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近代化的
先驱——
长崎。

传播近代化技术的

基地——

海军传习所

长崎港成为“日本造船”的大舞台

为了防御欧美列强的侵略，江户幕府接

受荷兰的援助，于1855（安政2）年在长

崎设立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里不仅教

授军舰的操作，还传授物理、天文及荷

兰学等知识。受命于幕府及各个藩地的

年轻人，为学习先进技术，从日本各地

奔赴长崎。

随着门户开放，大型船舶需求日益增

加，造船及维修技术也需跟上步伐。江

户幕府在长崎港开设了长崎制铁所，此

外哥拉巴等商人也在此建造了修船厂

（算盘码头）。从此长崎的造船历史拉开

了帷幕。这些设施原为明治政府的官营

事业，此后，为三菱收购，造船事业日益

发展壮大，从而造就了世界上屈指可数

的造船城市。

产业遗产的宝库——长崎

随着造船业的发展，长崎这座城市也得

以迅速发展。在这里，除造船业之外，至

今仍保留着多处为实现日本近代化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产业遗产，向人们诉

说着那段腾飞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明治

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 制铁·制钢、造船、

煤炭工业”，因其讲述着从幕府末期至明

治时期日本重工业迅速产业化的发展史，

于2015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曾经在煤炭产业近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端岛（通称“军舰岛”）

1. 长崎海军传习所图（佐贺县立佐贺城本丸历史

馆收藏）/以胜海舟为代表，由各藩精选的约120

名青年在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先进技术。  

2. 岩崎弥太郎（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1873（明

治6）年设立三菱商会。正式启动造船事业及煤炭

事业，为三菱集团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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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　　　制铁·制钢、造船、煤炭工业
世界文化遗产

静静讲述
历史的
军舰岛。
端岛浮在长崎港西南方约17.5km处海面

上。由于岛屿的形状酷似军舰，从而通

称为“军舰岛”。曾经作为海底煤矿岛屿

而繁荣，与邻接的高岛共同支撑着日本

的近代化发展。1960（昭和35）年岛屿

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当时的东京，岛内

除公寓之外，还设有电影院、理发店、学

校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岛上一派繁

荣的景象。但是，自1974（昭和49）年

煤矿山关闭之后，居民全部离开了岛

屿，现已成为无人岛，只有残留的建筑

诉说着昔日的繁华与时代的变迁。2009

（平成21）年起可登岛参观部分区域，并

开发了军舰岛登岛旅行团项目。

端岛的公寓群/非参观设施区域，禁止入内

●小菅修船厂遗址

由哥拉巴等人开设的日本最早的西洋

式修船厂。因起吊船只的船架台宛如算

盘的形状，故通称为“算盘码头”

砖瓦结构的建筑，原本是制造铸件专用

木模具的工厂。现作为三菱史料馆使

用，收藏有日本最古老的操作机械“立

式刨床”等藏品

木造两层西洋建筑，曾是长崎造船所的

迎宾馆。时任“千代田”军舰舰长的东

伏见宫依仁亲王入住时，以“占尽风光

胜景”之意命名为“占胜阁”

●三菱长崎造船所 巨型塔吊

伴随工厂设备机械化的发展，最早在日本

设置的英国制造电动起重机。起吊能力150

吨，自1909（明治42）年安装至今已经过

了一百多年，现仍在正常运转使用中

作为煤矿岛屿而被开发，1890（明治

23）年起隶属于三菱，正式开始开采煤

矿。随着采煤事业的发展岛屿得以扩

张，鼎盛时期居住人口超过5千人。

由哥拉巴等人开发的高岛北溪煤井。是

日本最早采用近代坑道方法采煤的竖

井，是日本煤矿事业近代化的先驱

这里是曾在煤炭及造船等方面，为当时

日本主要产业的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

的商人托马斯·哥拉巴的活动基地。建

于1863（文久3）年，是日本最古老的

木造西洋建筑

●咨询处/长崎县世界遗产登录推进课  电话 095-894-3171

●三菱长崎造船所 第三船渠（码头）

建于1905（明治38）年，维修了大量的

船舶。虽经过三次扩建，仍然保留了当

时的旧貌，是一处宝贵的工业遗产

●三菱长崎造船所 旧木模厂

●三菱长崎造船所  占胜阁

●端岛炭坑（军舰岛）●高岛炭坑

●哥拉巴故居

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照片由三菱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长崎造船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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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基督教传至日本，

