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恋东瀛》魅力东日本 满载而归！

现场宣传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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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受邀前往东日本的人物到现场做访谈之外，相关地方各自治体也将登台演示，并准备了能体验各地区传

统工艺和美食文化等的表演节目。现场更会以“文化”、“温泉”、“美食”、“名胜”、“传统节日”五

大类别设置“展示角”，分别向大家推荐各地区的人气魅力之处；还将举行旅游照片和行程相关的“竞赛角”

等活动，让更多上海市民亲身参与，感受东日本的魅力。

■ 项目概要

2015年11月27日（周五）～11月29日（周日）

10:30～19:00 

※此外，活动开始第一天27日（周五）10:30举办开幕仪式。

■ 时 间

环球港（Global Harbor）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

地下2层 太阳大厅活动会场（地铁3、4号线“金沙江路站” 直达）

■ 会 场

外务省·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主办方

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新澙县·青森县·山形县 [8县]■ 参加自治体

■ 后援

■ 实施内容

・会场主要分为3个区域（①舞台表演 ②展示角 ③旅游信息・咨询展台）

・展示角以美食、名胜、温泉、庆典、文化分别向大家推荐各地区的人气魅力点。

另外旅游信息、咨询展台会向大家提供各种有关东日本旅游的信息及帮助。

①舞台

包括开幕式现场准备了众多精彩演出。不仅有受邀体验日本东北风情的人物将以“文化、温泉、美食、名胜、传统节日”为题进行现
场访谈，还准备了美食脱口秀环节，名人们将通过公开自己品尝到的当地乡土料理菜谱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展开。

另有各自治体对当地魅力的宣传环节，以及传统工艺和美食体验区域，名人实地考察时的影像播放区域等，通过各种方式活跃现场气
氛。

③旅游信息・咨询展台

提供东日本旅游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介绍本次受邀的人物的游玩路线、受邀者最为推荐的行程内容，以及由日本国家旅游局提供的
旅游信息、向旅行社直接咨询，另外还有摄影竞赛和浴衣试穿拍照。

②展示角

根据“文化”“温泉”“美食”“名胜”“传统节日”这五大主题分设区域。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上海事务所、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上海事务所、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④相关策划

作为上海当地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计划开设东日本乡土料理的“东日本美食教室”，以及在上海市内各餐厅开展“东日本美食节”等
活动。

附件1

■ 门票 免费



舞台表演节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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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周五）　第一天 11/28（周六）　第二天 11/29（周日）　第三天

30

11:0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来自关杰尼∞的视频问候 来自关杰尼∞的视频问候

12:00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13:00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14:0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15:0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来自关杰尼∞的视频问候

16:00
来自关杰尼∞的视频问候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17:0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来自关8的视频问候

动态影像（10分钟） 

18:0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30

动态影像（10分钟） 动态影像（10分钟） 

19:00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食尚小米）」

15:10～15:40（30分钟）

「出征！奥州仙台伊达武将队」

15:30～16:00 （30分钟)

栃木县宣传介绍

「栃木县观光PR&竞猜大会」

15:50～16:10 （20分钟）

「在上海，重现福岛的感动。

上海草裙舞女孩 」

15:50～16:20 （30分钟）

群马县互动舞台

「群马美食与文化祭典」

16：30～17：20 （50分钟）
东日本人气吉祥物大集合

16:50～17:10　（2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晓明Alex）」

17:10～17:40 （30分钟）「迷恋东瀛嘉宾访谈（晃悠Lunar）」

17:20～17:50 （3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张志林）」

17:30～18:00 （3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黒米粒）」

16:10～16:40 （30分钟）

空手道表演

17:50～18:10 （20分钟）日本动漫cosplay

18：00～18:20　（20分钟）

「东日本体验！挑战日本酒！」

18：20～18:50 （30分钟）JTB东日本旅行企画宣传

18:30～18：50 （20分钟)

