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长冈节  
大焰火盛会 

 
发行：长冈市国际交流中心 

8月1日（星期一) 和平之夜 大民谣舞蹈 
 

8月2日（星期二) 焰火大会 
 

   8月3日（星期三) 焰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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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放流＞ 

为了祭奠1945年8月1日在长冈空袭中的遇难者以及

对永久和平的祈盼，将2000盏灯笼放流于柿川。 

时间  ：13：00 ～ 20：30（雨天中止） 

地点 ：柿川（一之桥～追廻桥上游） 

灯笼 ：免费（每人1盏、发完为止） 

问讯 ：（一社）长冈青年会议所 

      「连接未来之光委员会」 

电话 ：0258-34-0069 or 070-3880-5768 (丸山) 

（平日 9：00～17：00） 

 

时间 ：  18：00～21：00 

地点 ： 大手大道、 铃兰大道（ すずらん通り）、 

中央大道（ セントラル通り） 

第一部   18：00 ～ 18：05  

开幕仪式 

（开幕宣言、气球放飞） 
 

第二部   18：10 ～ 19：25 

・新潟戴维森俱乐部摩托车队先导游行 

・长冈市消防音乐队乐队表演 

・礼乐表演 

・悠久大鼓 
      

第三部   19：30 ～ 19：50 

・抬神轿 
        

第四部   20：00～ 20：40 

・大民谣舞蹈 
 

第五部  20：45 ～ 21：00 

・闭幕仪式 

 

慰灵焰火《白菊》 22：30 ～ 

 

问讯 ：长冈商工会议所   

电话 ：0258-32-4500  

 

  

＜大焰火盛会＞ 
 

因新冠疫情时隔3年举办的长冈焰火大会，旨在悼念

在1945年长冈空袭中的遇难者，缅怀为复兴尽力的先辈

们以及对永久和平的强烈祈盼。 
 

时间 ：19：20 ～ 21：10 

地点 ：信浓川河岸（长生桥下游） 

问讯 ：长冈焰火财团  

电话 ：0258-39-0823  
 

 

 

  

白天节目 ＜交流广场＞ 
  

时间  ：11：30～17：00 

地点  ：市政厅 阿偶蕾长冈（ アオーレ長岡） 

内容  ：・旅游展览角 

・土特产品馆 

・饮食摊位、宣传角等 

问讯  ：长冈观光会议协会 

电话  ：0258-32-1187 
 

 

  

白天节目 ＜儿童欢乐广场＞ 

  

时间  ：11：30～15：30 

地点  ：大手大道、 铃兰大道（ すずらん通り）、 

中央大道（ セントラル通り）、 

市政厅 阿偶蕾长冈（ アオーレ長岡） 

内容  ：・舞台表演 

   (どぶろっく组合 笑星现场表演等) 

 ・旅游展览角 

・土特产品馆 

・悠久大鼓 

・饮食摊位、宣传角等     

问讯 ：大手通商店街事务所 

电话 ：0258-30-5590 

 

第二天 8月2日(星期二) 第一天 8月1日(星期一) 

长冈节和平之夜 第三天 8月3日（星期三) 

8月2日, 8月3日～令人震撼的盛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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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苏威(ベスビアスVesivius) － 欧洲活火山名。在这里形容焰火好像火山喷发一样壮观。 

 速射连发焰火(スターマイン) －通过连续不断地发射焰火,营造出盛大的欢乐气氛。 

 正三尺球（正三尺玉）－ 火药直径达90公分的大型焰火。发射升天后直径可扩散达650米。 

8月3日(星期三) 

  7：20  10号3发 

1  ：25  尼亚加拉瀑布式超大型速射连发 

2  ：29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3  ：32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4  ：35  速射连发 

5  ：37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6  ：39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7  ：42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8  ：45  焰火“天空之花” 

9  ：50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10  ：52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11  ：54  速射连发 

12  ：56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3  ：58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4 8：00  超大型宽幅式速射连发 

15  ：05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6  ：07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17  ：09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8  ：11  10号29发 

19  ：15  复兴祈愿焰火“不死鸟” 

20  ：22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21  ：25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22  ：27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23  ：30  尼亚加拉瀑布 

