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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对“过度观光”说不 
让“文化城市”京都免遭观光公害 

 
 

阿列克斯·科尔(定居日本的东洋文化研究家) vs门川大作（京都市长）、 

清野由美（主持人、记者） 
 

  
阿列克斯·科尔 门川大作 

 

京都这个城市的课题 

 

清野 21 世纪的前途产业“观光”产业在得到推捧的同时，车站和观光名胜的拥挤和礼仪违反等威胁

市民生活的场面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今天就最受观光客青睐的京都是如何认识课题、如何采取措施、

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我想听听两位的意见。 

 

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 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和主持人清野女士在2019年3月出的《观光亡国

论》的标题绝对不是希望“亡国”。 

我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预测了观光的光明未来，在京都租过一整栋町家（民房），还在偏

僻地方实践了民宿事业。30多年以来，我始终期待通过观光实现“立国”。《观光亡国论》也是在这种

期待的心情中，论述和考察了日本的观光如何才能更进一步，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门川大作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京都不是“观光城市”。京都从传统产业到前沿产业都积累了“产品制造”

的历史，并且从能、狂言、华道、茶道、香道到现代艺术，丰富多彩的文化“物语制造”交织重叠。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京都具有宗教城市、学术城市、国际城市、文化艺术城市等各种深层次的特性，不是

观光摆在首位的城市。 

 

清野 京都绝不可自行以“观光”为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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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川  京都在观光方面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其根本在于文化。但是，事实上观光却给市民生活带去了

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京都一直在思考应该怎么做并挑战，为未来继承和提高京都的真正价值，

并让到访京都的各位观光客能够满载而归。 

 

 
京都市东山区的清水寺 

 

科尔 不仅限于京都，巴塞罗那、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世界有名文化城市，如今也在饱受观光造成

的“观光公害”的困扰，他们也一定与门川市长抱有同样的想法，本来的做法是将文化城市作为基本。 

 

门川 如果从作为产业的观光这个侧面来看，2017年京都市的观光消费额为1兆1268亿日元。如果换

算成147万人京都市民的年消费额，实际上相当于5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观光确实为京都的经济和

雇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观光客集中到特定场所，拥挤和礼仪问题越来越突出。思考

观光时，相比眼前的经济，最重要的是与市民生活的和谐相处，在此基础上采取有利于经济，尤其是传

统产业和地区活性化的措施。 

 

科尔 作为世界共通的观光公害，可以举出超负荷、民宿问题、投机性开发和开店、以及由此造成的景

观和地区破坏等问题。从我开始住在京都府已有 42 年了，在京都的中心部亲身经历这些问题的情况每

年都在增多。 

 

门川  不过，根据京都市每年实施的观光客满意度调查，约 90%的人做出了“満足”的回答。也就是

说，部分地区的拥挤尚未成为很大的负面影响。 

 

清野 我觉得那是京都胸襟宽广的表现，若说到作为从东京来访观光客的我的实际感受，从下车时刻开

始，就一直处于被拥挤场面吓倒的状况。出租车站台的长队已经司空见惯了，移动压力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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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 我去迎接外国来的客人的时候，有时候会按照对方的要求带他们去祇园、银阁寺和金阁寺等景点，

但拥挤到身体无法动弹、让人疲惫不堪的场面增多了。 

 

门川  银阁寺、金阁寺很拥挤，但这些并不代表全部。京都有2000多处充满魅力的神社寺院，还有很

多能够静静品味历史的名胜古迹。据统计，繁忙期和清闲期的观光客数量差距已大为缩小，繁忙期的观

光客反而减少了。然而却还在担心反正“京都就是很拥挤”的印象在扩散。 

 

清野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岚山的渡月桥 

 

门川 我觉得媒体的报道也是原因之一，但最大的原因是集中。如果大家都在拥挤季节和拥挤时间去拥

挤场所，那拥挤情况突出也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还受到晒美照的影响，大家都集中到小部分场所。 

 

科尔 马德里和阿姆斯特丹等也面临着超负荷的世界性观光地，正在探索“总量管制”和“诱导对策”

这两种解决手段，京都又是如何做的呢？ 

 

门川  京都地域广阔，以多层次和多样性为傲，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缓解季节、时间和场所的“三大集

