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あーいい湯だった♡

喜 欢 泡 澡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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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在满池的热水里时，总是充满了幸福感，那是为什么？

感觉既轻松又热乎乎，而且气爽清新。

还记得泡在大浴池的舒适感吗？
摄影 ：高井知哉  采访 ：JQR 编辑部

泡澡真舒服！
始终迷恋于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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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天然丝瓜络制作的洗浴
工具。在擦洗全身的同时还
起到了按摩的作用，有助于
血液循环。源自前人智慧的
护肤体验，为您带来健康的
肌肤。420 日元　
问讯处：MARNA
电话：03-3829-1111

自 1975 年发售以来始终畅销。细腻
的泡沫可洗去污垢，山茶花油能够有
效防止头发中的水分蒸发以锁住水
分。在冬天这样的干燥季节，还具有
减少静电的作用。630 日元
问讯处：大岛椿
电话：0120-457-178

带绳丝瓜络

大岛椿山茶花油洗发水

自 1929 年发售以来，工厂始终坚持使用皂化
盐析法生产制造。虽然制作的过程需要花费一
周的时间，但得到的产品却极富天然成分，具
有极高的保湿效果。105 日元　
问讯处：牛牌香皂共进社
电话：06-6939-2080

使用木曾名树之一的 “ 木曾金松 ” 制
作而成。工匠们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细
致的作业使其具有耐脏的特性。还可
以闻到金松所独有的芬芳。4305 日元
问讯处：吉彦
电话：0120-50-4415

木曾金松洗浴盆

红盒牛牌香皂

Q u a l i t y
R e v i e w

沐浴QR
　　洗浴可以洗去一天的疲劳。所以，更
需要使用那些能让人身心愉悦的沐浴用
品。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越是使用就
越会爱上它——日本制造的常年畅销商品
介绍！

澡堂必备物品。
在家洗浴必备品。
日本制造的沐浴用品

记录／ JQR 编辑部　摄影／高井知哉　设计／竹村真由美（商品）

    从坐上收银台的第一天至今已
经 有 30 年了。一开始的 时 候，
跟全身一丝不挂的浴客交谈总会
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而收银台上
之所以会有电视机，一部分原因
也是为了调和气氛。
    但是，如果在收费时看到客人
脸色不好的话，我可是不会放过

的（笑）。因为，客人身体健康的
管理也是我们收银的工作范围。
    与熟客之间都很熟络，有时会
说一声 “ 拜托了 ”。所有的澡堂
的水温都会比家里的澡盆要高，
所以，经常会看到小孩子因为水
温太高而在浴池前磨蹭不敢下
水。这 时，我就会走出收银台，
去帮那些孩子。拿脸盆从浴池中
舀一些水，从孩子的脚开始一直
浇到胸口，让他们慢慢适应浴池
的水温。这样重复几次之后，浴
池的水和身体之间的温差就会慢
慢 变 小，下水 时 也不会感到异
样。到澡堂只洗淋浴的话，那可
算是白来了。看到那些我曾帮助
过的孩子再次来到澡堂洗澡是我
最开心的事。

    在看到竟然会有人在淋浴处剪
头发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剪下来的头发不仅会堵住下
水口，还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快，
给旁边的人带去困扰。此外，在
洗面池里洗衣服的人也 让 人 头

疼。特地来澡堂洗澡的，旁边居
然还有人洗衣服，这实在是太悲
催了。
    关于不让人省心的客人的故事
那可是说不完的，而很多客人都
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即使不用
的时候也会一直开着莲蓬头。这

样会很浪费水的。而最为严重的
事情就是不把身体擦干就去更衣
室。更衣室一旦潮湿就很容易打
滑，这是非常危险的。澡堂里有
小孩、有老人。老人们大都腰腿
不是很好，小孩又会来回跑，如
果地板潮湿打滑的话，就很容易
会摔倒。
    对于这些违法规定的客人，我
会第一时间直接进行劝说。如果
劝说对象是那些听不进去的孩子
的话，我就会跟他们父母说。因
为，一旦有人受伤那就迟了。

