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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真實烏托邦實踐中如何權衡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對民眾進行社會賦權是關鍵，集體化時

期從基層開始的大量公共活動空間的建立使民眾經歷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務參與并有助於共同

體情感的建立，這一烏托邦實踐為我們帶來提示，即：公共活動空間尤其是傳統公共活動空

間的社會賦權功能和持久生命力。 

 然而，令人咋舌是，如此穩定日常結構且沉浮千年的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卻在 20世紀 80

年代開始大面積由盛轉衰，其不斷在消費社會的城市空間中遭受擠壓，這些傳統公共空間設

計能否完全被現代性工具替代，它們曾起到何種功能，今昔變遷中經歷何種變化，作為傳統

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是否發生轉變，是什麽導致變化，它們將走向何方？ 

為了解傳統公共空間的今昔變化、和社會變遷之前的關係，我選取福州千年的溫泉澡堂

業為觀察對象，質性方法出發，以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監督觀看傳統澡堂的今昔變化；另外， 

1978年至今三十年福州因急速的經濟增長和都市化進程帶來大規模社會變遷，而這恰與澡

堂業衰落時間契合，我試圖從二者中尋求共性，以澡堂致衰原因分析為起點，結合歷年年鑒

數據，以澡堂調查反觀福州三十年社會變遷。 

        最後，伴隨時間和社會空間的變遷，澡堂在結構轉型中逐漸喪失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功

能，它將走向何方？另外，新的公共活動空間挖掘將成為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要解決議題。 

 

關鍵詞：福州溫泉澡堂  傳統公共活動空間   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時間    由盛轉衰 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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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對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實踐的意義 

 

一、烏托邦的轉變：由「空想」到「真實」 

        烏托邦思想傳統是西方哲學思辨獨有一脈，其廣泛存在于政治、社會、文學、社會正義、

倫理等理論中，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不同歷史作用，從哲學思辨、思想啟蒙、制度設計、社

會理論到烏托邦實踐。不同的烏托邦思想家都試圖通過構建理想社會來解決現實問題，并在

作品中以理想城市來容納自己心中的烏托邦，如：platto 的理想國、morre 的烏托邦、康帕內

拉的太陽城、安德里亞的基督城和 Huxley 的美麗新世界等，這些烏托邦囊括對制度、空間、

個體狀態、物質分佈、精神價值等大膽想象，既構想未來又批判現實。 

        烏托邦 utopia 由 morre 在《烏托邦》中依據希臘語組合而成，用以標籤書中的島國，之

後被賦予更複雜社會涵義。utopia 是 morre 對理想國想象，其認為「舒適即快樂的生活是我

們全部行為目標，而只有徹底廢除私有制，人類才能獲得普遍的幸福，因為私有制存在一天，

人類中絕大部分也是最優秀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莫爾 1972：

44）。大陸學者陳岸瑛經考證后認為「u」源自希臘文「ou」和「eu」（前者表否定，後者表

完美），「topia」源自希臘文「topos」表地方，合起來含義有兩層，「不存在的地方」和「完

美的地方」。這就使烏托邦論述從誕生伊始就有雙面性：一方面聚焦對集體共同體的理想型

探索，與真理、幸福、正義、自由、蓬勃發展等相結合，以盡可能消弭矛盾和差異；另一方

面從詞根可看出烏托邦帶有「不存在」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將這種

企圖削弱階級鬥爭的烏托邦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認為烏托邦社會因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主

動性和解放運動而最終只能是空想，并進行「烏托邦/科學」的二元對立，另外文學界開始

反烏托邦 dsytopia 浪潮，這些作品中的烏托邦看似和平、富足和智能，卻暗湧階級矛盾、犯

罪迫害、精神空洞、自殺等，反烏托邦並非否認烏托邦，而是警醒烏托邦和現實的距離。 

         而 Eric Wright《真實烏托邦》則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烏托邦傳統、反烏托邦主義等開闢

另一種「想象和真實」結合的實踐，在面對資本主義對社會正義的『傷害』和『困境』是不

可改變的事實下，Wright 選擇在解放科學框架下尋找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些方案策

略並非震蕩革命式，而是力圖從現有混生現實條件出發，以基進平等民主主義進行社會賦權。

對於已經完成制度轉變并試圖走向社會主義烏托邦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社會賦權、

構建公民社會、促進人民蓬勃發展能力也是烏托邦實踐的方向。 

二、集體化時期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實踐的提示：公共活動空間的大量打造 

         Wright的烏托邦實踐偏重政治和經濟層面，文化、公共活動空間層面同樣是烏托邦實踐

不可迴避的議題。在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中，自願形成的社群（commmunity）空間是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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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賦權的活動場域，但這必須仰賴物質豐盛和社群組織強大的條件，對於國家集體意識強

大而社集弱小的中國大陸意義不大，如何在國家和社會兩者中尋找制衡點、如何在缺少社群

文化下進行個體社會賦權是難題。 

         在集體化時期，國家曾有意識從基層大範圍的利用公共活動空間進行社會主義烏托邦

實踐，以消弭傳統祖蔭秩序和個人主義，這些公共活動空間既包括生產共同體（如：公社大

隊、單位），也包括為數不多沿襲下來的傳統文化生活共同體（如：露天電影院、茶館、澡

堂等）。歷史時空看來，這種強大國家意識滲入下的公共活動空間，人為打破傳統家族空間

秩序，使個體從家族回歸到集群公共空間中，個體在共同生產和文化空間中不斷被賦權，經

歷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務參與，激發個體對集體和公共事務的激情和民主想象。閻雲翔《私人

