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12. 

■开园／开馆时间

休园日／ 12 月第 1 个周三及次日

期　间  Period

一般时期
Normal

10月～2月
Oct.－Feb.

海洋博公园 Ocean Expo Park

冲绳乡土村
Native Okinawa Village

冲绳乡土村
Native Okinawa Village

海洋博公园 Ocean Expo Park夏　季
Summer
3月～ 9月

Mar.－Sep.

※冲绳美海水族馆及周边设施在“闲散期”和“繁忙期”

（春假、黄金周、暑假、寒假）的营业时间会有所调整。

8:00 8:30 17:30 18:00 18:30 19:30 20:00 20:3019:00

905-0206 冲绳县国头郡本部町字石川 424 番地

常 见 问 题常 见 问 题

海洋博公园管理中心
Ocean Expo Park Management Center

TEL：0980-48-2741　FAX：0980-48-3339　
简体中文HP：http://oki-park.jp/kaiyohaku/sc/

冲绳乡土村冲绳乡土村
思络植物园思络植物园

冲绳乡土村再现了琉球王

国时代的村落面貌。作为古

人的精神家园的御岳，祭神

亭等参拜场所，民居，祝女

（女祭司）宅邸，地主代官

宅邸，粮仓，製糖坊等建筑

体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

植物展上展出了22种植物，它们均登场于从12世纪到17世纪初被

人们传颂的冲绳最古老的歌谣集「思草纸」。

【o-mo-ro】的旧称为【u-mu-i】，也就是“思想”的意思，不过比

起内心思想这一含义，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咒语，旨在祈祷村落

共同体的和平与繁荣，并向神明祷告这种心情和“愿望”。

从一颗颗的植物身上，可以感受到遥远的“o-mo-ro”时代的人

们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思络植物园 冲绳乡土村

冲绳最古老的歌谣集
「思草纸」中登场的

植物

园内的“神木” 「思草纸」中登场的冲绳本土物种（22种）

在植物园探险地图

上可以查看全部

22种植物的信息 ▶

https://oki-park.jp/sp/kaiyohaku/sc/inst/72榄仁树 
(Terminalia catappa; Combretaceae)

钟花樱
(Prunus campanulata; Rosaceae)

琉球矢竹
(Pleioblastus linearis; Poaceae)

苎麻
(Boehmeria nivea: Urticaceae)

琉球松
(Pinus luchuensis; Pinaceae)

水稻  (Oryza sativa; Poaceae) 平実檸檬
(Citrus depressa; Rutaceae)

和名：Momotamana (Kobateishi)
科名：使君子科

方言名／Kufadiisaa，Kubadeisa，
　　　　Nmaagii

和名：Hikanzakura
科名：蔷薇科

方言名／Sakura

和名：Ryuukyuuchiku
科名：禾本科

方言名／Yanbarudaki，Yamadaki

和名：Mao
科名：蕁麻科

方言名／Maau，Bu

和名：Ryukyumatsu
科名：松科

方言名／Maachi，Machi

和名：Ine
科名：禾本科

方言名／Soni

和名：Hiramiremon
科名：芸香科

方言名／Kuganii，Shiikuaasaa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Arecaceae)
和名：Birou　科名：棕榈科　
方言名／Kuba

桑树被视作神木，它的树枝

在 丰 收 祈 愿 的 年 中 祭

祀“Ufuumi”中被用来制弓，

旨在祛除恶神。

此外，桑树还和太阳神有关

联，在冲绳，雷雨之时人们常

会说：“我在桑树下，雷别往

这打”。

鸡桑 (Morus australis; Moraceae)
和名：Shimaguwa   科名：桑科
方言名／Kuaagi，Kuaa，Kongi，Nandashii

深入体验冲绳乡土村!

■影视节目「命运之结」
休息处和人文框会播放动

画影片作品，展现冲绳自

古以来的风土人情。

■舞台表演
在“休息处”旁边的舞台上会表演当地的传统节目

（照片为本部町指定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松竹梅鹤龟”）

■冲绳乡土探险问答
利用手上的智能手机，一边在冲

绳乡土村中探险，一边挑战知识

问答比赛。

■人文框　VR
在思络植物园旁边的“人文框”