    澡堂很注重对季节的感觉。马

上就要冬至（12 月 22 日）了，
冬至那天所有的澡堂应该都会有
柚子浴。大家都会想在温暖的浴

池中，一边闻着怡人的香气，一
边驱散过去的疲劳。
　　除了这些与四季对应的活动

之外，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是买

年 10 月 10 日的澡堂 节。各 处

的澡堂都会准备一些特别的洗澡
水或是抽奖活动，有时甚至还会
有现场演唱会。尽心举办澡堂节

的我们看到客人们高兴也会非常
开心。
    曾几何时，澡堂总是挤满客
人，非常地热闹。大家都会在一
天的工作之余来澡堂洗个澡。现

在回想起这一切，那真是一个幸
福的时代。来到澡堂，肯定会碰
到一些邻里街坊，大家可以坦诚

相对，畅所欲言。虽然那样的时

代不会再现，但还是希望客人偶
尔来一下。一边仰望着高高的天
花板一边在宽敞的浴池中洗浴，
绝对会让人心情愉悦的。

违反规定、让人没辙的人

随四季而变的澡堂活动

走访明神澡堂的大岛 MITUKO

一如往昔的澡堂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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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完澡，一边眺望美丽的庭院，一边喝上一杯，真是舒适绝妙。
夏天还有的客人在凉爽的窗边午睡。五月杜鹃开花的季节，庭院
被染成一片红色。欣赏随季节变化的庭院，也是乐趣之一。

帝国汤
留有年代风貌

浴场之王道、
浴后更舒心

由已故油漆师早川利光绘画创作。他去世以后没有再重新画过。为了让
孩子们高兴，在男浴室画了飞机；女浴室画了乘坐着胡萝卜火箭的兔子。
可以看到早川先生的画风中极为罕见的玩心。新年的时候，在富士山的
山顶部分装饰着新年稻草圈。因浴槽较深，热水也相当的热，泡澡时，
可先从温度较低的药浴开始。

更衣室的正面墙上挂着的大摆钟。环视周围，怀旧的体重计以及女浴室
里的头罩烘发机等等，都是最近极为少见的物品。冰箱里排列着牛奶、
咖啡牛奶、水果牛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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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浴场是社区的人们常常
汇集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到建筑物的规

模很大，并且建造得非常奢侈。
　　1916年（大正5年）创建的东日暮
里的帝国汤就是其中之一。砖瓦的房顶

加之巨大的门帘，是一座至今仍保留着
威风凛凛面影的浴场。建筑物在 1953
年（昭和 28 年）重建，庭院仍然保持着
当时的面貌。建筑物是围绕正房的结构，
通风极佳，夏天无需空调。并且，洗完
澡可以随季节欣赏到各种不同的花草。
　　浴池大厅的顶棚大约有十米之高。
下午的早些时候，被玻璃反射的阳光照
在瓷砖上，形成宽敞舒适、神清气爽的
空间。蒸汽不断向上升起，因洗澡产生
的湿气立刻烟消云散。虽然前来入浴的
浴客为数众多，但浴场仍然保持清洁干
净，其缘故就在于浴场具有高高的顶棚。
　　热水温度设定为较高的 46℃。可
以添加冷水降低水温，而老浴客则会说：
“ 容易感冒哦。” 因而建议切切实实地泡
暖身子，泡完澡走出浴池后，充分休闲，
尽兴乘凉。浴场还提供围棋和象棋，冰
箱里存放着众多的饮料，其中牛奶品种
为最多。帝国汤不只是泡澡，而是泡完
澡后可以充分享受轻松舒适的浴场。

帝国汤
地址：东京都
荒川区东日暮里3-22-3
电话：03-3891-4637
休息日：周一
营业时间：
15:00 ～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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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富士山图画，是如今为数不多的油漆画家之一、丸山
清人先生的作品。油漆画的下面挂着的广告牌，虽早已不再
起用，但仍然作为装饰挂在那里，成为一件当地名物。浴场
内左边是温度适宜的药汤浴池，右边是超声波泡沫浴池。

（左）淋浴室内沿着墙壁排列着朴素的龙头和旧式的的淋浴器，而且在中间并排着一列龙头。
（右）作为浴场的装饰品之一，放置在更衣室内的金鱼缸，使得一丝怀旧气氛变得更加浓郁强烈。