闭幕

18：10～18:30 （20分钟）

动态影像（30分钟） 

「SNH48迷恋东瀛特别访谈」

11:10～11:40 （30分钟）

山形县宣传介绍

「大美山形、迷人的山形」

11:10～11:40 （30分钟）

福島县宣传介绍

「福气满载，幸福之岛」

11:10～11:40 （30分钟）

「在上海，重现福岛的感动。

上海草裙舞女孩」

11:50～12:30（4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蔻蔻）」

11:50～12:20 （30分钟）

茨城县特别舞台

「茨城YOSAKOI联络会舞蹈表演」

12:00 11:50～12:10 （20分钟）

和響　日本太鼓表演

12:20～12:40 （20分）

动态影像（30分钟） 
动态影像（20分钟） 

宫城县宣传介绍

「宫城县」

12:50～13:20 （30分钟）
福岛县互动舞台

「会津地区民俗工艺品 彩绘体验

 ～可以亲自触碰，感受的愉快体验活动～」

13:00～13:30 （30分钟）

栃木县互动舞台

「跳跃的色彩~染色表演~」

16:20～17:00 （4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KIMI）」

13:00～13:30 （30分钟）
宫城县互动舞台

「战国武将铠甲试穿·留念拍照」

13:20～13:50 （30分钟）

群马县宣传介绍

『日本第一的吉祥物 “群马宝宝”节』

13:40～14:10 （30分钟）

福岛县互动舞台

『走进活化石·空棘鱼之谜

环境水族馆【AQUA MARINE福岛】』

13:40～14:10 （30分钟）

10:00

开幕式

10:30～10:50 （20分钟）
「出征！奥州仙台伊达武将团」

10:30～11:00 （30分钟)

「津轻三味线」

10:30～11:00 （30分钟)

动态影像（20分钟） 

酷MA萌应援演出

12：25～12：40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赵涤尘）」

14:00～14:30 （30分钟）

JTB东日本旅行企画宣传

14:20～14:40 （20分钟)
　「东日本体验！挑战碗子荞麦面！」

14:20～15:00 （40分钟）「津轻三味线」

14：40～15:00 （20分钟)
「迷恋东瀛嘉宾访谈（脊梁in上海）」

14:50～15:20 （30分钟）

茨城县宣传介绍

「舞蹈“YOSAKOI”和有奖问答活动（茨城县）」

15:10～15:40（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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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报告 第一天（2015年11月27日（周五））

开幕式

魅力舞台

各地区展示角

活动首日上午10:30，开幕仪式的顺利召开为活动掀起了第一股高潮。
首先，主办方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片山和之总领事为开幕式致辞，并向大家介绍了东日本的魅力。

之后，遇建浩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也作为嘉宾发表了讲话并为开幕式剪彩。此外，上海女子偶
像团体SNH48队长戴萌与副队长莫寒也登台亮相，日本人气团体组合关杰尼∞更是寄来了特别的问候视频。
关杰尼∞的7位成员分别介绍了东日本魅力，开场的上海话问候更是引发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欢呼。

当天除五大主题展示以外，舞台节目也丰富多彩。
“在上海重现福岛的感动，上海草裙舞女孩”用热情的舞蹈向观众们传递了元气满满的福岛。“福岛

会津地区民俗工艺品彩绘体验”让现场朋友近距离接触了一把日本传统工艺的精致。此外，日本超人气吉
祥物群马宝宝的登场， “出征！奥州仙台伊达武将队”表演，吉祥物们集体登台以及日本动漫cosplay表
演等都让在场的孩子与年轻人们兴奋不已。
微博大号“脊梁in上海”、新浪网推荐人气旅游博主黑米粒、《日本，去1000次也不够》作者晃悠，

三位受邀嘉宾在现场以脱口秀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了今年9月前往东日本旅游的体验。脊梁针对行程中的两大
世界遗产群马县的富冈制丝厂和枥木县的日光东照宫侃侃而谈，引人入胜。黑米粒则钟情于山形县的芋煮
盛典以及宫城的牛舌等等美味。晃悠对茨城县大洗温泉等赞不绝口。现场气氛轻松，不断引来笑声与掌声。

活动现场分为温泉、美食、文化、名胜、传统节日五大展区，向大家展示了各地区的魅力之处。观众
们饶有趣味地看着图片与文字说明，还不时地向地方政府的职员提问。



活动现场报告 第二天（2015年11月28日（周六））

魅力舞台

东日本美食教室

与前一天相比，当天在活动同一楼层的ABC Cooking Studio举行
的"东日本美食教室"让一群吃货在著名料理达人蔻蔻的带领下，过了
一把东日本佳肴制作瘾。当天共有18位幸运朋友参加了料理教室体验。
料理教室上，青森县苹果咖喱，山形县煮芋头和岩手县年糕料理

这三道当地的乡土料理，在老师的讲解与指导下，变成了一道道精致
佳肴，蔻蔻边回忆在当地旅行时品尝到的美味记忆，边与大家切磋料
理记忆，这种新颖的体验推广方式获得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可能因为恰逢周六，活动第二天引来到场人数的高潮。