24  ：30  正三尺球3连发 

25  ：34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26  ：36  10号20发・7号3发 

27  ：38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28  ：40  超大型奇幻速射连发 

29  ：43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30  ：45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31  ：47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32  ：50 焰火“同一个故乡” 

33  ：55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34  ：58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35 9：00  正三尺球 

36  :04  10号24发 

37  :06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38  :08  速射连发 

39  :10 
 米百俵焰火・一尺球百发连射 

 匠心焰火 

8月2日（星期二） 

   7：20  10号3发 

1   ：25  尼亚加拉瀑布式超大型速射连发 

2   ：29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3   ：32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4   ：35  10号68发 

5   ：37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6   ：39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7   ：42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8   ：45  天地人焰火 

9   ：50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10   ：52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11   ：54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12   ：56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3   ：58  １0号20发・20号１发 

14 ８：00  超大型宽幅式速射连发 

15   ：05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6   ：07    维苏威超大型焰火 

17   ：09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8   ：11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19   ：15  复兴祈愿焰火“不死鸟” 

20   ：22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21   ：25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22   ：27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23   ：30  尼亚加拉瀑布 

24   ：30  正三尺球 

25   ：34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26   ：36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27   ：38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28   ：40  超大型奇幻速射连发 

29   ：43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30   ：45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31   ：47  维苏威大型速射连发 

32   ：50  焰火“同一个故乡” 

33   ：55  特别速射连发焰火 

34   ：58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35  9：00  正三尺球 

36   ：04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37   ：06  超大型维苏威焰火 

38   ：08  维苏威超大型速射连发 

39   ：10 
 米百俵焰火・一尺球百发连射 

  匠心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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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焰火大会交通管制指南图 

（8月2日・8月3日） 

管制时间  停车场 
17:30 ～ 22:30 

 

观赏席开场时间：收费观赏席 15:00开场（部分收费观赏席  16:00开场）  

   身体残障人士座位 17:00开场    

※根据当天的拥挤状况有可能提前开场。 

 
市立剧场 
大巴专用停车场 

  

 
 

【大手空中走廊】 

人行道･･･20：00～23：30 

【大手大桥】 

人行道･･･18：50～22：00 

车  道･･･18：50～22：30 

【长生桥】 

人行道･･･20：00～20：45 

车  道･･･20：00～22：00 

各方面通行禁止时间  

Ｐ①～③ 停车场（要预约）10:00～ 

Ⓐ～Ⓔ 巴士停车场（要预约） 
※不同时间段，部分停车场可能会限制停车数。 

 
・请听从现场诱导员、警察以及 
  保安人员的指示。 
 
・请不要随便在路边停车！ 
  路边停车会给当地居民带来 
  麻烦，也是造成堵塞的原因。   
 
・根据A会场 (右岸 长冈站方面)
和B会场(左岸 长冈I.C方面)的
堤坝拥挤状 况，为了 确 保 安
全，有可能限制入场。 

 
   

请注意！ 
 

大手大桥附近的ウオロク超市将在
下午２点停止营业。 

【医用直升机飞行航线】 

请听从保安人员的指示。 

焰
火
发
射
地
点 

 
接送巴士行车路
线交通管制时间 

丘陵公园方向 
接送巴士车站 

 
乘坐接送巴士的游客 
请走这条路 
(从堤坝上步行至长生桥下) 

正三尺玉焰火
发射地点 

至A会场观赏席 
约步行30分钟 

 
悠久山 
临时巴士站 

 
田径赛场内观赏席
（当天售票） 

开往南部工业团地停车场
的临时巴士车站 

至观赏席大约
步行20分钟 

焰火大会结束后的巴士运行： 
・20:30 以后发车的所有路线巴士将从长
冈站东口发车。 

・有只部分运行或需要绕行的巴士，请提
前确认。 

・20:00 以后，如需要从烟花会场（大手口
方向）到东口的话，请从地下通道通行

（JR长冈站内禁止通行）。 

详情请在越后交通(株)的主页上确认。 
※8/2.8/3的路线巴士 
将按假期时间表运行  

(高速巴士及常规路线的 
一部分除外) 

 
乘坐大型巴士的

游客请走这条路 

禁止通行 

禁止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