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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湿地成候鸟“乐园”
初冬时节万鸟齐舞

无锡非遗传承小达人
秀“十八般武艺”

近日，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黑河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迎来了大天
鹅、 灰雁、 赤麻鸭等成千上万的大批
越冬候鸟， 在此时而觅食、 时而嬉戏、
时而飞舞， 成为初冬时节黑河湿地一
道别样的风景线。 近年来， 高台县通
过退耕还湿 、 植被恢复 、 生态补水 、
围栏封育等工程加强湿地保护与治理，
取得了明显成效， 黑河湿地每年会迎
来大批越冬候鸟， 成为名副其实的候
鸟 “乐园”。

“海洋之眼”亮相三亚
“美人鱼”迎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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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垢还是专家更容易搓出来”

每逢周末， 早上一大家子人便浩
浩荡荡去公共澡堂， 成为不少韩国人
的温情记忆。 儿子与父亲， 孙子与爷
爷， 儿媳与婆婆， 隔壁大叔与隔壁小
伙， 大家或帮着彼此， 或几人围成一
圈， 一边搓着背， 一边交流感情， 敞
开心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 ， 韩国家
庭结构开始由大家族转为小家庭后 ，
由传统韩屋转为公寓文化， 传统的公
共澡堂逐渐被集娱乐设施与澡堂于
一身的汗蒸房取而代之 ， 像是搓澡 ，
也逐渐变成了一种消费， 衍生出一种
职业。

在韩国常驻期间， 笔者就去汗蒸
房体验了一把韩国沐浴文化。 首先是
淋浴， 将头发和身体清洗干净。 第二
步是泡温泉 ， 以迅速打开肌肤毛孔 ，
排除体内毒素等。

除了传统意义上以水温高低分为
热汤、 温汤、 冷汤， 温泉池还以不同
成分分为海水汤、 人参汤、 补药汤等。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搓澡 ，
它能帮助人们去除皮肤表面的死皮 。
“澡堂 ” 一隅往往会设有单独的搓澡
间， 各式服务明码标价， 搓澡师会引
导顾客放松身体， 用粗糙的毛巾搓得
带劲， 顾客一边精疲力尽一边却也很
是享受。

有人说 ， 这一过程让皮肤重生 ，
神奇亦痛苦。

朋友间会打趣说， 即使每天都洗
澡， 这样一番下来， 总会让人不禁发
出感慨， “之前的澡都白洗了！” 而对
于专业搓澡的手艺， 很多人说 “也许
有没体验过的人， 但绝不会有只体验

一次的人” “泥垢还是专家更容易搓
出来”。

搓澡师的职业编号42234

在韩国， 搓澡师有个响亮的专有
名词———沐浴管理师。 查询 “韩国标
准职业分类” 名录， 你会发现， 沐浴
管理师职业编号为42234号， 其定义为
帮助顾客沐浴、 按摩以解除疲劳、 提
供美容服务的人。

其实即使是在20多年前的韩国 ，
搓澡师大多被认为是相对低下的工作，
甚至没有专门的称谓， 常被以 “搓澡
的” 来称呼。 直至本世纪初， 韩国舆
论引发了关于搓澡师职业的论战 ，
2007年统计厅在 “韩国标准职业分类”
修订案中新增了 “沐浴管理师” 这一
名称。

韩国还有了金牌搓澡师， 名为金
尚燮。 他说， “搓澡是一门艺术”， 每
一个身体都是一件艺术品， 搓澡不能
光靠蛮力， 手指要像弹钢琴一般掌握
节奏。 凭借搓澡， 金尚燮获得非常可
观的收入， 并成立了自己专门的搓澡
团队和品牌。 根据搓澡部位和按摩品
种不同， 价位在一次3万韩元至10万韩
元不等 （约合180元-600元人民币 ）。
他还准备开一所搓澡师学校。

