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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中所述的
多种经验谈···

漫步定禅寺路，可看到玻璃外壁生动映照着沿
路榉树林荫道的仙台媒体中心现代化大厦建
筑。仙台多媒体中心除了展览会场以外，还备
有众多的开放空间，可随时进入观赏。仅仅世
界著名建筑家伊东丰雄先生设计的建筑物楼
面、墙壁以及其他细节就足以让您大饱眼福。

特征之一是支撑建筑物、内装电梯的玻璃“筒”。
尤其推荐从5号筒内的螺旋式楼梯由上而下。可
透过玻璃确认各楼层状况，发现有兴趣的地方
即可随时前往！

各楼层均设有各种造型独

特的椅子。您可寻找自己喜

爱的椅子坐下休息！

设计师椅

建馆：2001年
设计师：伊东丰雄
主要特色：筒状、钢板、双皮层结构

建筑解说

可从玻璃隔墙上一览定禅寺路沿路充满魅
力的榉树林荫道。请在各楼层通过各个角度
尽情享受四季的应季景观。

“思考桌”的桌子、椅子以及墙壁均由
黑板构成，随处均可用粉笔涂画！是召
开讨论会的最佳环境！
※利用时需预约。

进入商店，随时都可买到充满艺术气息的礼品。从
东北的传统工艺品、到具有现代气息的精品应有
尽有。商店旁咖啡馆的冰可可或比利时啤酒也是
值得推荐的一品！
※KANEIRI Museum Shop 6、crepuscule cafe

咖啡馆Horun（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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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多媒体中心

作为象征仙台“森林之都”的定
禅寺路是一条全长700米的榉
树林荫道。

家庭料理“井上”
（3F）

日用品店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国料理“东龙门”
〔东京电子会馆
（Tokyo Electron Hall）

宫城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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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县美术馆是一座砖面加工的建筑物，位于仙台地标之一的广濑川附
近。馆内拥有各种美术品，多数与宫城县具有渊源。庭园也是必看的一道
场景，在此可尽享众多雕刻作品和美丽景观。美术馆内还设有漂亮的餐
馆，可让您悠然度过一天的美好时光。

建馆：1981年
设计师：前川国男
主要特色：环游式内院和庭园

建筑解说

爱丽丝庭园内展有众多以儿童或动物为主题、充满魅
力的雕刻作品。这座可爱的猫像在参观者中最具人
气。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漫步庭园，将为您带来一份
悠闲舒适的好心情。

洋溢着浓郁艺
术气息的漫步···

美术馆的收藏品中包括仙台近郊景点
松岛的油画。以油画形式观赏日本景观
是一次颇具新鲜感的体验！

县民画廊不但可欣赏当地艺术家的
作品，还可有机会见到该些作品的
作者！

在餐馆咖啡厅可尽情品尝美味的水果
馅饼或用当地食材制作的佳肴等。用具
均经过精心选配，充满了时尚和悠闲的
氛围。
※莫扎特·费加罗咖啡厅

以日本画、西洋画、版画、雕刻

及工艺品为中心，还收藏了诸

如瓦西里·康定斯基或保罗·克

利等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收藏品

西公园

广
濑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国际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馆

宫城县美术馆 面包房“定进堂”

本次我们只介绍了3个人的访谈内容，不过，居住于仙台的外国人
也在颇有兴趣地参观各处公共文化设施，听到了很多其他心声。
在此介绍部分内容。

于 乐
（中国）

除了特殊展览以外，佐藤忠良纪念馆或县民
画廊等众多经典也令人惊叹不已。在此可观
赏到广阔的庭园及壮观的建筑物可谓大饱
眼福。

此博物馆的亮点就是完整地保存了明治
时代的建筑物，并将其作为民俗资料馆
使用。在特殊展览中可观看日本各季的
习惯或工具相关资料，由此加深对日本
的了解。

聆听用通俗易懂的日语讲述战争体验的
连环绘画书及连环画剧，令人感动。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丽赛・道恩奈莱（拉脱维亚）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位于仙台站东侧的榴冈公园内。漫步公园时，便能看到建
造于19世纪为灰白外壁的优美建筑物，那就是该资料馆。馆中展出了几世代前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陈旧的家庭用具，可在此亲身体验教科书中学不到的当时人们的
生活。旧玩具体验角是最适合与孩子们一起参观的场所。

民俗资料馆是140年前建造的旧营房。这里还设
置了再现当时士兵生活的房间。

非常逼真！

于1874年竣工，至1945年的70年间一直被用作营房。美军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此驻扎。