生活變革》中曾論述，這種集體化時期的公共生活消弭家族秩序，但也使得個體因公共活動

參與而被看見，即：人為、大範圍的基層公共活動空間只是消除家族主義，反而孕育個體傾

向，當集體化退場、公共生產活動空間被取消后，個體反而陷入「不知走向何方」的情感歸

屬的困惑。集體化時期這一獨特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中，雖然有各種荒謬冒進的做法，但

其中對公共社會空間的嘗試為我們進行民眾的社會賦權帶來思考，社會烏托邦實踐不可忽視

對公共活動空間的設計。 

三、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對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實踐的意義 

        集體化時期的大量基層公共活動空間中，國家意識滲透的生產空間（如：公社大隊、單

位）只是存在于特定歷史時期（本篇論文暫不處理這一議題），但因文化傳統和民眾慣習而

因襲下的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如：茶館、澡堂），雖幾近沉浮卻呈現日常結構的穩定性和持

久性，并展現不同的層級結構。這些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產生於個體日常生活慣習結構，為各

階層、年齡、性別等人提供公開、公共性的場域，在這些空間中充斥各色社會信息的流動和

加工，個體以閒聊、說書、耳聞等方式平等對話的參與社會事務和調節糾紛，另外，固定的

集群交往有利於我群的情感共同體秩序建立，增加集群聯繫和情感宣洩，誠如郦伟和何蔚荣

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生產的倫理維度》中所論述「一个城市可以通过

对城市公共活動空间建构和塑造来增进对幸福的感受与体验」（郦伟和何蔚荣 2014：86） 。 

        然而，令人咋舌是，如此穩定且沉浮千年的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卻在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

大面積由盛轉衰，其不斷在消費社會的城市空間設計中遭受擠壓，為此我選擇福州千年的溫

泉澡堂作為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觀察對象，來了解傳統公共活動空間是如何運作、對於個體

參與公共事務起到何種作用、今昔發生何種變化、是怎樣的結構變遷帶來如此急劇的由盛轉

衰以及未來走向何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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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題提出 

 

一、問題提出 

傳統公共活動空間是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設計中不可迴避的議題，由於其與民眾日常生

活結構相結合，所以千年來具有穩定結構，但卻從 80年代起開始大面積凋零，而張揚電影

《洗澡》正是從這一視角發問，以一個傳統溫泉澡堂的經營困境和最後消亡為我們提出傳統

活動空間在時空變遷和城市空間中遭受擠壓的社會事實，這成為論文思考起點。面對現代性

工具和消費文化挑戰，傳統公共空間往往敗下陣，亦或選擇用現代性包裝自身傳統內涵，亦

或被擠壓消失，露天電影院與老式照相館的逐消失、“大眾”茶館搖身“上流”茶座即是佐證。

誠如第一章所述，傳統公共活動空間不僅具有“便民性”，能為底層群體提供最廉價最廣泛的

社會服務，同時還提供公共活動的場域空間，這些傳統公共空間設計能否完全被現代性工具

替代，它們曾起到何種功能，今昔變遷中經歷何種變化，作為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是否

發生轉變，是什麽導致變化，它們將走向何方？ 

二、研究價值 

福州是中國大陸三大溫泉城市之一，溫泉資源「具有分布廣而集中、埋藏淺而水溫高、

水質好且水量大、水色清且泉量不受季節氣候影响的優勢，有金湯之都美譽」（福州温泉志

编委会编 2001）。與號稱「天下第一湯」的陝西華清樓和「天下第一池」的雲南碧玉池不

同，福州溫泉貫穿福州老城區而過（見圖 2﹣1）1，溫泉從發現第一天起就和民眾的生活共

存，其徹底的「便民性」使溫泉資源千年來成為福州民眾最為重要的生活素材。 

福州在晉朝就發現地下湯源，開始利用於唐末五代，在眾多利用方式中與民眾關係最緊

密是傳統溫泉澡堂2。溫泉浴的利用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早期溫泉浴場所稱為「湯池店」3；

在宋代已發展成為涵蓋歌舞和餐飲的場所，但只供官員、高級士族使用，稱官湯；明末清初

伴隨人口增長和商業繁榮，官湯逐漸沒落，私人澡堂性質的民湯大量產生；清康熙年間出現

規模較大、設備較好的營業性場所，此後由「湯池店」更名「溫泉澡堂」（方炳桂、方向红  

2002）。溫泉澡堂作為一種傳統公共活動空間曾活躍千年，20世紀 30年代達到鼎盛，其中

有登記名號的達「56家」（林傳承  2010：267），這些澡堂呈現不同的層級結構，既有能滿

足大眾的便民澡堂，也有集合餐飲歌舞的高檔澡堂，最有名號來自 1933年開業的百合園澡

堂，在當時是佔地 20畝包含禮堂、屋頂花園的園林澡堂，兼辦中西餐館、宴請軍政、名

                                            
1 澡堂分布：北起树兜、南至王庄、西到五一路、东达六一，南北五千米，东西宽约 1 千米，呈长条状。 
2主要用于洗浴、生活洗涤、屠杀牲畜脱毛以及简单的皮肤病治疗  
3 因最初只用石凿成槽或砌成池让人洗澡，收费是任人随意给的，设备也很简陋，还不具备“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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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富商的場域。戰亂時期私人澡堂關閉五分之三，建國后國營單位接手澡堂業務，最有特

