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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上田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上田市是在 2006年 3 月 6日由上田市、丸子町、真田町、武石村合并后新诞生的，现有

十六万左右的人口，是長野县东部地区的核心都市。 

以[拥有充满笑容的市民、有着光辉灿烂将来的城市]为口号；以[建设一个在各个领域都

能有市民愉快工作的岗位、且有能在国内外产生影响的的产业的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人

翁]、[创建丰富多彩、生活舒适的美好城市]等为目标。 

 

 

 
 

 

●上田市的历史 

以下介绍旧上田市的 4个市镇乡行政区的发展进程。 

   合并前的上田市是 1919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市制的，在 1921 年编入了城下村，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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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盐尻村、川边村，1956 年又编入了神川村、泉田村。虽然 1957 年大字小泉被分出去了,

但在 1957 年又有神科村、1958 年丰殿村也被编入，1970 年盐田町、1973 年川西村的编入。

旧的市制已有 86年的历史了。 

  合并前的 丸子町，是在 1912 年诞生的，1954 年东内村、西内村的编入，1955 年又编入

长濑村、依田村，1956年编入了盐川村。旧镇制已有着９４年的历史。 

  合并前的真田町，是在 1958 年由长村，傍阳村，本原村的三个村庄合并后，施行了镇制

的，从那以来已有 94年的历史。 

  合并前的武石村，是在 1989 年由冲村、鸟屋村、下武石村、上武石村、下本入村、上本

入村、小泽根村、余里村的八个村庄合并后成立的，从那以来已有 118年的悠久历史。 

 

● 位置 

上田市的地理位置几乎是在全日本的中央，北边与

长野市、千曲市、须坂市、坂城町、筑北村接邻；西边

与松本市、青木村接邻；东边与嬬恋村(群马县)、东御

市接邻；南边与长和町、立科町相接邻。 

   从奈良时代起作为连接京都和东北地区的「东山道」

就开始了她的繁荣昌盛，因处重要的交通要地，现在铁

路有 JR北陆新干线、信浓（しなの）铁道、上田电铁别

所线在上田站汇合连接，公路有上信越高速公路通过、

有[上田菅平]高速公路的出入口。 

   上田市距离东京约 190 公里，如果利用北陆新干线

最短只要 78分钟就能抵达东京；距有名的避暑胜地轻井

泽町只有约 40 公里的路程。离举办了 1998 年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主会场所在地长野市也只有约 40公里。 

   上田市东西方向大约 31 公里长、南北方向大约 37

公里长、面积为 552 平方公里，市政府大楼的位置在经

度 138度 15分、纬度 36度 24分处，海拔高度为 456 米。 

 

● 地势 

上田市位置是在长野县的东部、北上方是信越高原国立公园的[菅平高原]，南面是八的岳

中信高原的国家指定公园-- [美的原高原]等，被两千米级的层层山脉所包围。 

   从佐久盆地流入的千曲川（从新泻县开始的一段称信浓川），河川贯穿上田市中央部分从

东西方向，与周围山脉为源流依田川、神川，浦野川等汇合，流向长野盆地。从标高 400米到

标高 800米的河流流过平坦的地区、丘陵地带、市区及郊区等地。 

  上田市有着茂盛的绿色森林、丰富的河川，是拥有山清水秀、丰富自然的地区。 

 

● 气候 

   上田市盆地部分的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1.8度。年中

最高气温在摄氏 35 度前后、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 10 度

前后，昼夜和夏冬的寒暑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内陆性的

气候。晴天的几率很高，年间的平均降雨量只有约 900

毫米，是全国有名的少雨干燥地带。 

   除山区以外，很少有超过 10厘米的积雪。 

   另一方面菅平高原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摄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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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只相当于东京 5月的气温，使人们联想起瑞士的情景、菅平高原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日本

的戴佛斯」，夏天非常清凉，到了菅平高原宛如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上田市虽然是少雨地带,但由于拥有千曲川、依田川、神川，浦野川等河流的丰富水量，

加上有菅平水库、内村水库和先人们筑起了的农业用水的水渠、贮水池等，至今还没有发生过

严重供水不足的困难。 

 