建筑解说
此外，50年前电气尚未普及时代的工具也
非常引人注目。亲手摇动手摇式洗衣机或
拿起放入木炭使用的熨斗实物，可让您想
起50年前的生活场景。

日本学校提供的饮食非常味美可口。
想起孩提时代吃过的美食而唤起您
的食欲时，午餐时可去附近的餐馆就
餐呦！

根据各个时代生活方式或文化
的差异，日本的工具也是多种多
样。这里拥有很多在自己国家从
未见过的物品。

在此可看到前来该资料馆

途中的道路上有马车通过

等的照片。请仔细寻找一下

您所熟悉的地方！

无数的陈旧照片

餐馆“Sun Pastel”
仙台太阳广场（Sendai Sunplaza）

乐天Kobo
宫城棒

球场

JR仙石线
榴冈站

仙台市
历史民俗资料馆

榴冈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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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 卡萨布（美国）

大卫·多诺万（英国）

宫城县美术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李 璿熙
（韩国）

吴 玟汝
（美国）

仙台多媒体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作为本期专题，将以多种形式介绍可自由选择、享受各种乐趣的公
共文化设施。独具特色的每座设施建筑、空间结构及展品，将为您
提供一次与您的兴趣或经历相应的各馆体验。

可以各自喜爱的方式自由参与各种体验的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宫城县美术馆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馆临时闭馆的通知】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仅限日语）

由于馆内改建工程及国联防灾全球会议的召开，仙台市博物馆将于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休馆。(除展览室之外、
还包括餐厅、博物馆商店以及1楼信息资料中心在内全面休馆。)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仙台多媒体中心内）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
电话：022-713-4483
传真：022-713-4482

（仅限日语）
URL: http://www.smma.jp 

关于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SMMA)

联系方式：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事务局

为了促进仙台·宫城地区各大博物馆作为共通的知识财产资源相互合
作、为地区争取更多有益于发展的功能而创立的共同事业组织。融合
各馆学术艺术人员及专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跨领域的合作活
动、协助学校教育、支援地区活动人才的培养、观光支援的开发等，创
造博物馆个体难以实现的价值，力争成为可满足地区需求的新时代公
共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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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伊东丰雄
主要特色：筒状、钢板、双皮层结构

建筑解说

可从玻璃隔墙上一览定禅寺路沿路充满魅
力的榉树林荫道。请在各楼层通过各个角度
尽情享受四季的应季景观。

“思考桌”的桌子、椅子以及墙壁均由
黑板构成，随处均可用粉笔涂画！是召
开讨论会的最佳环境！
※利用时需预约。

进入商店，随时都可买到充满艺术气息的礼品。从
东北的传统工艺品、到具有现代气息的精品应有
尽有。商店旁咖啡馆的冰可可或比利时啤酒也是
值得推荐的一品！
※KANEIRI Museum Shop 6、crepuscule cafe

咖啡馆Horun（2F）

定禅寺路

晚
翠
路

西公园

广
濑

川

仙台多媒体中心

作为象征仙台“森林之都”的定
禅寺路是一条全长700米的榉
树林荫道。

家庭料理“井上”
（3F）

日用品店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国料理“东龙门”
〔东京电子会馆
（Tokyo Electron Hall）

宫城 2F〕

Go!

MAP

宫城县美术馆是一座砖面加工的建筑物，位于仙台地标之一的广濑川附
近。馆内拥有各种美术品，多数与宫城县具有渊源。庭园也是必看的一道
场景，在此可尽享众多雕刻作品和美丽景观。美术馆内还设有漂亮的餐
馆，可让您悠然度过一天的美好时光。

建馆：1981年
设计师：前川国男
主要特色：环游式内院和庭园

建筑解说

爱丽丝庭园内展有众多以儿童或动物为主题、充满魅
力的雕刻作品。这座可爱的猫像在参观者中最具人
气。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漫步庭园，将为您带来一份
悠闲舒适的好心情。

洋溢着浓郁艺
术气息的漫步···

美术馆的收藏品中包括仙台近郊景点
松岛的油画。以油画形式观赏日本景观
是一次颇具新鲜感的体验！

县民画廊不但可欣赏当地艺术家的
作品，还可有机会见到该些作品的
作者！

在餐馆咖啡厅可尽情品尝美味的水果
馅饼或用当地食材制作的佳肴等。用具
均经过精心选配，充满了时尚和悠闲的
氛围。
※莫扎特·费加罗咖啡厅

以日本画、西洋画、版画、雕刻

及工艺品为中心，还收藏了诸

如瓦西里·康定斯基或保罗·克

利等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收藏品

西公园

广
濑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国际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馆