色是幹部澡堂，用以接待政府官員和有傷老兵，1964年商業澡堂大量產生，並在 70年代末

達到歷史最高峰。 

        但，從 80年代起澡堂數量與洗浴人次開始急速銳減，目前只剩下聚春園服務公司管理

下的 7家國營澡堂，這 7家澡堂在 2007年開始陸續進行重整。澡堂業浮沉千年，卻因與民

主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呈現穩定結構，并承載獨特社會功能，但卻在近三十年開始急劇由盛

轉衰，面對這一現象卻鮮有學者做系統分析，作為福州代表性的文化傳承和歷時最長的公共

活動空間，溫泉澡堂興衰顯然具有研究價值。 

 

圖 2﹣1：貫穿福州老城區的溫泉澡堂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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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献回顾 

 

關於福州溫泉研究主要從旅遊經濟以及風物志兩大角度進行。在旅遊經濟方面，學者將

焦點聚集在探討如何將溫泉與旅遊相掛鈎以創出經濟效益上，比較代表性的文章為：劉麗華

和劉良章《溫泉文化與福州旅遊開發》、余家慶《讓溫泉真正造福於百姓》、朱玉華《福州溫

泉旅遊開發的 SWOT分析及對策》、林偉《福州溫泉經濟何時財源滾滾》、林正樹《發展福

州溫泉旅遊的若干思考》等，其中以劉麗華和劉良章的論述比較有概括性，其認為千年對溫

泉的利用始終未將其自身經濟效益徹底發揮，近年來溫泉旅遊成為一項時興的體驗旅遊,應

抓住時機打造屬於福州的溫泉旅遊之都。另一種角度則如《福州溫泉志》、《福州老行當》

和林傳成《福州溫泉文化探研》，是對福州溫泉的分布、特點、形成、歷史、運營機制、利

用方式及存在問題等進行風物志描述。 

關於溫泉澡堂研究少而又少，在大多集中在報刊，這只能提供調查對象華清樓澡堂的情

況4，卻缺乏對溫泉澡堂的系統分析與理論支持。理論專著方面僅有《福州溫泉志》、《福

州老行當》、林傳成《福州溫泉文化探研》，這些研究是從澡堂的歷史、老行當、利用狀

況、洗浴人次等風物志的角度出發，卻鮮有學者從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角度進行理論闡述并

對澡堂業近三十年急速由盛轉衰進行系統分析，而這恰本文切入點。  

關於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對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實踐的意義在第一章已作陳述。 

        

。 

 

 

 

 

 

 

 

 

 

 

 

                                            
4 调查中澡堂刘负责人访谈样本未完成,采用其在 2007.11.6 东南快报《福州拟恢复温泉老字号着手打造温泉之都》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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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以文獻調查、現場觀察和個案深度調查為主，影像資料（張揚的《洗澡》）為輔。從社

會學諸多理論出發，結合福州華清樓澡堂的個案調查，以期對福州舊式溫泉澡堂業近三十年

的變化、致衰原因、傳統公共空間功能和存在可能作全面贅述，同時結合三十年的年鑒數據

來從溫泉澡堂作為一種傳統公共空間的角度來反觀福州三十年的社會變遷。 

在個案調查的基礎上筆者將架設七個受訪樣本框架，分別是一位搓背師（用以了解澡堂

業老行當，同時利用其終生澡堂職業經驗來直觀了解澡堂三十年變化）、一位女浴池招待

（用來了解老行當招待的變化和女澡池情況）、一位保安主任（用以了解澡堂基本運營與客

流狀況）、三位老湯客（作為澡堂三十年變化的主觀感受材料），最後一位為澡堂負責人劉

先生於 2007年 11月 5日在東南快報上的專訪（作為間接實證材料）。 

二、時段劃分 

將溫泉澡堂的觀察時間和福州變遷時間設定為 1978﹣2006的原因如下：1、2007年開始

福州剩餘的 7家澡堂開始進行改造，改造後的澡堂與傳統澡堂在功能變化上早已不同，二者

僅能做對比，而且這些改造澡堂 07年至今有很大一部分都沒有開業；2、1978﹣2006年是

溫泉澡堂最繁盛到急速衰弱的時期，這可以從溫泉澡堂數量上可觀察到，另外建國后到

1978年的集體化時期的公共活動空間的研究不是這篇論文要處理的；3、1978﹣2006年同樣

也是福州社會變遷發生最快速時期，這可從之後的年鑒數據觀察到。 

二、研究對象：華清池澡堂 

1、為何選擇華清池澡堂 

       （1）其始建於 70年代末，這恰是澡堂業由盛轉衰的臨界點，且現存澡堂不到 7家，與

很大部分自 2007年開始進行閉門改造；（2）台江區是福州三十年變遷激烈地帶，筆者成長

社區都在此，對此地變化有直觀感受，原本百年澡堂南星是筆者致力要完成個案，遺憾是從

07年 4月起進入整修階段，只好退而求其次選取華清樓； 

2、華清池澡堂基本信息 

      華清樓澡堂位於福州五一南路達道東向路口，隸屬福州市服務公司，1979年 1月動工，

1982年 2月開業。樓高八層，建築面積 6500平方米，主管澡堂、旅社，兼管商場、飲食。

澡堂湯源井有兩口，「一口在六一中路寧德駐榕辦事處對面，另一口在蓮宅德天泉機房東

側」（王怡挺，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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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华清楼澡堂的基本信息5 

营业 

时间 

男澡堂为 3:00～22:00，全年营业； 

女澡堂为 8:00～22:00，每年 10月到来年 5月营业； 

桑拿全年 24 小时 

澡堂

基本

情况 

 