中”。比如说，关于“时间”，从下午到傍晚是观光客集中的时间段，京都积极宣传早晨观光和晚间观光。

这样，京都的住宿者增多了，一日游的观光客减少了。在缓和“场所”拥挤方面，比如说，岚山的渡月

桥很拥挤，从那儿可步行走到的大觉寺和奥嵯峨地区其实很幽静，能够悠然自得地度过。京都站南侧的

伏见稻荷大社也很拥挤，但稍稍多走几步，就可体验伏见酒藏巡游。目前京都市正忙着与地区和民间企

业合作，传递有魅力的景点信息，避免观光客集中到单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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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热潮的对抗措施 

 

清野 世界性观光地由于民宿热潮，地区社区的破坏正在成为问题。 

 

科尔 京都的特征是商业地和住宅地靠近，这也是京都本身的魅力。然而，指望民宿热潮的公司到处搜

购町家，转用为简单宿舍和民宿。这样就会推高地价。房租上涨，不断有人承担不起而搬家，社区开始

出现空洞化。这种问题在京都也越来越严重。 

 

门川 我们绝对不允许威胁居民生活环境的不当民宿。我是抱着很大的决心坚决执行措施的。自 2018

年《住宅住宿事业法(民宿新法)》施行以来，京都市规定了细致且严格的条例并做出应对。 

 

科尔 京都市的条例放入哪些内容呢？ 

 

门川 条例做出了细致规定并切实执行，如从业员需在设施内或留在800米以内的场所、提前向周边居

民说明、公开投诉和紧急时的联系方式等。甚至被大家评为全国最严格的这个条例，也引起了公司的反

感，但还是坚定执行了。2016年首先在全国设置民宿通报和咨询窗口，根据收到的信息，对恶性案例下

达营业停止命令。并且进行了严正处理，如2018 年 6月与警察合作，设置“京都市‘民宿’对策等联

络协议会”，按照加强罚则的旅馆业修改法，首次成功摘发了恶性案例等。目前有 41 名专任人员在应

对。结果，通报曾达2,454件的无证经营设施减少到了24件。 

 

科尔 就跟门川市长做出的行动一样，为把观光作为地区活性不可缺少的要素，相比全国同一模式，各

地区分别制定各自的规则更有效。新法严格执行各自治体的条例制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按照地区的

特性制定计划，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清野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课题。 

 

科尔 新法把民宿的运营天数限制在一年 180 天以内，但对于迫切希望通过观光振兴地区的人员稀疏来

说，反而限制了效果。观光先进国的欧洲和美国正在试图使地区拥有比国家更大的决定权。 

 

门川  地方自治体总是在国家的法律与地区的实际情况之间进退两难。如果国家把权限转让给基础自

治体，办法就会多点。未来我们也会积极向国家呼吁。 

 

为了保护京町家 

 

清野 地区社区因为民宿受到威胁也是个问题，但搭上观光热潮的顺风车，逐渐失去京町家的事态也越

来越严重。 

 

科尔 我开始租下整栋京町家并改建成民宿是在2000年初。这是我思考如何保留每年破坏不断加重的京

町家和街道，仔细斟酌后想出的一个方案。当初周围的人都说道，这种方式在日本很难被接受，但民俗

开始变得有人气，町家转用为住宿设施的潮流开始蔓延日本各地。之后日本掀起一股民宿热潮，意料之

外的事态变成社会性问题却也是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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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家是传统的京都风格的民房 

 

清野 直到不久前利用转用热潮还有利于町家的保存，但最近观光客增多了，把町家解体后改建成小型

商务酒店等，町家破坏似乎再次活跃起来。 

 

门川  京町家浓缩着京都传承下来的生活美学、生活方式的哲学。从景观的观点思考京町家的保全也

很重要，但生活文化的传承也是极其重要的。 

京都市在 2017 年也在市会中得到了中肯的讨论，针对私有财产在可能范围内制定了《有关京都市

京町家的保全及继承的条例》，建立了町家的所有人至少在解体 1 年前有提交申请的义务、以及所有人

和利用申请人之间的匹配度审核等制度。这样就可确保流通和有效利用的机会，并且也提供京都市独自

的维持改建费补助。 

 

清野 即便这样，町家仍在消失，这是为什么？ 

 

