行改建
的新建筑也备受瞩目。

早稻田站（地铁）、高田马场站（JR、西武）

多摩地区大型购物设施开业

府中站（京王） mitten-foris.jp/

5月

6月

10月

位于东京晴空塔®脚下的东京晴空街道，是汇集了时尚、伴手
礼、美食等300多家店铺的商业设施。从2020年夏天起至2021
年春天进行了装修施工，今年春天随着22家店铺的开业华丽
变身，共计新诞生了30家店铺。除了走在流
行尖端的销售甜点、新鲜水果的咖啡店等餐
饮店以外，还有充满东京平民街风情、在当
地为人所知的日本料理的名店等入驻。

2021 Summer Vol.76 P.1 新开业＆翻新开业｜ P.2-3 天王洲地区×艺术特辑｜P.4 运动特辑

東

　京



兼设了啤酒厂的餐厅。可以一边欣赏大厦倒映在
水面的夜景，一边品味美食和精酿啤酒。能感受到
舒适海风的露台坐席也很受欢迎。
淡色艾尔啤酒（小杯250ml）550日元等
www.tysons.jp/tyharbor/

由仓库改建而成的熟食＆面包咖啡店和蛋糕店。
在露台席品尝使用了自制啤酒酵母的面包和时令
食材的甜点，度过悠闲一刻吧。
熟食拼盘880日元～
www.tysons.jp/breadworks/
www.tysons.jp/lilycakes/

从天王洲出发，可以从海上欣赏台场、东京塔、彩虹
大桥等东京美景，品尝法式套餐。
午餐巡游7400日元～（需预约）
cctokyo.co.jp/

美 食 导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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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HARBOR breadworks × Lily cakes THE CRUISE CLUB TOKYO

PIGMENT TOKYO WHAT CAFE

PETALS TOKYO SLOW HOUSE

销售颜料、胶、毛笔、刷毛等传统绘画材料，以及古今中外的珍贵优质绘画材
料的实验室兼博物馆。一整面墙上排列着约4500种颜色的颜料美丽壮观。
也会举办实际使用画材的学习教室（需预约），可轻松体验艺术的世界。
pigment.tokyo/

为了将现代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更多人，以支援肩负艺术界未来重任的艺术家
为目的所建造的艺术景点。可作为咖啡店一边品尝美食和饮品，一边欣赏或
购买店内的艺术作品。
cafe.warehouseofart.org/

由停泊在运河沿岸的4只彩色小船所构成的水上酒店。像自古以来就作为运
河之城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的“船屋”一样，重视手工风情，内装的设计理
念也各具特色。
www.terrada.co.jp/ja/service/space/petals-tokyo/

销售精选产品和以北欧为主的古董家具的家居店铺。店里有原创的生活杂货，
还会定期销售手工孤品和艺术品等，说不定可以在这里遇见自己喜欢的作品。
www.slow-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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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洲岛站

天王洲岛站

JR品川站港南口步行约15分钟

交流桥

天王洲大桥

Isle桥

东品川桥

品川埠头桥

新东海
桥

第一东京海堡酒店

Seafort广场

银河剧场

东横INN
品川港南口
天王洲岛

天王洲公园

临海线

东京单轨电车

京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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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交流桥和海岸通的约200米的小径。过去是仓库街，征收关税前的进
口货物暂时保管在这里（bonded area），因此得名。如今，仓库改建而成的
商店和餐厅排列在一起，是非常时尚的地区。

1

天王洲 被品川的运河包围的天王洲，是有着艺术画廊、时尚咖啡店、
多处公共艺术等近年来充满 “艺术”热潮的地区。
在水岸地区的开放氛围中，享受刺激感性的街道散步乐趣吧。

艺术

邦德街

伊藤 诚　设置：1995年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ennoz Art Festival 2019 Photo by Shin Hamada

TapA

三岛 喜美代　制作：2012年

Work 2012B

Stachu Szumski　制作：2019年5月

Oracle Bone Script ConnectionC

作品灵感来自1798年鲸鱼误入品川
海的轶事。

品川鲸（目黑川水门）G

浅井 祐介　制作：2019年3月

永相联E

ARYZ　制作：2019年3月

‶The Shamisen” 
Shinagawa 2019F

街道家具D

在天王洲，
随处都可以看到建筑物上的

大型墙面艺术，以及街道上

四处装饰着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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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2020奥运会、残奥会即将举办！
介绍东京都内可轻松感受运动乐趣的设施

前往参观东京2020奥运会、残奥会的会场吧！

小编最近去了都内数一数二的能量景点“根津神社”。
这里保佑“消灾解难”、“生意兴隆”、“考试合格”等，保佑姻缘的神明
“乙女稻荷神社”尤其受女性欢迎。并排而立的鸟居数量超过200座！
保证能拍出一张美照。

编者语

写真提供：（独）日本スポーツ振興センター ©Tokyo 2020 ©Tokyo 2020

◆驹泽奥林匹克公园综合运动场
www.tef.or.jp/kopgp/gallery.jsp
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时，曾作为足球、摔跤、排球、曲棍
球的会场。现在是拥有12座体育设施的综合运动场。在可
免费参观的东京奥运会纪念画廊，展示着以1964年东京
奥运会为中心的奥运会相关的各种资料。

　 免费入场
　 驹泽大学站（地铁、东急）

◆GALLERIA esports Lounge
www.dospara.co.jp/5info/cts_galleria-lounge
在主要销售游戏电脑的商店的地下兼设了游
玩区的体验型电竞专门店。可尽情试玩最新的
高性能游戏电脑和各种游戏设备。

　 初次使用120分钟免费
　  秋叶原站（JR）

◆e-sports cafe
esportscafe.co.jp/
以玩电竞为目的的网咖。共有94台游戏电
脑，加上正宗竞技类设备，可在舒适的环境
中沉浸于自己喜欢的游戏。

座位数：77座
　 4小时1000日元～
 　新大久保站（JR）

◆ROUND1 STADIUM DiverCity Tokyo Plaza店
www.round1.co.jp/shop/facility/tokyo-divercity.html
其内的设施“Spo-cha”，可在一定时间内随意体验各种运动和娱乐项目。钻进
巨大的塑料球中互相撞击玩耍的泡泡足球、平衡车、迷你摩托车等，种类丰富
的项目极具魅力。

　 平日90分钟1980日元（含税）～（因日期和时间而异）
　 东京电讯站（临海线）、台场站（百合鸥线）

◆涩谷区立宫下公园
www.seibu-la.co.jp/park/miyashita-park/facility/sports/
2020年夏天，随着商业设施和酒店的入驻而大变身的MIYASHITA PARK的
屋顶公园内，设置了抱石墙、滑板场和多功能运动设施。抱石运动还能接受
专业人员的指导，新手也能安心挑战。

　 因设施而异，抱石120分钟1000日元
　 ※使用多功能运动设施需预约
　 涩谷站（JR、地铁、东急、京王）

◆奥林匹克体育场
开幕式、闭幕式
 田径、足球　 田径
　 国立竞技场站（地铁）

◆日本武道馆
 柔道、空手道
 柔道
　 九段下站（地铁）

◆马事公苑
 马术
 马术
　 樱新町站（东急）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
 花样游泳、跳水、竞技游泳
 游泳
　 辰巳站（地铁）、潮见站（JR）

奥运会
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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