澡堂设于二三层（女二男三），女澡池只有淋浴间，男澡堂则设有淋浴和四

口澡池（大小从第一口开始逐增，温度却逐减，大部分人在三、四汤池，年

纪轻的在第三口，年纪大的怕“晕汤”多在第四口，傳統習慣是要由第一口

依次泡到第四口） 

男女公共池 6元/人，个人池已取消，04年前有月票 80元/月，现已取消。 

澡堂

的淡

旺季

与高

低峰 

澡堂业淡季是每年5月到9月，旺季是10月到来年4月； 

一周中周五至下周一间人流量较多； 

一天中有两高峰段，分别是早晨8:00～10:00与中午12:00～14:00（这與福

州老汤客保留“一天三泡”的传统泡汤习惯有關，早晨3点来10点回，吃个

中饭后再泡澡睡觉）。 

 

目前

经营

情况 

华清楼目前是台江区唯一的温泉澡堂，经营状况风雨飘摇。1990年华清池全

年营业额达239.38万元，利润为30万元，但1998年全年营业额为180万元，

利润仅4.8万元。现在即使在旺季也只是持平，淡季完全亏损。 

目前有四口澡池对外开放，每天需200吨水，折算管道维护等开支后，仅温

泉水费一项每日成本高达1200多元，华清楼在旺季每天最大客流量也仅为

800-900人，按现在6元/人的澡票，再算上员工工资、电费、房租，即使在

饱和客流量期也只是基本持平。 

 

        

 

 

 

 

 

 

 

                                            
5 依据对华清楼澡堂的唐主任的访谈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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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傳統公共活動空間角度觀看福州澡堂──以華清池為例 

 

一、澡堂空間里的男人們 

1、老湯客的故事和澡堂今昔變化 

表 5-1：澡堂里的老汤客 

汤客 1——郑鸿基老先生   男   87岁   福州本土人 家住台江区   退休 

福州話有一句：「日日來洗湯，身體會健康；日日走西湖，頭腦不糊塗；月月買

月票，皮膚漂得嫩」 ，是說泡湯對身體很有益處。以前台江一帶都是棚屋，外地來做

生意的多，一般家庭都沒有洗澡間，都到澡堂里洗湯。80年代之前一般在南星洗，有

時會跑到城裡 ，城裡澡堂條件好，在那裡洗的一般都是社會層次高和比較有錢的。80

後華清樓才開，條件比南星好，以後這一帶居民就去華清樓。 

那時候，都是一家老小、要不就和朋友一起去，各色人都有，小的、年輕年老

的、有錢沒錢的，也不計較衛不衛生。門票 2～3分，很便宜，一周洗 2次，泡得全身

通紅很舒服，以後喝喝茶、躺一躺，和朋友聊天下棋聽新聞，多攀講國家和公社大隊

事情，都得等三四小時才走，有時間的老人「一日三泡」。那時洗湯的人很多，碰到

週末大家都不用做工的時候，還要在門口排隊。現代人生活條件好了，家裡都有衛生

間，過去住棚屋的都買房到城裡，要洗澡在家就很方便，真想泡就去桑拿，乾淨花樣

多。現在澡堂都私人承包，真正澡堂很少，都兼開旅館桑拿。現在年紀大沒辦法跑太

遠，都是家裡的小孩陪自己來，一週一回，泡下全身會化血，和朋友聊聊，很舒服。

現在洗的人沒以前多，年輕人也有，但中老年人和附近租的打工人偏多。打湯師和招

待都沒了，搓背師技術也沒以前好。說實在澡堂真的很臟。 

 

汤客 2——郑有植先生（郑老先生孩子，陪他来洗澡）男 56岁 福州本土人   

以前都住棚屋，根本沒熱水器，洗澡就去澡堂，一周 1～2次，和兄弟一起去。

小孩一聽去洗湯都很高興，因為洗完家裡會給錢買魚丸、碗糕墊肚。過去天氣比現在

冷，家裡住的都是破房子，小孩子手腳會生很多凍瘡，每晚都癢到哭，去澡堂泡一下

就會好。過去洗澡很便宜，2～3分錢，跑到城裡水部洗，那裡條件好，華清樓開業後

就去華清樓。現在想想覺得很有意思，週六要去洗湯，父親就把洗澡、坐車、洗好後

吃光餅或碗糕的錢算好給大哥，大哥先帶四個兄弟去打撞球，運氣好今天贏了就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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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添大魚丸，輸了吃的全沒還得走路到城裡洗澡。過去澡堂花樣多，澡池里有擦背、

修腳、「搬架」、擦皮鞋、賣碗糕、茶水，到淡季會請人說評話、講書。 

現在家裡都有熱水器，大家習慣天天洗澡，在家洗又方便又實惠。現代人比較重

視衛生，覺得澡堂很多人洗很臟，尤其是年輕人，沒幾人知道澡堂，就不會像我們對

澡堂有感情。自己來澡堂主要是陪父親，老人泡湯會化血，現在每週六自己和兄弟就

會輪流帶父親來，冬天冷自己也泡一下。現在泡的人沒以前多，一般是老年人，而且

人比較複雜，澡堂都私人承包，兼開旅館桑拿。 

 