明神汤
传统风格的建筑物美丽壮观

典型昭和氛围的浴场更显
斑斓色彩

更衣室里有的人在观看电
视里的棒球或大相扑，有
的人舒适地躺在按摩椅上
休息，热闹非凡。面向外
侧的大门是用玻璃制成，
透过玻璃门，可以观赏美
丽的花园，花草树木能使
人感受季节的变化，非常
舒适有趣。

　　明神汤于1957年（昭和32年）建立，

宛如寺院建筑的外观，在关东近郊颇为

多见，被称为“宫殿型”。至今仍然如同

当初一般昂然耸立在那里，是一座保留

了浓郁昭和氛围且极其珍贵的浴场。

　　入口处、浴池使用的磨砂玻璃和瓷

砖，也是自开业以来使用至今，现在已

经难以入手。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有

的地方已经磨成圆角，但却更增添了一

份古色古香的氛围，令人赏心悦目。

　　到这里来泡澡的客人，有的是自开

业以来的常客，有的则是来自附近的公

寓，因嫌弃自家浴室狭窄而来泡澡。客

人中有的携带儿童，有的是年迈的老人，

年龄层次涉及广泛。有时候能看到年迈

的老人向小孩子们传授玩耍以前游戏的

情形。

　　浴池里的水温约为 43℃，至今仍

然劈木作柴煮沸热水。用木柴烧热的水

柔软温和，易于暖身，深受好评。

　  到明神汤来能够感受人的温情，是

当今为数不多的浴场。

明神汤
地址 ：东京都大田区南雪谷 5-14-7
电话 ：03-3729-2526
休日：每月 5 日、15 日、25 日（与周日和法定休日重叠时，则翌日休息。）
营业时间 ：16: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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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摩美术大学学习影像和戏剧，毕业作品“浴场”
系 列 深 受 瞩 目。2000 年 参 加 了 日 本 国 内 外 的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发表 “回转回” 系列
作品。2002 年就任德国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客座艺
术 家。 参 展“ 横 滨 YokohamaTriennale2005”、

“Sculpture week 2006”（Art Omi International Art 
Center, 纽约）等。

屋代敏博（YASHIRO TOSHIHIRO）

浴池热水里，洗澡后身上保持热呼呼的

感觉。相反九州等温暖地带，浴池做得

比较浅。在气温高的地区，很多客人会

感到与其说是不容易在浴池里泡热身

子，倒不如说是不容易冲掉汗水。”

　　屋代先生说 ：“把摄影放到一边不

谈，每去一家浴场，都可以观察当地人

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有趣。”浴场并非单

纯的入浴之处，而且还是当地的人们生

活的场所、交流的场所。从只言片语的

交谈中，可以领略社区的生活风貌。

　　虽然屋代先生在进行拍摄交涉时，

彬彬有礼地表达希望留下浴场照片的心

情，但很多场合会被拒绝。

　　“ 开 始 拍 摄 浴 场 是 在 1993 年。

1996 年开始发表“浴场系列”，前一年

发生了令人难忘的大事件，阪神淡路大

地震以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也

许是由于如此社会背景的原因，当时拍

摄变的十分困难。”拍摄始终是当场胜负，

不存在知晓对方心理的读心术。浴场的

主人存有戒心也是理所当然。虽说如此，

非常爽快地答应拍摄的浴场主人也很

多。

　　“虽然有感觉欠缺的一部分，但也

有新的沟通和交流。巡游日本全国时，

『SUZUNOYU M IYAGI 1994』

『SHIMOOOYU YAMAGATA 2010』

一期一会（一生只遇一次）

在汽车里过夜的时候很多，在所拍摄的

浴场的更衣室里住宿的次数也很多。有

一次访问一家浴场时，被告知一周之后

将关闭。于是在此期间，与浴场的主人

一起吃饭、一起泡澡、一起为浴场送葬。”

在日本全国，油漆画家已经为数寥寥，

古雅的瓷砖也有一半已经停止生产。历

经年岁的建筑物虽然很有风韵，但损伤

也十分严重。

　　我们也希望美丽无比的浴场能够永

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力。

屋代敏博先生巡游日本全国的浴场，收藏着很多不断消失的有关浴场的贵重照片。
用男浴室和女浴室左右对称的照片连接而成的“浴场系列”，是反映浴场美妙魅力、令人夺目的艺术性作品。
就有关浴场的魅力以及“热水与人”， 我们采访了屋代先生。