宫城县美术馆 面包房“定进堂”

本次我们只介绍了3个人的访谈内容，不过，居住于仙台的外国人
也在颇有兴趣地参观各处公共文化设施，听到了很多其他心声。
在此介绍部分内容。

于 乐
（中国）

除了特殊展览以外，佐藤忠良纪念馆或县民
画廊等众多经典也令人惊叹不已。在此可观
赏到广阔的庭园及壮观的建筑物可谓大饱
眼福。

此博物馆的亮点就是完整地保存了明治
时代的建筑物，并将其作为民俗资料馆
使用。在特殊展览中可观看日本各季的
习惯或工具相关资料，由此加深对日本
的了解。

聆听用通俗易懂的日语讲述战争体验的
连环绘画书及连环画剧，令人感动。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丽赛・道恩奈莱（拉脱维亚）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位于仙台站东侧的榴冈公园内。漫步公园时，便能看到建
造于19世纪为灰白外壁的优美建筑物，那就是该资料馆。馆中展出了几世代前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陈旧的家庭用具，可在此亲身体验教科书中学不到的当时人们的
生活。旧玩具体验角是最适合与孩子们一起参观的场所。

民俗资料馆是140年前建造的旧营房。这里还设
置了再现当时士兵生活的房间。

非常逼真！

于1874年竣工，至1945年的70年间一直被用作营房。美军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此驻扎。

建筑解说
此外，50年前电气尚未普及时代的工具也
非常引人注目。亲手摇动手摇式洗衣机或
拿起放入木炭使用的熨斗实物，可让您想
起50年前的生活场景。

日本学校提供的饮食非常味美可口。
想起孩提时代吃过的美食而唤起您
的食欲时，午餐时可去附近的餐馆就
餐呦！

根据各个时代生活方式或文化
的差异，日本的工具也是多种多
样。这里拥有很多在自己国家从
未见过的物品。

在此可看到前来该资料馆

途中的道路上有马车通过

等的照片。请仔细寻找一下

您所熟悉的地方！

无数的陈旧照片

餐馆“Sun Pastel”
仙台太阳广场（Sendai Sunplaza）

乐天Kobo
宫城棒

球场

JR仙石线
榴冈站

仙台市
历史民俗资料馆

榴冈公园

Museums
Tailored to You

MAP

莫妮卡・ 卡萨布（美国）

大卫·多诺万（英国）

宫城县美术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李 璿熙
（韩国）

吴 玟汝
（美国）

仙台多媒体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作为本期专题，将以多种形式介绍可自由选择、享受各种乐趣的公
共文化设施。独具特色的每座设施建筑、空间结构及展品，将为您
提供一次与您的兴趣或经历相应的各馆体验。

可以各自喜爱的方式自由参与各种体验的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宫城县美术馆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馆临时闭馆的通知】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仅限日语）

由于馆内改建工程及国联防灾全球会议的召开，仙台市博物馆将于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休馆。(除展览室之外、
还包括餐厅、博物馆商店以及1楼信息资料中心在内全面休馆。)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仙台多媒体中心内）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
电话：022-713-4483
传真：022-713-4482

（仅限日语）
URL: http://www.smma.jp 

关于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SMMA)

联系方式：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事务局

为了促进仙台·宫城地区各大博物馆作为共通的知识财产资源相互合
作、为地区争取更多有益于发展的功能而创立的共同事业组织。融合
各馆学术艺术人员及专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跨领域的合作活
动、协助学校教育、支援地区活动人才的培养、观光支援的开发等，创
造博物馆个体难以实现的价值，力争成为可满足地区需求的新时代公
共文化设施。



C

C

C

如文中所述的
多种经验谈···

漫步定禅寺路，可看到玻璃外壁生动映照着沿
路榉树林荫道的仙台媒体中心现代化大厦建
筑。仙台多媒体中心除了展览会场以外，还备
有众多的开放空间，可随时进入观赏。仅仅世
界著名建筑家伊东丰雄先生设计的建筑物楼
面、墙壁以及其他细节就足以让您大饱眼福。