门川  自古以来就有的木屋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现代的舒适感。愿意出生并成长于町家的人并不多。既

然这样，为什么不改建成舒适的房子呢？但这个时候就需要相当大的费用。町家对所有人来说，维持管

理和改建的资金、继承时的税金负担等问题反而会困扰他们。 

 

科尔 关于税金，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比如说，若是战前建造的町家，继承税是否可减免？ 

门川  税制方面也向国家提出了要求，但难度很大。 

 

科尔 我很佩服门川市长所采取的措施，但非常担心日本整体缺少坚决保护祖先留给后代的城市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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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力。欧洲、美国、或者是泰国等在观光方面取得成功的亚洲国家，都把景观保护定位为观光战略的基

本。 

若还想对日本的观光场面提出谏言，那另一个就是日本在观光公害之前还有“告示牌公害”。不仅

是商店街，去神社佛阁，看到的还是告示牌旋风。“入口请往这边”、“小卖店请往这边”、“卫生间请往

这边”、“严禁穿鞋入内”、“禁止拍照”……。最近连可爱吉祥物也加入队伍，神社佛阁的精神性到底去

哪儿了，有时会让人目瞪口呆。 

 

清野 在外国很多时候没有指引让人困惑，但日本的告示牌已超出了亲切热情的范围。 
 

 
清水寺附近的告示牌  

 

科尔 比如，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等世界性的有名宗教设施完全没有此类告示牌。净是

告示牌的日本景观，也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之一。 

 

门川 我也认同扰乱景观的告示牌不符合历史城市的形象。关于景观，2007 年启动的新景观政策最终

决定彻底强化建筑的高度和设计、告示牌的管制，并全面禁止京都市内全区的屋顶告示牌和夸张告示牌。 

市中心的四条通等地也禁止道路上空突出的横告示牌。观看祇园祭的山形彩车巡游的人评价道，山

和彩车的鲜艳颜色变得明显了。 

 

科尔 横告示牌大大破环了沿路的景观。我很高兴京都市采取对策解决了这个问题。京都市也在控制便

利店和快餐店的告示牌颜色和大小。八坂神社前面的罗森便利店，商标是低调的茶色，和下面的木格子

篱笆很配。我真心觉得考虑到了周边景观，只要去尝试一定就能做到。 

 
门川  告示牌政策一开始，有些人批评太严格了，但我们花费了10年时间踏踏实实地做宣传，有时候

行政还会代为执行，前后撤掉了30500个告示牌，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非常感谢各位市民和公司的

配合。 

另一方面，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告示牌指引，让外国人能够简单明白日本的文化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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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野 什么样的告示牌呢？ 

 

门川  比如说，阿列克斯在开头说到的祇园，不知道规则的观光客围观舞妓的骚扰行为正成为问题。

我们就跟地区的人们合作，设置告示牌，提醒注意礼仪。最大限度地考虑了设计和景观。 

 

 
祇园祭的山形彩车巡游 

 

科尔 对于祇园、花见小路的骚扰行为，我也深感痛心。但是，我想建议的是“花见小路车道”，而不是

告示牌。把花见小路隔成两边，设置艺妓、舞妓、置屋、茶屋、当地花柳界和饮食店的相关人员专用的

人行道，您觉得怎么样？这样的话，深受观光公害困扰的京都进行“英明决断”就会变成世界性新闻吧。 

 

门川 我们正与居民和大学等一同解决课题。最重要的是与居民的生活和文化的和谐共处。希望能想出

最佳办法，而不是过度管制。 

 

如何应对交通堵塞 

 

科尔 听起来像是离奇的想法，但在人类史上划时代、创新性的问题解决都来源于稀奇古怪的想法。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京都就有门川市长推行的划时代道路政策。京都的主要街道之一“四条通”的车道減

少。我觉得，这并不是离奇的想法，而是捕捉了到世界的城市规划潮流，的确是一个英明决断。 

 

门川 2015 年四条通与河原町通交叉的 1 公里区间的车道从四车道减为二车道，同时扩大了人行道的

宽度。但是，这并不是观光政策。京都市打出漫步城市・京都、公共交通的理念，推行了多达 94 的措

施。这项措施被定位为象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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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 不管怎么说，实施的时候应该历经了重重困难吧。 

 