举起手机等设备，便可通过虚拟

现实(VR)来浏览冲绳最古老的歌

谣集「思草纸」。

在冲绳，种植于御岳等圣地的神木被

称作“Kuba御岳”或“Kuponu御岳”。

它的叶子一直以来都被用作生活用

品，例如打水的吊桶，扇子，渔夫戴

的“斗笠”等。

Kuba（蒲葵）便是「古事记」中记载

的“槟榔树”，据说大和朝廷自古就将

其视若珍宝，阿波国和淡路岛都有将“

槟榔树”作为贡品献上的历史。

▲问答活动的问题见此



舞台舞台拜井泉拜井泉

御岳御岳

祭神亭祭神亭

冲绳粮仓冲绳粮仓

与那国民居与那国民居

奄美糧倉奄美糧倉

思络植物园思络植物园芋头池塘芋头池塘

人文框人文框

现代的民居现代的民居

王国时代的民居王国时代的民居

奄美民居奄美民居

本部町民居本部町民居

“理想乡”祭拜所“理想乡”祭拜所

祝女（女祭司）宅邸祝女（女祭司）宅邸

地主代官宅邸地主代官宅邸

海人之路（水之阶梯）海人之路（水之阶梯）

⬆⬆

海豚剧场海豚剧场

热带梦幻中心热带梦幻中心

➡➡

製糖坊製糖坊

骑马场（操场）骑马场（操场）

黑潮楼梯黑潮楼梯

休息处休息处

族长宅邸族长宅邸

喷泉广场喷泉广场

综合问询处综合问询处

海人之路（水之阶梯）
采用琉球石灰岩和铁树，以枯山
水为意象建造的庭园。
在此可以眺望东海，是一处新兴
的拍照景点。

族长宅邸
族长宅邸是村落的宗家，这里居
住的是叫作根人(Niichu)或根神
(Nigami)的掌管村落亲族团体祭
祀的人，也是祭祀的会场。

地主代官宅邸
地头代是1611至1897年各个间切（现
代的市镇乡）的地头（领主）的代
官，也就是负责地方行政的人（如
今市町村长），属于当地百姓中的有
权势者。地头代的职责是耕地的分
配（划地等），林野保护，各税征收
和上缴等行政事务的管理。

海洋文化馆海洋文化馆

电动游览车游览景点咨询处

咖啡厅

小卖部

自动扶梯

投币式寄存柜人工肛门者专用洗手间

瞭望台婴幼儿室

休息室救护所

出借中心（轮椅及婴儿车）

洗手间（残障人士专用)

自动贩卖机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骑马场（操场）
包含加长50米级的运动娱乐设施。
来挑战攀岩和吊桥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吧!

近年的民居
冲绳在1889年（明
治22年）废除了自
建房的建造限制，
此后各地的民居也
开始采用红瓦房顶
了。主屋和厨房位
于同一栋，边缘的
雨端可以防止强烈
的日照和雨水。

冲绳粮仓
高地基，通风良好，采用了防湿措施的谷物仓
库。仿照了大宜味村喜如嘉和名护市我部祖河的
现存遗迹。

古老时光，无声复苏。古老时光，无声复苏。
　 时空穿越到琉球王国时代的冲绳。　 时空穿越到琉球王国时代的冲绳。

祝女（女祭司）宅邸
"祝女"是村落中掌管神明祭祀的神女。
她的职责是祈祷村民的健康与丰收，并举行祭
祀来感谢丰收。

“人文框”（学习休憩的场所）
以「思草纸」还在被传颂的时代为世界观，观众
可通过冲绳的人与植物间的关系，一边娱乐一边
学习。

本部町民居
以该公园附近现存的昭和初期的农户为参
照，传于远古年代穴屋形式的建筑。
建筑分为主屋和厨房(Tungwa)两栋，屋顶是采
用小丸太组工法的茅草顶。

拜井泉
祖先代代使用的井水和蓄水池
等水源叫作“拜井泉”，也是
水神的祭祀场所。作为信仰的
圣地，这里也是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休息场所。

正面入口大门前
冲绳乡土村的入口有着旗头
样式，高8米的门柱。其造
型为「凤仙花」的歌词中登
场的凤仙花和北极星。

休息处和舞台
这里是琉球王国时代用来迎接来访者的最初场所。
有着休憩场所和冲绳乡土村的信息咨询以及演出休息室的功能。

奄美民居
奄美民居一般都分为主屋和厨房（Togura）2栋。主屋
的布局基本上包括前后排列的前室“Omote”和后
室“Uchi(Ura)”2个房间。这里仿照的是鹿儿岛县大岛
郡大和村名音的民居。

其它的民居和设施详情见
◀乡土村探险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