特征之一是支撑建筑物、内装电梯的玻璃“筒”。
尤其推荐从5号筒内的螺旋式楼梯由上而下。可
透过玻璃确认各楼层状况，发现有兴趣的地方
即可随时前往！

各楼层均设有各种造型独

特的椅子。您可寻找自己喜

爱的椅子坐下休息！

设计师椅

建馆：2001年
设计师：伊东丰雄
主要特色：筒状、钢板、双皮层结构

建筑解说

可从玻璃隔墙上一览定禅寺路沿路充满魅
力的榉树林荫道。请在各楼层通过各个角度
尽情享受四季的应季景观。

“思考桌”的桌子、椅子以及墙壁均由
黑板构成，随处均可用粉笔涂画！是召
开讨论会的最佳环境！
※利用时需预约。

进入商店，随时都可买到充满艺术气息的礼品。从
东北的传统工艺品、到具有现代气息的精品应有
尽有。商店旁咖啡馆的冰可可或比利时啤酒也是
值得推荐的一品！
※KANEIRI Museum Shop 6、crepuscule cafe

咖啡馆Horun（2F）

定禅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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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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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多媒体中心

作为象征仙台“森林之都”的定
禅寺路是一条全长700米的榉
树林荫道。

家庭料理“井上”
（3F）

日用品店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国料理“东龙门”
〔东京电子会馆
（Tokyo Electron Hall）

宫城 2F〕

Go!

MAP

宫城县美术馆是一座砖面加工的建筑物，位于仙台地标之一的广濑川附
近。馆内拥有各种美术品，多数与宫城县具有渊源。庭园也是必看的一道
场景，在此可尽享众多雕刻作品和美丽景观。美术馆内还设有漂亮的餐
馆，可让您悠然度过一天的美好时光。

建馆：1981年
设计师：前川国男
主要特色：环游式内院和庭园

建筑解说

爱丽丝庭园内展有众多以儿童或动物为主题、充满魅
力的雕刻作品。这座可爱的猫像在参观者中最具人
气。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漫步庭园，将为您带来一份
悠闲舒适的好心情。

洋溢着浓郁艺
术气息的漫步···

美术馆的收藏品中包括仙台近郊景点
松岛的油画。以油画形式观赏日本景观
是一次颇具新鲜感的体验！

县民画廊不但可欣赏当地艺术家的
作品，还可有机会见到该些作品的
作者！

在餐馆咖啡厅可尽情品尝美味的水果
馅饼或用当地食材制作的佳肴等。用具
均经过精心选配，充满了时尚和悠闲的
氛围。
※莫扎特·费加罗咖啡厅

以日本画、西洋画、版画、雕刻

及工艺品为中心，还收藏了诸

如瓦西里·康定斯基或保罗·克

利等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收藏品

西公园

广
濑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国际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馆

宫城县美术馆 面包房“定进堂”

本次我们只介绍了3个人的访谈内容，不过，居住于仙台的外国人
也在颇有兴趣地参观各处公共文化设施，听到了很多其他心声。
在此介绍部分内容。

于 乐
（中国）

除了特殊展览以外，佐藤忠良纪念馆或县民
画廊等众多经典也令人惊叹不已。在此可观
赏到广阔的庭园及壮观的建筑物可谓大饱
眼福。

此博物馆的亮点就是完整地保存了明治
时代的建筑物，并将其作为民俗资料馆
使用。在特殊展览中可观看日本各季的
习惯或工具相关资料，由此加深对日本
的了解。

聆听用通俗易懂的日语讲述战争体验的
连环绘画书及连环画剧，令人感动。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丽赛・道恩奈莱（拉脱维亚）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位于仙台站东侧的榴冈公园内。漫步公园时，便能看到建
造于19世纪为灰白外壁的优美建筑物，那就是该资料馆。馆中展出了几世代前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陈旧的家庭用具，可在此亲身体验教科书中学不到的当时人们的
生活。旧玩具体验角是最适合与孩子们一起参观的场所。

民俗资料馆是140年前建造的旧营房。这里还设
置了再现当时士兵生活的房间。

非常逼真！

于1874年竣工，至1945年的70年间一直被用作营房。美军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此驻扎。

建筑解说
此外，50年前电气尚未普及时代的工具也
非常引人注目。亲手摇动手摇式洗衣机或
拿起放入木炭使用的熨斗实物，可让您想
起50年前的生活场景。

日本学校提供的饮食非常味美可口。
想起孩提时代吃过的美食而唤起您
的食欲时，午餐时可去附近的餐馆就
餐呦！

根据各个时代生活方式或文化
的差异，日本的工具也是多种多
样。这里拥有很多在自己国家从
未见过的物品。

在此可看到前来该资料馆

途中的道路上有马车通过

等的照片。请仔细寻找一下

您所熟悉的地方！

无数的陈旧照片

餐馆“Sun Pastel”
仙台太阳广场（Sendai Sunplaza）

乐天Kobo
宫城棒

球场

JR仙石线
榴冈站

仙台市
历史民俗资料馆

榴冈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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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 卡萨布（美国）