湯客 3——林姓女子（筆者實地調查女澡堂時唯一的湯客） 60歲  青口（閩侯） 

過去很少有女澡堂，即使有都像華清樓這樣是隔欄淋浴，沒設澡池。今天上來看

朋友，搭車一身汗，就來洗洗，躺會就走。平常很少洗澡堂，家裡有熱水器。澡堂是

小時候被家長帶去，在農村自辦的澡堂。這邊澡堂不瞭解，不過青口澡堂關門很多。 

 

   （续：表 5-1） 

          在三位湯客故事和澡堂空間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福州的澡堂文化是男人文化，早

期澡堂只有男浴室，女人不准進入，後慢慢才有了女澡堂，營業時間多是晚上七八點女人家

處理完家事後，背著街坊鄰里點著小油燈偷偷摸摸去，且多以淋浴為主，未設有泡湯文化象

徵符號——澡池，從這層意義上看，舊式澡堂雖幾經變遷，但作為一種公共活動空間是專屬

男人的場域。 

        另外，還可發現福州澡堂业近三十年由盛转衰的变化并不僅局限于洗浴人次与澡堂数量

减少的表象，其内部还有其他更本质变化：第一，門票的增長：門票在這三十年中從「3、5

分」到「6元」，漲近 200倍；第二，顧客群裂變：筆者認為澡堂客流量變化遠非僅是數量

上減少，為此設計一個十分鐘實地目測實驗，從實驗的統計分析中發現，澡堂顧客群最根本

變化在於階層與年齡上的裂變，已從 80年代的大眾（人人都去）轉向中下階層的中老年群

體；第三，一些澡堂老行當正消失或形同虛設。 

2、澡堂里的老行當故事 

表 5-2：采访手札 2——擦背师叶继桃 

个

人

信

息 

葉繼桃，62歲，本地人，家住火車站附近，基本沒上過學。37歲開始跟師傅學擦背

修腳「搬架」的收手藝，在這之前於家中務農種田但因生活過不下去所以跟師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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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43歲脫離師傅開始單獨從事這項行業，從事這項工作 28載。從來也沒有聽

說過做公共澡堂服務要有上崗證和健康證6。 

擦

背

工

作 

服務項目：擦背、按摩、剪指甲、剃須、修腳、「搬架」，收費標準：擦背 30元，

外加其他服務 40元，按鐘點給錢。提成：每日需向澡堂提成 30元，每月抽成 900

元，外加衛生費 100，共抽 1000元/月。收入：每日在旺季可淨賺 100元/日，淡季

則 50-60元/日，收入還可以，每天 4:00開工，晚上 20:30收工，上班的工具是毛巾

（替客人搓背、擦身、捏腳、搓背用）、桶（打水搓背用）、椅子（客人墊腳

用）、肥皂（為客人打皂搓背以及剃須用），目前沒有學徒。 

 

（续：表 5-2） 

澡堂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独具行当，一些顾客往往是为享此服务才“舍近求远”：

（1）打井师与打汤师。好澡堂必有好汤井，1920年前钻探打井用土钻头，打出的汤用人小

腿做试验，小腿受不住就说明温度够了7。汤井打好后，澡池就靠打汤师，「打汤讲究

“勤”，汤工要随时依据气候冷暖和生意旺淡来调整汤」（方炳桂、方向红  2002）。打汤是汤

池店最累苦、高危的差事，不论天气如何凌晨两点准时上工，每小时需打满三百桶，从事者

多是社会底层，现在澡堂已沒有两种职业；（2）男女招待。過去招待工作規範，顧客一進

門，馬上就得遞熱茶、熱毛巾、木拖鞋以及浴衣，一家澡堂具備好湯後關鍵就看招待，但現

在招待簡化為打掃、清洗公共用品（如：茶具、拖鞋）和照看浴客物品等；（3）擦背师。

擦背、修腳、「搬架」不屬於任何澡堂，只要向老闆事前打好招呼交一定提成就可自由出

入。擦背指在顧客泡湯過程中幫忙打皂搓背；修腳除修指甲外還帶醫腳病，不管是厚腳皮、

灰指甲、雞腳、香港腳，找修腳師比找醫生強 ；「搬架」即按摩，一般是盲人，主供有錢

人。現在的擦背師傅往往包攬上述三項服務。 

行當與澡堂間的關係就像寄主與寄生物的關係，寄生物的消亡正顯現寄主的中乾。三種

老行當在澡堂業鼎盛時都有極其嚴格的行業規範與內容，現在大都消失或僅是名存。現在澡

堂內的行當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從事者大都 40歲以下、服務項目單一、缺乏基本衛生意

識，與洗浴新軍桑拿 SPA年輕朝氣的招待面孔、熱情的態度、多樣的服務項目、乾淨豪華

的設施怎能相提並論，老行當的消失再次透露出整個舊式澡堂業的疲态。 

  

                                            
6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事澡堂业服务人员必须持有“健康合格证”并且至少每两年一次体检 
7 小腿受不住一般就是在 50℃以上，参见方炳桂、方向红等著《福州老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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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角度觀看福州溫泉澡堂的功能 

1、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界定 

         從 5﹣1湯客故事和 5﹣2老行當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州溫泉澡堂歷時千年，它

的存在絕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商業性經營，或是一種可替代的沐浴淨身、休閒娛樂場所，而是

作為一種自發形成的傳統公共空間與民眾共同體生活緊密結合。伴隨公民社會和哈貝馬斯公

共領域熱潮，大陸一些學者將茶館、澡堂視作一種另類的大眾公共空間，并呼喊中國傳統社

會是存在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當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是建立在私人領域的基礎上，由此

國家、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漸次分明，其包含公開性、公共事務性和民主溝通三大特性，如