浴场是无限美丽的地方
浸泡在陌生浴池里的舒心

摄影／内藤 SATORU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MASAMIYOKUJYO SAITAMA  1995』

　　屋代敏博先生 ：“因为家里有浴室，

到东京来之前，没去过浴场。”而如今却

巡游全日本浴场、拍摄收集各种浴场的

照片。代表作之一的“浴场系列”是将

男浴场和女浴场的照片左右对称地连接

起来。照片壮观美丽，乍一看，一下子

看不明白，略感困惑，但质朴而怀古，

是一幅美丽的照片。

　　以浴场为主题是起因于制作美术大

学的毕业作品。屋代笑道：“为了上大学，

离开老家一个人生活以后，浸泡在浴场

里，思考毕业作品已经成为每天的功

课。有一天，和往常一样跑去浴场，结

果那家浴场休息，无奈只得去其它的浴

场。谁知新去的这家浴场，与原来的浴

场完全不一样。惊讶、新鲜、融洽的感

情交织在一起，感觉十分奇妙。”

　　虽然宽大的浴场空间相同，但却感

觉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据说这种感觉十

分有趣。屋代先生说 ：“将目光又重新

转向细微部分，间隔相同的成排龙头、

浴池上面的油漆画和瓷砖画。虽然男浴

室和女浴室是隔开的，但在天顶部却连

在一起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空

间。”结果将毕业作品的主题更改为浴场，

于是开始拍摄关东地区的浴场。

　　“每到一处浴场，除了观察入口、

更衣室、柜台等以外，还必定入浴体验，

确认其舒适程度，唯独感觉满意的浴场，

才进行拍摄。也不知何时，开始使用大

型照相机拍摄整体浴室，这与其后来自

身的作品“浴场系列”有着紧密的联系。”

　  仪器开始变得沉重，于是开始使用

汽车，这也为以后巡游全日本浴场提供

了方便。

    “走遍了全国的浴场有很多第一次感

受到的东西。例如 ：一般浴场里铅版油

漆画或瓷砖画等的豪华装饰，除了东京

以外，其它地方都非常朴素。原是为了

广告收益而画的图，浴客众多的东京自

然非常豪华。”根据地区不同，浴场的风

格也不同。

    “类似于北海道等寒冷地带，浴池做得

比较深，这是为了可以将身子完全浸入

感受浴场魅力的瞬间

开始拍摄后明白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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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称为“4/3(Four Thirds)”的规格，

2008 年，松下与奥林巴斯

行走在灾后的东北 深受流言之苦的小芥子之乡

有一天，我在古董市场买到了一件小芥子木偶人，据说其诞生地是福岛县山谷

间的温泉之乡，正当我为之心驰神往的时候，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了。一转眼 9

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听说那里深受流言之苦，于是我就决定去拜访一趟。

福岛县 土汤温泉

鬼面山 

东北新干线  福岛站 

土汤温泉

福岛县

福岛第一
核电站

晚饭前去洗了一下。（成人 200 日元）

 公众浴场  中之汤

仅可容纳 4 ～ 5 人的浴池

沐浴用脸盆
浴池的水比较热

当天投宿的山根屋旅馆的

“上之汤”

没有淋浴，禁止使用

肥皂、洗发精

自然涌出的单纯温泉，有治疗作

用。真想好好在里面泡一泡。

来自市内各处的客人 “大家都是冲着这里热

乎乎的浴汤来的！”

当地的常客

洗浴之后来一份凉凉的荞麦面，这感觉绝了！
“味工房 HISAGO”

 5 种饕餮荞麦（1350 日元）

承载了陈野原女士热切心

愿的复兴小芥子

小芥子中还有更小的小芥子

体现出了

“靠近”和“互助”