大卫·多诺万（英国）

宫城县美术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李 璿熙
（韩国）

吴 玟汝
（美国）

仙台多媒体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作为本期专题，将以多种形式介绍可自由选择、享受各种乐趣的公
共文化设施。独具特色的每座设施建筑、空间结构及展品，将为您
提供一次与您的兴趣或经历相应的各馆体验。

可以各自喜爱的方式自由参与各种体验的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宫城县美术馆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馆临时闭馆的通知】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仅限日语）

由于馆内改建工程及国联防灾全球会议的召开，仙台市博物馆将于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休馆。(除展览室之外、
还包括餐厅、博物馆商店以及1楼信息资料中心在内全面休馆。)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仙台多媒体中心内）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
电话：022-713-4483
传真：022-713-4482

（仅限日语）
URL: http://www.smma.jp 

关于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SMMA)

联系方式：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事务局

为了促进仙台·宫城地区各大博物馆作为共通的知识财产资源相互合
作、为地区争取更多有益于发展的功能而创立的共同事业组织。融合
各馆学术艺术人员及专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跨领域的合作活
动、协助学校教育、支援地区活动人才的培养、观光支援的开发等，创
造博物馆个体难以实现的价值，力争成为可满足地区需求的新时代公
共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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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中所述的
多种经验谈···

漫步定禅寺路，可看到玻璃外壁生动映照着沿
路榉树林荫道的仙台媒体中心现代化大厦建
筑。仙台多媒体中心除了展览会场以外，还备
有众多的开放空间，可随时进入观赏。仅仅世
界著名建筑家伊东丰雄先生设计的建筑物楼
面、墙壁以及其他细节就足以让您大饱眼福。

特征之一是支撑建筑物、内装电梯的玻璃“筒”。
尤其推荐从5号筒内的螺旋式楼梯由上而下。可
透过玻璃确认各楼层状况，发现有兴趣的地方
即可随时前往！

各楼层均设有各种造型独

特的椅子。您可寻找自己喜

爱的椅子坐下休息！

设计师椅

建馆：2001年
设计师：伊东丰雄
主要特色：筒状、钢板、双皮层结构

建筑解说

可从玻璃隔墙上一览定禅寺路沿路充满魅
力的榉树林荫道。请在各楼层通过各个角度
尽情享受四季的应季景观。

“思考桌”的桌子、椅子以及墙壁均由
黑板构成，随处均可用粉笔涂画！是召
开讨论会的最佳环境！
※利用时需预约。

进入商店，随时都可买到充满艺术气息的礼品。从
东北的传统工艺品、到具有现代气息的精品应有
尽有。商店旁咖啡馆的冰可可或比利时啤酒也是
值得推荐的一品！
※KANEIRI Museum Shop 6、crepuscule cafe

咖啡馆Horun（2F）

定禅寺路

晚
翠
路

西公园

广
濑

川

仙台多媒体中心

作为象征仙台“森林之都”的定
禅寺路是一条全长700米的榉
树林荫道。

家庭料理“井上”
（3F）

日用品店
“MerryMerry
Christmasland”

中国料理“东龙门”
〔东京电子会馆
（Tokyo Electron Hall）

宫城 2F〕

Go!

MAP

宫城县美术馆是一座砖面加工的建筑物，位于仙台地标之一的广濑川附
近。馆内拥有各种美术品，多数与宫城县具有渊源。庭园也是必看的一道
场景，在此可尽享众多雕刻作品和美丽景观。美术馆内还设有漂亮的餐
馆，可让您悠然度过一天的美好时光。

建馆：1981年
设计师：前川国男
主要特色：环游式内院和庭园

建筑解说

爱丽丝庭园内展有众多以儿童或动物为主题、充满魅
力的雕刻作品。这座可爱的猫像在参观者中最具人
气。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漫步庭园，将为您带来一份
悠闲舒适的好心情。