门川  正如您所说的，在日本的大城市中是首个挑战。经过了10年的岁月。很多人说“终于可以推着

婴儿车安心走路了”，多亏了大家的支持，还得到了海内外四个国家的大奖。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强烈反

对。 

 

清野 反对意见的代表理由是什么？ 

 

门川  道路堵塞，巴士无法顺畅通行，或者在沿路商店装卸货物很麻烦等。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也同时实施了细致的对策，最终市巴士能够定点运行，装卸货物也很方便。 

 

科尔 在世界上，把车辆从城市的中心赶出，是潮流的前沿。比如说，纽约在2009年把繁华大街的百老

汇彻底地变成了步行者天堂。马德里、旧金山或是英国和意大利的小城市，也都执行相应政策，方便引

导车辆。过负荷与接收的车辆量相关，如何管制车辆，也关系着观光公害的缓解。 

 

门川  四条通周边有很多居民，它也是生活道路。居民当中也有残疾人和老年人这些人确实需要车辆

代步。所以，步行者天堂等也需要不断探讨。 

 

清野 京都市从2018 年 10 月开始导入住宿税。东京都和大阪府已经导入，但京都在那之前还没导入，

这反而让人感觉意外。 

 

门川  东京的住宿费一晚超过1万日元，大阪超过7000日元时需要课税，而京都市的估算结果为3亿

日元左右的税收。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无论是否有住宿费，作为服务费让所有的人承担。具体是，

每位一晚的住宿费低于2万日元时征收200日元、2万日元到5万日元之间征收500日元、超过5万日

元征收1,000日元，预计将有40亿多日元的税收。 

 

科尔 现状是，指望观光客的住宿设施泛滥成灾，繁忙期的客房费用甚至飙升到通常价格的两到三倍，

所以我赞成征收住宿税。另外还可以考虑类似威尼斯从2019年7月开始征收的“访问税”这样的税收。 

 

清野 问题是使用途径。 

 

科尔 那也是重要的地方。在日本新的税收通常流向道路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我只希望京都不要出现闪

亮的“○○观光物产会馆”这种建筑。 

 

门川  住宿税将会有效利用于对住在京都和到访此处的人都有利的城市建设，我会把责任说明清楚。

礼仪启发和地区的居民变身主体推进的对策辅助、公共卫生间的充实、市巴士的拥挤对策、景观保全、

民宿对策等等。 

 

科尔 如果能够明确用途，得到市民关注，这也是居民和观光客双方都想看到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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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有魅力的城市 

 
锦市场是京都的传统食品市场 

 

清野 今天两位谈了京都市推进的很多事业。我也知道了京都市在观光公害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还在

竭尽全力地解决问题。 

 

科尔 我深有体会的是，如果地方行政有权限和预算，观光公害对策就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推进。 

 

门川  京都市首先会尽自己所能，同时也要强烈要求国家的支持。 

 

科尔 在观光上行政方面也留下了很大的课题。比如说，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市场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

深受观光客喜爱，我到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也一定会去。但是，全世界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市场的观

光客增多，贩卖可边走边吃的小吃、甜筒冰淇淋和便宜土特产的商店就会增多，反而是传统商店正在消

失。如果京都是锦市场，巴塞罗那就是博盖利亚市场。 

 

清野 某地因观光而变得有人气，接下来的倾向就是：出现俗化→丧失原本的意义→魅力减少。 

 

科尔 那是观光所存在的一种“惯性法则”，国内外都可以举出很多事例。同时，阿姆斯特丹等在世界

上首先经历观光公害的城市，通过下达行政命令关闭繁华大街上面向观光客的商店等，也在实施新的控

制措施。学习这些事例，在俗化征兆出现的时候，就尽早出手，不是就有可能守护让居民和观光客都舒

适的场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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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川 刚才我也说了，在没有国家法律根据的情况下，自治体难以单打独斗，但我们仍会继续与市民团

结一致继续新的挑战。京都街道的魅力在于，一千多年的岁月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文化。正因为如此，

文化厅也即将全面搬迁到京都。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认识到这种极其少见的文化价值并将其传承下去。刚

才所说的锦市场，商店街的各位也在果断采取措施。接下来大家也会相互交互意见，汇集智慧，继承并

发展日本的精神文化据点“世界的京都”。 

 

 

［译自《中央公论》2019年6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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