宛如小芥子的曼陀罗画卷

荞 麦 店 的 店 主 陈 野 原 幸 纪，

同时也是一名小芥子工匠
荞麦粉 100% 的纯荞麦

店主告诉我说 ：“本打算用福岛产的

荞麦粉来体现地方味道的，但是考虑

到流言的问题，现在没办法这么做”
土汤温泉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 70 公

里。11 月 21 日，当天测得的辐射线量

为 0.17 微希福特 / 小时，为福岛市内

的最低值

 黄金菇天妇罗
滑菇

山芋

果仁松风温泉蛋

福岛市政府土汤温泉办事处

阿武隅川支流的荒川

沿河排列的温泉街

就连位于温泉街中心的老店都……

与正在清洁六地藏菩萨的阿婆闲聊了几句

站 立 在 桥 边 的 巨 型 小 芥

子。土汤温泉以小芥子之

乡而闻名

“真是欢迎啊”83

岁的阿婆对我说道。

阿 婆 的 皮 肤 非 常 光

滑，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常泡温泉的关系？

受到大地震与核辐射的流言所累，来客急

剧下滑。有 5 家旅馆不得不关门歇业。

在办事处前，每周会

进行 3 次核辐射测量。

还有许多旅馆提供温

泉一日游，甚至还有

4 处免费足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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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户温泉物语
地址：东京都江东区青海 2-6-3
电话：03-5500-1126
营业时间：上午 11 点至翌日上午 9 点
休日：全年无休
门票：成人：1980 日元
（周六、日、法定节假日：2180 日元）
但 18 点以后有追加费用。

天清洗污垢的是一般浴场，这已经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能够更加舒适
地享受一下的是超级浴场，提供桑
拿、药浴、瀑布浴、按摩浴缸等设
施，门票一般不超过 1000 日元左
右。普通的使用方式为每周去一次，
以消除疲劳、恢复精神。
    比超级浴场更大规模的则是健
康乐园，除了有超级浴场的设施之

    日本的浴场有着各种各样的进
化。除了家庭浴室和温泉之外，可
以轻松感受一般浴场、超级浴场、
健康乐园等三个范畴的浴场，想来
真是太奢侈了。
    简单介绍其不同特征即为：每

外，还增加有各种各样的浴池、按
摩和美容瘦身，可以品尝美味佳肴，
还可以赶庙会、去游戏中心游玩。
换上健康乐园出租的浴衣和室内
服，可以更加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
    健康乐园可以玩得更加轻松，
更加快乐，这是日本独特的娱乐设
施。

浴场范畴点滴♨

国际展示场

東京湾

大江戸温泉物語大江戸温泉物語

東京ビッグサイト东京 Big Sight( 国际展示场）

东京电讯
港站
东京电讯
港站

电信中心（Telecom Center）电信中心（Telecom Center）

海鸥线海鸥线

御台场海滨
公园
御台场海滨
公园

豊洲豊洲

临海
线

临海
线

彩虹大桥
彩虹大桥

三人相聚开始了浴场的杂谈。理想是充满旅情的温泉巡
游，但朋友相聚，值得推荐的是健康乐园。不仅有丰富
多彩的浴场，而且娱乐项目也十分充实，并且价格适中，
欢欣雀跃地欣赏浴场也十分有趣。来吧，让知心好友的
关系更加贴心、更加紧密！