果回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脈絡，我們就需要解決中國傳統社會是否有私人生活空間、

公開性領域是否完全沒有國家或王朝的介入等討論，我對此保留質疑，當然這也不是我這篇

文章所關心。 

        但從之後學者對公共領域約定俗成的應用，茶館和澡堂從公開性、公共談論、平等對話

公共事務的維度上看是具有公共空間的味道。為避免爭議，我將這種具有一定公開空間場

域、無身份條件門檻限制，以平等對話方式參與社會事務討論、并因傳統文化或市民生活慣

習而形成的「鬆散但開放而彈性的交往網絡」空間稱作為傳統公共活動空間。 

        值的注意是無論是茶館還是傳統溫泉澡堂，本質上仍是為男人文化壟斷的傳統公共活動

空間。 

2、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對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的意義 

李曉南在《從城市公共空間角度看今夕茶館變遷》中認為茶館深入市民生活各個面向，

具有調節民間糾紛和進行信息傳播的功能。福州溫泉澡堂從建立伊始就無身份限制，當然某

種程度上它仍是一種生態位關係（利基關係），即：由於澡堂本身具有層級結構，自然有雅

俗之分，基於成本和交通地理考量，進入同一澡堂往往是相似階層、相鄰區域居多，但這仍

不妨礙其公共性和公開性。 

首先，正如老湯客在 5﹣1中所述，澡堂空間使各種行當之人從分散鬆散的社會空間走

向一個公共活動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充斥各種與市民生活有關的各種社會信息，并藉助這一

場域中的閒聊和平等對話，將信息進行加工并傳遞到更大的社會空間，這對公共媒體尚不發

達的過去，具有實現社會信息交流的功能；其次，澡堂空間看似鬆散彈性，但因立基于市民

生活慣習，容易形成一個固定交往的共同體時空場域，這些人從相互微笑點頭、略微寒暄到

彼此閒聊、激烈討論，社會交往由此形成，在張揚《洗澡》電影中就充斥發生在這些熟悉陌

生人之間的情感故事；再者，澡堂作為傳統公共活動場域最重要的功能在於閒聊（平等對

話），由於這些公共空間被男子文化所壟斷，政治事務作為男子交往文化最重要活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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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其中，對於地方士紳而言討論政務由於在鄰區內獲得威望權力，對於下層民眾而言閒聊

攀講政事不僅能培養參與公共事務意識，同時也可視作一種反抗形式藉機抒發自己對社會不

正義的不滿，在這一平等對話空間中，湯客會自覺用合理性争论形成一致性價值信息用以指

導日後社會生活，并獲得參與社會事務的存在感；最後，家庭休閒交往、鬆散群體交往有助

於滿足個體的情感需求，達到宣洩情緒、排解孤獨的情感作用。 

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具有促進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意識和建立共同體情感的作用，從這一層

面上看，自然是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中不可忽視的議題和設計。但在面臨社會轉型變遷、消

費文化下這些公共活動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這些空間經歷了什麼，為何由盛轉衰、是

否有存在可能、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中如何對其進行重新設計改造就成為下一章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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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以今昔傳統澡堂公共空間的盛衰反觀福州近三十年社會變遷 

 

「空間不是社會反映，而是社會表現，換而言之, 空間不是社會拷貝, 空間就是社會…空

間形式在歷史界定的社會中表達並維護國家的權力關係」（曼紐爾• 卡斯特 1983：4 ）。上

世紀 80年代以來，福州因迅猛的經濟增長、都市化、消費文化捲入而引起急劇社會變遷，

而這恰與澡堂衰落時間契合，因此將澡堂衰落與福州社會變遷結合探討具有意義。 

        一、热水器革命与引温泉入户——反观社会变迁一：居住形式和私人生活變革 

表 5-1中三位湯客都強調「以前台江一帶是棚屋……一般家庭都沒衛生間，都到澡堂洗

湯……現在生活條件好，家裡都有熱水器……」。80年代驅動人們上澡堂的原因是家中沒

有任何洗浴設備，對他們而言澡堂就是家中「浴室」，湯池就是「熱水器」。90年代伴隨

獨立衛生間和熱水器革命，人們在家中就可完成清潔身體的需求且更私密，而這也體現一種

私人生活的變革──個體對私人空間的追求。 

熱水器革命使人從每周必去到可去可不去，澡堂客流流失也是當然，這折射居住形式變

化。福州住房面積 1985年為 7257萬平方米（木棚區佔 50%），人均 6.1平方米，2006年為

52700萬平方米，人均 29平方米，人均面積翻 4.75倍。隨城市建設和住房制度改革8，城市

居民進入增加住房面積與改善住房質量階段，居民從公有產權的「單位宿舍」搬到個人所有

的「社區」，這不僅是稱謂變化或產權變更，中間預示居住模式和社會交往方式（從單位內

部到社區）的變遷，人們對住房消費滲入對自身社會背景和期望社會交往的符號考量。 

          二、卫生意识提升和洗澡慣習变迁——反观社会变迁二：城市医疗状况的改善 

「現代人重視衛生，覺得澡堂很多人洗很臟」。 三十年內衛生觀念提升，人們因擔心交

叉感染而不敢同泡一口池，澡堂最大問題偏出於此。福州市衛生監督所抽檢發現：「澡堂從

業人員未取得健康證和衛生知識培訓證，拖鞋未消毒；浴池水未按規定定時消毒補水；未按

規定設置禁止患性病和各種傳染性皮膚病顧客就浴標誌等」（福州卫生监督网  2007）。  

表 6﹣1：福州三十年的城市医疗状况 

年份（年）                1978       1985       1990       2000       2006 

卫生机构（所）        567        1091       1208       1633        1862        

医生（人）                2355       3942       6501       6929        9378 

病床数（张）           4567       5934       7564       10086      198000 

（数据来源：《福州五十五年》和《2007年福州年鉴》） 

                                            
8 指的是以市场为特征，由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的住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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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80年代每周必去到現在因臟不去，反映人們衛生觀念提升，而這得益醫療狀況改