● 产业 

   上田市的农业，很好地利用了少雨多日照

的气候特点，在标高比较低的平坦地种水稻、

果树、花木等、在准高寒地种蔬菜和花木、在

高寒地把蔬菜作为主力产品进行种植。以真田

地区(菅平高原地区)的生菜、上田地区的「洋

桔梗花」、丸子地区的「龙胆花」、武石地区「仙

女百合花」等推进了当地农畜产物的产地品牌

的形成。 

   作为旅游观光地的上田市，有许多的历史

的文化遗产、有独特的传统纪念节、还拥有二

个国家指定的高原代表的雄伟自然景色、加上

丰富的温泉资源等，有丰富地区个性的旅游资源及四季丰富多彩的景观深深地吸引了广大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 

   真田地区有作为夏天、冬天的体育运动修养地的菅平高原和真田氏的因缘地，年间约 110

万人以上的光临者，上田地区有被称为「信州的镰仓」的盐田平、别所温泉、上田城等景点，

年间约有 200 万人前来访问和旅游，还有丸子地区、鹿教汤温泉和信州国际音乐村等年间约

54 万人前来观光旅游，武石地区有能享受 360 度全景的美的原高原壮丽景观、加上[岳的汤]

温泉等年间约有 36万人前来观光旅游。 

   为进一步提高集客能力，要和年间约有四百万人来访的旅游资源的魅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用，推进农业体验和绿色旅游观光事业，对新的广域地区的体验观光也投入了相当的力量。 

上田市以前是被称「蚕都」的地区，主要产业的蚕丝业(养蚕，蚕种，缫丝)在时代变化中

衰退了,不过在蚕丝业中培育出来的基础技术和进取精神在金属机械业中被继承下来了，现在

以运输机械、精密电机等为中心的制造工业牵引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上田地区、丸子地

区还集中了很多的高技术企业。 

   同时在 2002 年 2 月，在信州大学纤维学部内建设了上田市産学官連携支援施設（简称

AREC）是充满了进取的精神的工业企业和充满创造性的学术单位的联合协作，通过共同研究等

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技术开发等，作为地区产业的活性化及产学关联合作的先锋，引起了全国

性的关注。 

 

●真田地区的特色 

真田地区位于上田市的东北部，拥有著名的体育

集训地、营平高原滑雪场、还是战国时代的名人真田

氏的史迹所在地区。  

    在日本一百名山之一的四阿山（海拔高度 2354

米）和根子岳（海拔高度 2207 米）的山脚下，海拔

高度在 1200米至 1600米间延伸的菅平高原，夏季的

平均气温才 19.6 度，气候是非常的舒适宜人。为追

http://www.city.ueda.nagano.jp/hp/ht/shoko/20050217111507294.html
http://www.city.ueda.nagano.jp/hp/ht/shoko/20050217111507294.html
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CN&sl=ja&tl=zh-CN&u=http://sugadai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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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舒适的气候条件，全国各地橄榄球、足球队等强队都来访问营平，进行集训。 

橄榄球队的夏季集训地的历史是法政大学在 1931 年开始的，第二年早稻田大学也开始来访，

现在已成为大学橄榄    球的主要集训地。拥有天然草地的训练场五面和经过公认通过的田径

比赛场构成的[saniapaku 菅平]开放了 

近几年来作为田径的高海拔集训地而闻名，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日本代表选手等很多有名运动员的也来