但在17世纪以来的两百多年里，

基督教长期被禁止，

长崎地区的地下教徒秘密坚持信教，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形态。

目前长崎保留着不少与基督教有关的遗产，

这些遗产仍是当今民众生活中鲜活的一部分。

由其中的12处典型代表组成的

“长崎和天草地区的潜伏基督教徒相关遗产”

讲述着长崎的地下教徒所孕育的独特文化传统。

“长崎和天草地区的潜伏基督教徒相关遗产”

历经几百年风雨，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保护，

以传承给后世。

下图●野崎岛的村落遗迹/禁教期移居

此地的潜伏基督教徒表面上装作是供

奉海上交通守护神“冲之神岛”的神社

的“氏子”（同一地区信奉同一氏神的

人们），暗中仍有组织地坚持信教。

上图●圣方济各·沙勿略像（神户市

立博物馆收藏） 下图●报道“天正遣

欧使节”的德国奥格斯堡报纸（京都大

学附属图书馆收藏）/4名少年在有马

神学校的初等机构学习，并于1582

（天正10）年从长崎港出发奔赴罗马。

上图●日本二十六圣人纪念碑（长崎

市）/包括12岁少年在内的26人在长崎

西坂的山坡被钉在十字架上处决  

下图●原城遗址（南岛原市）/12万幕

府军包围原城并彻底将其捣毁。经发

掘调查发现了无数的人骨，并出土了

十字架及圣母像等

上图●信徒发现的浮雕/大浦天主堂园

区内的浮雕，雕刻了珀蒂强神父与浦

上村信徒们相见时的情景

下图●禁教令解除之后，回归天主教

的村落相继建起了教堂。

1596（文禄5）年，一艘西班牙船

只漂流到土佐，由于一名船员称

“西班牙是为了侵略而派来了传

教士”，太阁丰臣秀吉被激怒，并

下令将京都、大阪的传教士和基

督教徒送往长崎处决。在京都被

捕的24人再加上途中抓捕的2

人，在严寒中跋涉了一个月左

右，最终在长崎“西坂之丘”被

钉在十字架上处死。1614（庆长

19）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发布了

“禁教令”。宗教迫害进一步加

深，长崎的教堂全部被捣毁。为

反抗迫害，岛原与天草地区的信

众发动起义。“岛原·天草起义”

在88天的围城战后失败，2万多

人牺牲。

对基督教的镇压与
海禁行动

海禁中断了传教士来日本，

1644（宽 永21）年，最 后 一 位

在日神父殉教。在残酷的镇压

下，教堂全部受到摧毁，虔诚

的基督教徒们表面伪装成佛教

徒，在心底却一直秘密地坚守

着信仰，并在少数难以监控的

深山等地长期潜伏。潜伏在山

势陡峭、时常面临海浪威胁的

外海地区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极

为艰苦，他们为了开辟新天地

渡海转移到五岛等离岛居住。

此外，在大批教徒殉教的平户，

潜伏的教徒们创建了独有的信

仰组织，用一种被称作“Oratio

（祈祷文）”的语言唱诗祈祷，

坚守信仰的传承。

潜伏基督教徒的
信仰传承

漫长的海禁终于在1853（嘉永

6）年由于黑船来袭而告终。居

留在日本的外国人的宗教自由

被认可，并建造了教堂。大浦

天主堂的珀蒂强神父相信日本

依然有基督教徒的子孙存在，

并在教堂的正门用汉字书写了

“天主堂”的字样。1865（元治

2）年3月17日的午后，居住在

浦上的十几名男女来到大浦天

主堂，向神父表明了“我们所

有人都与您心连心”的信徒身

份。这是忍受长达250年的残酷

镇压，历经潜伏艰辛后的生命

告白。这就是信徒发现的经过。

这一震惊当时欧洲的事件，被

称为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

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
信徒发现

祈祷之城
长崎。

基督教的
传入与繁荣

基督教于1550（天文19）年传

入长崎。始于方济各·沙勿略

在长崎县平户地区的传教活

动。其后随着贸易据点的变迁，

布教活动也转移到于1562（永

禄5）年开港的横濑浦（现在的

西海市）。当时的领主大村纯忠

积极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并接

受了洗礼，成就日本首个基督

教徒大名。之后，传教据点又

转移到长崎，并建造了许多教

堂，呈现出一片被称为“日本

小罗马”的繁荣景象。此外，在

岛原半岛有马地区的日野江城

城下开办了神学校的初等及高

等教育机构，成为日本为数不

多的基督教教育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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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长崎潜伏基督教徒
孕育的文化传统

 
从奇迹般地发现地下信徒

至今已有150年——

●雪中的圣母玛利亚（日本二十六圣人

纪念馆藏）/曾经在外海地区流传的圣

母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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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太阁丰臣秀吉被激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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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徒送往长崎处决。在京都被