善。表 6﹣1發現：三十年內衛生機構翻了 3.28倍，醫生增加 398.2%。另外，2006年福州

每千人擁有醫生 1.5人，死亡率為 4.26‰，達到第一次現代化評價標準 中醫療服務指標。 

醫療狀況改善也在改變人們的洗澡習慣。80年代人們去澡堂頻率是 1～2次/周 ，除因當時

衛生觀念不強外，還有就是對洗澡成本的考量。從表 6﹣2可知：1980年一週兩次的澡堂洗

澡成本是 1.6元（佔當時月收入 0.23%），可接受，但天天洗則高達 6元/月（佔月收入

23%），對於掙扎在溫飽線上民眾是難以承受。隨醫學觀念和生活水平提高，人們有足夠經

濟條件承擔每天洗浴習慣。在天天洗澡習慣支持下，人們在家洗澡成本（30元/月）遠低於

澡堂成本（180元/月，月票 80元/月），兩種成本權衡又使澡堂喪失部分顧客群。 

表 6﹣2：三十年洗澡成本的变化 

 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 

        洗澡成本（包括澡堂与在家成本）   

 

1980 

年 

314元

（26元/

月） 

（1）澡堂成本： 

一周两次＝2角×8次＝1.6元（占月收入 0.23%，接受） 

每天都去＝2角×30次＝6元（占月收入的 23%，难以承受） 

（2）在家成本：无（80 年代福州大多数家庭并未配设洗浴设备） 

2006 

年 

14200元

（1183元

/月） 

（1）澡堂成本（每天）＝6元×30天＝180元/月（月票 80元） 

（2）在家成本＝（2.5×0.2＋1×0.5）×30 天＝30元/月（每人

每天 0.2立方米水和 1 度電，水 2.5元/立方米，电费 0.5元/度） 

（数据来源：可支配收入《福州五十五年》和《2007年福州年鉴》，洗澡成本常识换算） 

三、娱乐方式多样化——反观社会变迁之三：消费结构和意识变化 

        消費是理性的，泡湯對娛樂匱乏的80年人來說是基本需要解決更是親朋好友共同的休閒

方式。30年後休閒活動雨後春筍，從80年代的迪斯科、卡拉OK，到90年代KTV、健身房、

茶座、網絡，2000年後的café-shop、supermarket、情調休吧等，多樣娛樂方式使消費者在對

待自身休閒時有更多更好也更符自身個性去處，這也在改變著人們的消費結構和意識。 

（1）消費結構的變遷：隨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提升，居民消費結構開始由溫飽型向享樂型

轉變，「衣食住行」的消費位次發生根本變化，最能直觀說明「食」在消費結構中比例變化

即恩格爾系數9 。1981年福州城鎮恩格爾系數為62.1%，2006年為39.3%，說明食品佔消費性

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並由小康邁向富裕。 

                                            
9 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表示食品支持占总支出的比例，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小康水平，

30~40%为富裕，30%为最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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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06年居民消费性支出结构 

06年居民

消费性支

出结构 

（1）年可支配收入14321元，消费性支出9671元，占年可支配收入的

67.01%： 

（2）消费结构： 

食品支出4068元（占消费性支出42.0%）；衣着682元（占7.05%）；家庭设

备用品服务484元（占5.05%）；医疗保健690元（占7.1%）；交通和通讯

1013元（占10.5%）；娱乐教育文化1151元（占11.9%）；居住1274元（占

13.2%）；其他杂项309元（占3.2%） 

（数据来源：《2007 年福州年鉴》的整理）                                     

表6﹣3中，消費結構中「衣住行」所佔比例（58%）已高於食品（42%），「食」的主

導地位已讓位於「衣住行」；在非食品消費中住房、醫療、交通通訊、教育文化娛樂成主要

支出方向，消費結構已從以注重基本生存需求的「食」為主結構升級為以追求安全尊重以及

更高層次需求的非物質為主結構，同時消費尤其食品消費更講究健康安全性和精緻化。 

（2）消費意識（取向）的變遷：「日常生活中每一次消費行為涉及的都是一場符號鬥

爭，是一場為尋求不同群體間區隔而進行鬥爭，通過符號鬥爭，他們確立自己獨特地位和認

同感」 。80年代處大眾消費階段，由於物質匱乏和市場不成熟（信息不對稱），整個消費

過程講求群體共性和取向大眾性，伴隨物資充裕和消費力提升，人們擁有更多選擇權，整個

消費更注重個性追求和取向異質多元。 

四、城区扩建和旧城改造——反观社会变迁四：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滞后工业化 

1978～2007年是福州城市空間變化最激烈时期，中心城區的改造直接改變老澡堂本

身，傳統上福州市中心是東起六一路、西至白馬路、南起國貨路、北至華林路，而舊式澡堂

大都分布在這條帶上，中心城區是各路力量搶佔最激烈部分，再加上工具性城市空間規劃常

忽視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大多數澡堂就被迫撤離。 

        城區擴建和舊城改造牽動傳統澡堂的命運，同時也折射出福州城市化水平 。評價城市

化水平最直接兩大指標是非農人口比重和城市用地面積。從下表 6﹣4可發現，06年福州城

區面積為 1043平方公里，1978年為 34.3平方公里，僅此項就翻了 30.4倍，而人口規模則翻

15.3倍。依照錢納里歸納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發展規律後建立的「發展模型」, 一個地區人均