菅平高原进行田径训练。 

   同时，在冬天被白银般的雪海所吸引，有许许多

多的滑雪爱好者前来滑雪，菅平高原显得十分的热闹。

从 1930年被称近代滑雪父亲的（hannesu·shunaida）

先生访问了菅平高原后，描画了在日本第一次的滑雪

的情景，赞那是美丽的绝境以后，一直到现在菅平高

原都是全国有数有名的滑雪场之一。 

   真田还有一个特色是真田族的发祥地，建造了上

田城的真田昌幸的父亲幸隆，是从真田地区开始兴起

的。与昌幸们一起服侍武田信玄,不过在那里培养出的

战略眼光，武田家的统治被昌幸信之及下代幸村们继承了。 

   地区内有比上田城建造还要早，且被指定为县的史迹的真田氏的宅邸史迹，这个宅邸史迹

现在被称作旧宅，作为杜鹃的名胜地供大家观光用。在相接邻的地方建造起真田氏历史馆。作

为真田氏因缘的寺院，内建有真田幸隆夫妻和子昌幸的坟地的长谷寺院，还建有有昌幸的哥哥

真田信绳、昌辉的坟地的信绳寺院。此外还有真田氏建的几个瞭望、防御碉堡残留下来，至今

仍向人们传递着战国年代的风貌。 

   代表了高原的丰富自然和浪漫历史的魅力的真田地区，是离信越汽车道上田菅平高速公路

出入口最近的地区，真田担负着体现拥有着丰富旅游观光资源魅力的上田的重要一翼。 

 

●上田地区的特色 

上田地区历史已悠久，在大和时代国造知事就被派遣来，使上田成为科野国(信浓国的旧

名称)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在奈良时代，修建了国分寺、国分尼姑庵,也有认为上田可能是

信浓国最初设置的国府地。进入镰仓时代后，幕府的

信浓守护官、北条先生在盐田地区修建了私人住宅，

通过三代人六十年坚持宣传教镰仓的佛教文化，使这

个盐田平发展成为被称作 [信州的镰仓]的地区。留

下了以安乐寺（日本唯一的八角三重塔—国宝）为首

的许多多历史性的建筑史迹。(请参看上田市文物地

图) 

战国时代以来真田氏作为勇敢出色的智将，闻名

于全国，对日本的历史都有重要的影响。1583年建筑

了上田城的真田昌幸，连续两次打退了德川军的侵

占，并且此后活跃在[大阪冬·夏的阵]战斗中的真田

幸村们，现在作为古城上田的骄傲，深深地铭刻在市

民的心中。在[关的原]战斗中父子、兄弟被分成东西

分别进行了战斗,不过被打败的昌幸和幸村则是名轰

天下，另一方幸村的哥哥信之让真田家继续地存在下

去，松代移封后真田氏一直持续到到明治维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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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真田氏统治上田地区约 40 年,此后是仙石氏(统治了约 84 年)、松平氏(约统治了 160 年)

才更换着这个古城的统治者。 

这个古城的形成过程使上田成为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物资中心繁荣昌盛。那与养蚕业

一起发展起来的「上田紬」，被誉称为日本的三大捻线绸之一，在加上从明治到到大正时代的

发展，使上田成为全国有名的蚕种产地，成为支撑着全国蚕丝业的「蚕都」。 

   经过经济恐慌、动荡的昭和时代，上田地区作为长野县东部核心城市，并且在商业、工业、

农业、旅游等方面得到平衡的发展。现在为了提高城市综合性能，正进行着推进发挥活力和广

泛交流的活动，进行着上田火车站周边的重新开辟的建设、以推进城市活性化和振兴商业的一

体化发展，并且活用产学官联合支援设施等的特色资源，积极进行开发在专业性的领域的人材

的培养和共同研究及接受委托研究等新领域的发展。 

   一方面上田地区除拥有丰富的自然环境之外，加上又是全国的雨水稀少地带，保留住了许

多日本的原风景的历史性建筑物，使上田成为超过八十

五个电影名作的大舞台。现在一年中有近一百的电影和

电视剧等在上田进行摄影。 

   2001年设立了信州上田电影委员会为招徕摄影，积

极、顺畅地向进行摄影的单位和团体提供外景拍摄地的

信息·谈判及其它各种的支援。在宣传「没有屋顶的艺

术家的工作室·外景拍摄的城市--上田」的活动中，为

成为电影舞台的地域做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发信工作，

以建设一个能让市民感到骄傲的城市为奋斗目标。 

 

●丸子地区的特色  

在明治中期到大正间的时代，丝绸制丝业在该地区繁荣昌盛，在丝绸业中的知名度在全

日本仅排名冈谷地区的后面，是日本的第二大丝绸产地。当时“丸子真丝城”名扬天下，闻名

于海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化学纤维发展的大趋势下，制丝业渐渐衰退，大多数企业都