关于搓澡， 韩国国内设有几十家
规模不同的各式教育培训机构。 如皮
肤沐浴管理师教育院、 皮肤教育管理
协会、 地方搓澡学院等。

业界人士说， 现今的搓澡已不再
是简单的搓净泥垢， 而是提供涵盖推
拿、 运动按摩、 蒸汽按摩等复合型服
务。 学员听课从学习搓澡按摩手法技
巧， 到彼此间进行实战， 还要学习理
论知识 ， 懂得如何辨别顾客的肤质 ，

因 “肤” 制宜。

咖啡馆以澡堂为主题

有意思的是， 韩国搓澡沐浴文化
催生的不仅仅是职业， 还有商品和产
业， 例如并不在意大利存在的 “意大
利毛巾”。 “意大利毛巾” 是诞生在上
世纪60年代釜山的一款搓澡巾， 其核
心部分的面料是平针织结构。 该织法
让浴巾表面很紧实， 手伸进去和搓澡
巾之间会紧密贴合 。 之所以被冠上
“意大利” 的标签， 有说法是因为使用
了意大利进口的人造丝绵。 设计专家
认为 “意大利澡巾 ” 的功绩就在于 ，
该设计用一个小创意改变了老百姓的
生活方式 ， 让搓澡瞬间变得 “轻松 ”
起来。 而在这之前， 人们是把薄毛巾
缠在手上搓泥， 实属不易。

还有商家推出了多功能搓背器 ，
好像是把手加长版莲蓬头， 将类似于
搓澡巾材质的布料套在顶部， 方便更
换， 也方便独居人士使用。 此外， 韩
国文化内容产业也把搓澡、 澡堂的题
材运用到极致。 2011年在韩国网络平
台上连载的漫画 《沐浴之神》， 讲述了
无业青年许立志成为世界最大温泉主
题公园 “金子汤” 最棒的沐浴管理师，
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故事， 因其独特的
题材和故事吸引了大量的人气。

2016年高人气网络漫画 《女汤报
告书》， 故事以女子澡堂的点点滴滴展
开 。 2017年 韩 国 推 出 音 乐 剧 作 品
《Bathman》， 讲述一群沐浴管理师为了
挽救男子澡堂 “白砂糖” 的故事……

韩国首尔、 大邱还出现了特色澡
堂主题咖啡店， 将咖啡文化和澡堂文
化相结合， 把环境装修成澡堂， 让大
家在澡堂里喝咖啡。 摘自 《环球时报》

韩国人“神奇亦痛苦”的享受

近日， 由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携
手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打造的 “海洋之
眼” 水族箱亮相三亚机场迎接八方来
客。 据了解， “海洋之眼” 水族箱位
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T1航站楼到达厅
内， 外型宛如一颗 “蓝宝石”， 其中有
造型各异的珊瑚， 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还有两位 “美人鱼” 与旅客互动， 惹
得刚下飞机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拍
照留影。

穿汉服、 学剪纸、 做女红、 画瓷
板……近日， 来自无锡25所优秀传统
文化交流展示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集
中亮相无锡红豆万花城， 参加在这里
举行的2019无锡市中小学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交流展示活动。 活动现场，
非遗传承小达人们 “各显神通”， 或单
独、 或组团， 向社会大众展示在各自
学校所学的 “非遗技艺 ”。 此外 ， 泥
塑、 九连环、 女书、 刺绣、 印刻、 扎
染等手作项目也亮相活动现场， 吸引
了众多市民 “上阵” 体验。

搓澡

男人们聚在自家的澡堂里泡澡， 爷爷问大家， “你们在这世上活到现在， 觉得哪一瞬间最幸
福”， 有人说看到孩子出生， 有人答接到升职通知， 有人说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每个人都根
据自己的理解说出对于幸福的定义， 对于压轴的爷爷而言， “现在， 就是这会儿， 和你们在一
起， 泡在水池里说话的这一瞬间最幸福……” 这是经典韩剧 《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中的一幕。
对于许多韩国人而言， 澡堂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搓澡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是关乎 “情” 文化的一
种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