捕的24人再加上途中抓捕的2

人，在严寒中跋涉了一个月左

右，最终在长崎“西坂之丘”被

钉在十字架上处死。1614（庆长

19）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发布了

“禁教令”。宗教迫害进一步加

深，长崎的教堂全部被捣毁。为

反抗迫害，岛原与天草地区的信

众发动起义。“岛原·天草起义”

在88天的围城战后失败，2万多

人牺牲。

对基督教的镇压与
海禁行动

海禁中断了传教士来日本，

1644（宽 永21）年，最 后 一 位

在日神父殉教。在残酷的镇压

下，教堂全部受到摧毁，虔诚

的基督教徒们表面伪装成佛教

徒，在心底却一直秘密地坚守

着信仰，并在少数难以监控的

深山等地长期潜伏。潜伏在山

势陡峭、时常面临海浪威胁的

外海地区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极

为艰苦，他们为了开辟新天地

渡海转移到五岛等离岛居住。

此外，在大批教徒殉教的平户，

潜伏的教徒们创建了独有的信

仰组织，用一种被称作“Oratio

（祈祷文）”的语言唱诗祈祷，

坚守信仰的传承。

潜伏基督教徒的
信仰传承

漫长的海禁终于在1853（嘉永

6）年由于黑船来袭而告终。居

留在日本的外国人的宗教自由

被认可，并建造了教堂。大浦

天主堂的珀蒂强神父相信日本

依然有基督教徒的子孙存在，

并在教堂的正门用汉字书写了

“天主堂”的字样。1865（元治

2）年3月17日的午后，居住在

浦上的十几名男女来到大浦天

主堂，向神父表明了“我们所

有人都与您心连心”的信徒身

份。这是忍受长达250年的残酷

镇压，历经潜伏艰辛后的生命

告白。这就是信徒发现的经过。

这一震惊当时欧洲的事件，被

称为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

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迹，
信徒发现

祈祷之城
长崎。

基督教的
传入与繁荣

基督教于1550（天文19）年传

入长崎。始于方济各·沙勿略

在长崎县平户地区的传教活

动。其后随着贸易据点的变迁，

布教活动也转移到于1562（永

禄5）年开港的横濑浦（现在的

西海市）。当时的领主大村纯忠

积极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并接

受了洗礼，成就日本首个基督

教徒大名。之后，传教据点又

转移到长崎，并建造了许多教

堂，呈现出一片被称为“日本

小罗马”的繁荣景象。此外，在

岛原半岛有马地区的日野江城

城下开办了神学校的初等及高

等教育机构，成为日本为数不

多的基督教教育据点。

长
崎
周
游

罕见的长崎潜伏基督教徒
孕育的文化传统

 
从奇迹般地发现地下信徒

至今已有150年——

●雪中的圣母玛利亚（日本二十六圣人

纪念馆藏）/曾经在外海地区流传的圣

母画像



长
崎
和
天
草
地
区
的
潜
伏
基
督
教
徒
相
关
遗
产[

12
处
组
成
遗
产]

1. 原城遗迹[南岛原市] 2. 平户圣地与村落（春日村落与安满岳）[平户市]

3. 平户圣地与村落（中江之岛）[平户市] 4. 天草的崎津村落[熊本县天草市] 5. 外海的出津村落[长崎市]

6. 外海的大野村落[长崎市] 7. 黑岛的村落[佐世保市] 8. 野崎岛的村落遗迹[小值贺町]

9. 头之岛的村落[新上五岛町] 10. 久贺岛的村落[五岛市] 11. 奈留岛的江上村落[五岛市]

长崎
秘密信仰
的见证。

17世纪以来基督教

在日本被禁止了两个世纪。

禁教期间，潜伏基督教徒

在坚持信仰的同时，

伪装成佛教或神道教等

传统宗教的信众，

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信仰形态。

这些遗产是那段独特历史的

宝贵见证和记录。

●咨询处/长崎县世界遗产登录推进课  电话 095-894-3171

12. 大浦天主堂[长崎市]

●创建于1865（元治2）年，在法国传

教士珀蒂强的指挥下建造的，位于外

国人居留地的大浦天主堂。1953（昭

和28）年被指定为国宝，是日本现存

最古老的教堂。

长
崎
周
游

●见证了奇迹的历史瞬间的大浦天主

堂圣母玛利亚像。潜伏在浦上的基督

教徒经过漫长的250年的等待后，在此

表白了信仰。 

●照片（1、3、5、6、7、8、9、10）日暮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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