向精密机械、纺织、食品和其他现代产业改行了。

目前此地区许多企业都是以制丝业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  

    还有该地区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上田地区与

诹访地区、松本地区域连接的交通要塞。1976

年[三才山]隧道的开通大幅地缩短了松本与外

界连接的时间和距离。长野县这连接东部和西部

地区的交通大动脉的开通、从此打开了外界来此

地区发展工业的大门。该地区地理位置在流经上

田市的千曲川的左岸，是丰富多彩自然景色和谐

文化很好地结

合的地区。且+

能隔岸相望雄伟壮观的菅平高原、乌帽岳的四季美丽的风

景。 

其中特别是建在瞭望绝境的半山丘上的信州国际音乐

村，是能瞭望远菅平高原、浅间山、蓼科山的绝好位置。 在

每年 6月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国际音乐村都要以“信州文艺

复兴”作为主题，在户外音乐设施[hibiki--全景舞台]举办

音乐晚会，此时除了本地的合唱团和传统艺术团体要进行艺

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CN&sl=ja&tl=zh-CN&u=http://www.ongakumura.or.jp/
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CN&sl=ja&tl=zh-CN&u=http://www.ongakumur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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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披露以外，还会邀请著名艺术家们来一起参加，人们可以边瞭望满天星边欣赏优美的音乐。 

音乐村的注目设施[ kodama 厅]使用了本地产的落叶松大截面板材，是可称日本第一大规

模的全木结构建成的音乐大厅。大厅举行着各种开启、促进音乐文化方面的演出，每年有 2

万人的利用。 

地处山谷之中的[鹿教湯]，是笼罩着各种传说的温泉故乡。 相传在古时侯，文殊菩萨化

身一名受伤的鹿，向追来的鹿猎人点出（教导）了这里有温泉，[鹿教湯]的名称就由此而生。 

以能愈合了中风病人的温泉，从江户时代起就作为温泉治疗地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目前作为医

疗和温泉直接相联的温泉疗养院，进行中风病人、关节病患者的康复训练地，是全国最好的康

复设施与环境之一， 是国家环境部选定的国民保健温泉地，周围优美的自然景观加上“文殊

堂”和“五台桥”等景点，从古到今都作为健康城吸引着外界的注意。 

丸子地区作为综合的工业区是支撑上田市制造业活力的支柱，同时是很好地利用丰富大自

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各项文化交流活动，充当着活跃在上田地区的先锋。 在地区特色竞争

时代的今天，积极地、多方位地向外界传递，丰富多彩的个性与自然良好融合的艺术乡、健康

乡、休养地的乡村的信息。  

 

●武石地区的特色 

武石地区是上田市的南部的一个山间地

区。地区的南侧延伸着海拔高度为 2,034米的

国立公园的美的原高原，武石拥有全国闻名的

纵贯山脉的高山维纳斯线道路[ビーナスライ

ン]和美的原高原美术馆。 

  旧武石村总面积 87.67 平方公里，其中约

九成是山林，从美原高原山脉派生的小山脉形

成山谷，山谷之间形成了武石河、是武石河清

流清澈了武石的空气。 

   1709 年武石村诞生了，在平成元年成立

100 周年时建立了展示古代灯火器具等的「灯

火博物馆」。自那时起全乡就以“灯火的故

乡”，在充实医疗和福利、吸引年轻人定居及

有利于子女培养的政策、振兴体育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2006 年 3 月，走完了乡政府

一百十八年的历史，作为新上田市的一员开始了

新的旅程。武石地区有很多可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如优美壮观的自然景色、每年的大柱纪念节--[纳

奉大柱队列]等传统历史文化，当地住民积极参与

促进各种地区活动的发展等等。每年的三月春季

的[福寿草山村建设活动]，5月该地区被桃花染成

一个粉红的鲜花世界，象征鲜花盛开的 [一里桃

花乡]活动，向外界宣传该地区的无限的魅力。经

过多年向外界提供体验农村、农业生活的事业，

进行[信州的青春村]等有丰富个性的地区建设活

动。与友好城市、东京都练马区的居民们进行着

积极的交流活动。 

由居民们建成了一个喜气洋洋的生活环境，这宝藏将永不流逝地留给子孙后代，武石是上

田市[最高的山村]，以建设一个生活舒适的地区为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