该咨询展台提供东日本旅游相关的各种信息，以及本次22名受邀者最为推荐的行程内容。此外,还有
浴衣试穿拍照体验、摄影竞赛相关介绍和应征作品展出等,让众多到场观众能参与其中。由日本国家旅游
局(JNTO)上海事务所和旅行社提供的旅游方面咨询以及由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的签证相关咨询,在
现场接待了众多对东日本旅游感兴趣的朋友。

*此项目为活动3天中的常设展台。

旅行信息・咨询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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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不久后的“出征！奥州仙台伊达武将队”的表演气势逼人，比前一天吸引了更多观众。之后的山
形县，宫城县的宣传介绍以及宫城县互动舞台“战国武将铠甲试穿留念拍照”环节，津轻三味线的现场演
奏环节，茨城县宣传介绍及舞蹈“YOSAKOI”和有奖问答活动，栃木县观光PR＆竞猜大会，栃木县互动舞
台“跳跃的色彩 -染色表演-”，空手道表演，“东日本体验！挑战日本酒”等环节不断将舞台推向高潮，
让现场朋友们体验到了东日本的无限魅力。
与第一天一样，有三位名人上台参与嘉宾访谈。著名美食节目主持人蔻蔻与大家分享了青森县的花卷

节，秋田县石锅烧等美味，知名摄影师赵涤尘中意于福岛县的美酒与温泉，博主晓明则用大部分的镜头记
录下了岩手县鸣子温泉的点滴，使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一个美滋美味，温情十足的东日本。
当天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特地赶来捧场，他便是熊本县营业部部长KUMA萌。它可爱，搞怪的动作让整

个环球港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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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报告 第三天（2015年11月29日（周日））

魅力舞台

东日本美食教室

闭幕式

活动最后一天人气依旧不减。

开场后不久，津轻三味线的深情演奏将商场内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东日本的舞台。之后来自福岛县的宣
传“福气满载，幸福之岛”，以及茨城县的 “YOSAKO舞蹈表演”也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而来自“和响”
的震耳欲聋，气势磅礴的日本太鼓表演那强烈的节奏感在久久回荡在整个会场内。随后同样来自福岛县的
互动舞台“走进活化石，空棘鱼之谜”则由当地人以可爱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了孩子们的踊跃参与。
下午的又一高潮出现在“东日本体验！挑战碗子荞麦面”环节。来自岩手县的碗子荞麦面在食用形式

上十分有意思，每碗一小口荞麦面，吃完不断由服务员添加，据说在当地，男生吃到70～80碗，女生吃到
50～60碗才算合格，可以给予证书。在两分钟的挑战时间内，挑战最多的体验者共吃完了22碗小口荞麦面。
此外，活动首日颇受好评的“在上海，重现福岛的感动，上海草裙舞女孩”表演以及群马县互动舞台

“群马美食与文化祭典”同样再次吸引了众多观众。
当天的重量级嘉宾访谈分别来自于上海广播电视台ICS厨神大赛8强选手料理人KIMI，著名美食博主食

尚小米以及上海知名音乐制作人张志林。KIMI向现场观众介绍了千叶县的美味寿司；食尚小米则推荐了新
澙县的精米工厂及大米饼；而张志林则从音乐制作人角度谈了群马县，栃木县和福岛县给到自己的或宁静，
或欢乐的众多音乐灵感。

这一天在ABC Cooking Studio同样有人气非凡
的东日本美食教室，KIMI老师为学员们带来福岛县
丰水梨渍味噌炒时蔬以及仙台炖牛舌这两道料理。
福岛县的丰水梨渍味噌炒时蔬的灵感来自KIMI实际
到访的福岛县当地果园，由于那里的丰水梨太水嫩
香甜，于是就向果园园主讨教了这道家庭料理。而
另一道牛舌就更不用说了，入口即化的口感让现场
学员们垂涎欲滴。

除了在环球港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的宣传活动，作为联动计划，在沪上17家日本料理店举行的”东
日本美食节“将持续至12月11日，活动期间将有机会品尝到安康鱼锅、牛舌等东日本特色料理。此外，
微博摄影大赛也会持续至12月10日，获奖作品将会在稍后公布。

当日18:00，闭幕式在一片依依不舍的氛围中结束。现场发放的各类资料，浴衣体验，旅行商品咨询
等都大获好评，直至活动结束仍不断有观众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