GNP達到 1000 美元時, 城市人口比重應為 63. 4%，製造工業增加值佔 34.7%。福州在 95年

CNP就已達到 1000美元，但非農業人口比重目前僅為 34.3%（僅為一半），第二產業比重

為 47.4%，說明人口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福州城市化起步 80年代，1987～1995年間波動

發展, 此後才進入快速發展 ，再加上歷史原因「戶籍制度」，從而造成上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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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福州三十年的人口和三大产业比重变化 

年份（年）                  1978        1985       1990        2003        2006 

人口（人）                 473.28      488.86      535.30      604.86      671.0 

非农业人口比重（％）       19.34       23.04       23.09       33.96       34.30 

 三大产       第一产业     26.76       30.75       28.72       10.66       11.20 

业比重       第二产业     47.24       44.75       40.25       50.57       47.40 

 （％）       第三产业     26.00       24.50       31.03       38.77       41.40 

（数据来源：对《福州五十五年》和《福州 2007年鉴》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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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溫泉澡堂的未來可能和新公共活動空間的烏托邦實踐 

         

        當我們將特定社會在嵌入時間和社會空間中觀看，就會發現各個社會集合間的彼此共

振，千年澡堂傳統公共空間的盛衰並非只是行業生態的結果，而是一種社會長時段結構的變

化。歷史和社會從來是複雜多樣，我們仍可看到零星澡堂的存在，其或風雨飄搖或改頭換面

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現，但長時段結構一旦發動將難以回頭，溫泉澡堂作為一種傳統公共空間

是否還有現實存在可能，如果難以承擔傳統公共空間功能，在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的實踐設

計中還可挖掘哪些公共活動空間？這就成為本章節的核心。 

一、溫泉澡堂的公共活動空間功能的喪失和未來可能 

        1、澡堂在自我和社會變遷中已喪失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功能 

       溫泉澡堂的變遷不僅來自數量、客流量和內部本質的變化，同時也是社會長時段結構轉

型的結果，結構轉型一旦發生就難以回頭，在時間和社會空間推動下，傳統溫泉澡堂已經逐

步喪失承擔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它不再是大眾生活的必需品和各階層交流的場域，即

使如此，並不意味其完全消亡。傳統溫泉澡堂可依據其改造目標不同，而承擔老年人情感交

流場所和傳統文化名片的功能。 

2、未來的功能 

（1）由傳統公共活動空間轉向老年人情感服務 

現代專業化社會服務具有階層、年齡或身份門檻，不能滿足所有民眾，尤其是處於社會

底層且易被遺忘的群體，而傳統公共空間恰能很好彌補。傳統溫泉澡堂在三十年變遷中，顧

客群早已轉向中下階層的中老年人，而 2005年福州 6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 77.62萬，佔總人

口的 12.4%10，福州也開始面臨老齡化。隨社會變遷和舊城改造，屬於老年人活動和交往的

公共空間卻越來越少。城市建設中的實用主義易忽視對老年人的關懷設計，老年人擁有時間

但礙於身體，活動空間只限於社區附近；其擁有強烈的傾訴慾望，但高速的生活節奏卻讓其

和家人間缺乏最基本情緒溝通。傳統澡堂恰能承擔起為同齡老人提供固定交往空間的角色。 

（2）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 

溫泉澡堂的改造同樣有自己的層級，07年以後城市空間規劃開始注重對傳統文化空間

設計，溫泉澡堂的改造方向是成為一種「城市文化資本」，其符號意義多于商業經營。但不

同於一般資本運營，傳統往往沒有先天吸引市場的優勢，需要外力支持，這就要求政府的參

與和支持，如：建立統一的洗浴業法規來規範市場，城市名片改造計劃等。 

                                            
10 65 岁老年人占全部人口比重 7%以上，或 60 岁占 10%，称为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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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公共活動空間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 

        無論是集體化時期的生產活動公共空間還是具有千年歷史的傳統公共空間，公共空間對

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具有培養公民參與社會公共活動意識和建立情感共同體的雙重功能，伴

隨時間和社會空間的變遷，國家有意識培養的生產活動公共空間（公社大隊、單位）已隨集

體化時期退場而消失，傳統公共活動空間也在結構轉型中逐漸喪失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功

能，新的公共活動空間成為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要解決的議題。 

       暑假時間，當我和家人每晚固定時間來到閩江沿岸時，竟然看到這種生生不息的公共活

動空間的可能，閩江沿岸早已不是碼頭商貿區，近十年裡風靡全國的廣場文化悄然覆蓋在這

一公共場域，各個階層、年齡、性別、本地和外來工等自覺在晚上固定聚集在這一公共空

間，雖魚龍混雜但各自有自己的公共活動空間，「有組織」的廣場大媽、中年男子的廣場政

治演講和爭論、中年人的交誼舞和不可說的情感故事、被精英階層包裝的慢跑運動、隨風飄

來的紅歌和農村重金屬、本地人和外來工的家長裡短的閒聊、沿江小商品商貿和摩天大樓對

比等，裡面充滿太多的故事、平等對話和情感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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