洋溢着浓郁艺
术气息的漫步···

美术馆的收藏品中包括仙台近郊景点
松岛的油画。以油画形式观赏日本景观
是一次颇具新鲜感的体验！

县民画廊不但可欣赏当地艺术家的
作品，还可有机会见到该些作品的
作者！

在餐馆咖啡厅可尽情品尝美味的水果
馅饼或用当地食材制作的佳肴等。用具
均经过精心选配，充满了时尚和悠闲的
氛围。
※莫扎特·费加罗咖啡厅

以日本画、西洋画、版画、雕刻

及工艺品为中心，还收藏了诸

如瓦西里·康定斯基或保罗·克

利等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收藏品

西公园

广
濑

川

源吾茶屋

仙台国际
中心

仙台市
博物馆

宫城县美术馆 面包房“定进堂”

本次我们只介绍了3个人的访谈内容，不过，居住于仙台的外国人
也在颇有兴趣地参观各处公共文化设施，听到了很多其他心声。
在此介绍部分内容。

于 乐
（中国）

除了特殊展览以外，佐藤忠良纪念馆或县民
画廊等众多经典也令人惊叹不已。在此可观
赏到广阔的庭园及壮观的建筑物可谓大饱
眼福。

此博物馆的亮点就是完整地保存了明治
时代的建筑物，并将其作为民俗资料馆
使用。在特殊展览中可观看日本各季的
习惯或工具相关资料，由此加深对日本
的了解。

聆听用通俗易懂的日语讲述战争体验的
连环绘画书及连环画剧，令人感动。

Other Voices Information

MAP

阿丽赛・道恩奈莱（拉脱维亚）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位于仙台站东侧的榴冈公园内。漫步公园时，便能看到建
造于19世纪为灰白外壁的优美建筑物，那就是该资料馆。馆中展出了几世代前日
常生活中使用的陈旧的家庭用具，可在此亲身体验教科书中学不到的当时人们的
生活。旧玩具体验角是最适合与孩子们一起参观的场所。

民俗资料馆是140年前建造的旧营房。这里还设
置了再现当时士兵生活的房间。

非常逼真！

于1874年竣工，至1945年的70年间一直被用作营房。美军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此驻扎。

建筑解说
此外，50年前电气尚未普及时代的工具也
非常引人注目。亲手摇动手摇式洗衣机或
拿起放入木炭使用的熨斗实物，可让您想
起50年前的生活场景。

日本学校提供的饮食非常味美可口。
想起孩提时代吃过的美食而唤起您
的食欲时，午餐时可去附近的餐馆就
餐呦！

根据各个时代生活方式或文化
的差异，日本的工具也是多种多
样。这里拥有很多在自己国家从
未见过的物品。

在此可看到前来该资料馆

途中的道路上有马车通过

等的照片。请仔细寻找一下

您所熟悉的地方！

无数的陈旧照片

餐馆“Sun Pastel”
仙台太阳广场（Sendai Sunplaza）

乐天Kobo
宫城棒

球场

JR仙石线
榴冈站

仙台市
历史民俗资料馆

榴冈公园

Museums
Tailored to You

MAP

莫妮卡・ 卡萨布（美国）

大卫·多诺万（英国）

宫城县美术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李 璿熙
（韩国）

吴 玟汝
（美国）

仙台多媒体中心
せんだいメディアテーク

作为本期专题，将以多种形式介绍可自由选择、享受各种乐趣的公
共文化设施。独具特色的每座设施建筑、空间结构及展品，将为您
提供一次与您的兴趣或经历相应的各馆体验。

可以各自喜爱的方式自由参与各种体验的文化设施

本期主题

仙台市历史民俗资料馆
仙台市歴史民俗資料館

宫城县美术馆
宮城県美術館 【仙台市博物馆临时闭馆的通知】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

URL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
（仅限日语）

由于馆内改建工程及国联防灾全球会议的召开，仙台市博物馆将于
2014年12月1日(周一)～2015年3月27日（周五）休馆。(除展览室之外、
还包括餐厅、博物馆商店以及1楼信息资料中心在内全面休馆。)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邮编：980-0821  仙台市青叶区春日町 2-1（仙台多媒体中心内）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
电话：022-713-4483
传真：022-713-4482

（仅限日语）
URL: http://www.smma.jp 

关于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SMMA)

联系方式：仙台·宫城公共文化设施联盟事务局

为了促进仙台·宫城地区各大博物馆作为共通的知识财产资源相互合
作、为地区争取更多有益于发展的功能而创立的共同事业组织。融合
各馆学术艺术人员及专职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跨领域的合作活
动、协助学校教育、支援地区活动人才的培养、观光支援的开发等，创
造博物馆个体难以实现的价值，力争成为可满足地区需求的新时代公
共文化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