泡完温泉以后的寿司和荞麦面，
真是太好吃了！

悠悠、捞金鱼、算命、娱乐项目真多，
玩得太开心了。

出了很多汗，真是太爽快了。

消除了疲劳，

泡在温泉里的女生

谈笑真是棒极了。

参加浴场女生聚会的三
位，右边开始：细田由
香里、森田茜和谷口真
实。三人都是位于三鹰
的一所大学的同级学生。

真实◆今天好冷噢，真想要一个

暖宝宝。

由香里◆今年冬季也说节电，不

知道百货店、商场冷不冷？

茜 ：谁说的？

由香里◆电视里说的。

茜◆这可是由政府决定噢。但是

可 恶 的 要 数 东 京 电 力 了。 说 是

一百万年安全的核电站，可现在

呢……

真实◆一边说节电，可他们自己

倒是暖和得很。

由香里◆这样啊……。对了，去

温泉吧，我也想暖和暖和。

茜◆由香里每次回到山梨老家，

都要去温泉对吧，那个温泉的名

字叫什么来着，你经常和老妈一

起去的温泉。

由香里◆自由随便温泉。那里可

以清楚地看到富士山，是一个非

常好的温泉，不过最近很拥挤。

茜◆越来越有名了。

真实◆我回长野老家时，肯定要

去浅间温泉泡温泉，那里的温泉

很不错。

由香里◆真实是和男朋友一起去

温泉吧，分开泡温泉是不是很没

趣呢？

真实◆唔，最近有室内露天浴池，

这可是很有趣，我男朋友已经着

了迷。

由香里◆到底是对什么着迷哦。

茜◆真好，我老家是本地东京，

一年也顶多去一次温泉。

真实◆那就快点找个男朋友，然

后成为温泉之迷。

由香里◆东京没有温泉吗？

茜◆当然有，东京市内也有很多

地方冒温泉呢。不过，大家能一

起去泡的温泉……。对了，有个

“大江户温泉物语”。

真实◆那是什么？话剧吗？描述

江户时代温泉的话剧？

茜◆不是不是。是一家健康乐园，

一个很大的再现江户时代街景的

温泉。泡泡温泉、赶赶庙会，大

家一起去，人多很开心的。

由香里◆健康乐园有很多是复古

的，有的还有乒乓球台呀、投币

游戏等。

茜◆在“大江户温泉物语 ”，大

家 可 以 选 择 穿 上 自 己 喜 欢 的 浴

衣，浸泡各种浴池，肚子饿了还

可以品尝美味佳肴。

真实◆真的啊，听上去很有趣呢，

在哪里啊？

茜◆台场。

由香里◆台场，是在东京湾吧。

那个地方有温泉，真难以相信。

茜◆是啊，我开始也这么认为，

出乎意料，很近呢。

由香里◆那这就去吧，今天正好

休息，去愈治一下。

真实◆太好了，我已经是泡澡心

情了。

始终迷恋于
温泉的三位

日本的浴场是奇妙天地。
娱乐型愈治场所，那就是健康乐园。

去“大江户温泉物语”

举办了女生聚会！

あいうえおかきく

け○あいうえ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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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是荞麦粉 100% 的全荞麦面 “ 利
休庵 ”，左边的是日式甜食的 “ 喜之字屋 ”，
略奢侈一下就到中间的 “ 江户寿司 ”。

这里也是仅女浴室才有
的露天桶浴。可以悠闲
地独占一个浴桶，尽情
享受。其他式样的入浴
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江户温泉物语的主街是
以望火楼为中心而建成。挂满

街头的灯笼，照亮了充满江户

氛围的大街。餐厅供应寿司、
荞麦面、札幌拉面、以及韩国
料理，品种丰富。吃饱了即可
去玩吹箭、捞超级球、雕刻脱
型等令人怀念的游戏。归途中，
别忘了在 “ 两国屋 ” 购买一份
土特产。

　　尽情游玩之
后，可以在客房
里 轻 松悠 闲 地休
息一番，然后再
次出 发 去江 户 的
街道。

在大江户温泉的旅馆“伊势屋”
轻松悠闲地休息一番！♨

广 小 路

又吃又喝又玩太

令人满意了。

宽敞、

悠闲、

轻松。

可供选择的女式浴衣为 7 种，
男式为 3 种。在正门的服务
台办完手续后，可在旁边的
越后屋免费租借。

感受庙会氛围的娱乐活动十分丰富！投飞镖（上
图）是将真正的铁制飞镖投中目标后，即可获得
奖品。尽情地投掷一下，好好地散发一番也很不
错。

沙浴是将铺满的沙子用水蒸气加热，温度
为 43℃，可以把全身捂得热乎乎的。入
浴费：15 分钟 1575 日元。

　　换上喜欢的浴衣，这里已经是江户的街道！首先去浴场体验各种各样浴池，出了汗、消除了
疲劳，接着就去被灯笼照得通明的“广小路”。逛累了庙会之后，可以去餐厅歇一歇脚，只是担心
因游玩江户的街道而带来了更多的疲劳。

　　以浮世绘画师歌川广重的
名作之一《东海道五十三次》为

主题的足浴宛如小河一般流淌
在庭院之中。漫步小河，河底
的鹅软石刺激脚底的穴位，略
有疼痛感，但感觉十分爽快，
真是不可思议。由于可以穿着
浴衣浸泡，很适合恋人、或家
人一起体验感受。另外还可以
尝试岩盐、沙浴、温泉鱼疗等。
※岩盐、沙浴、温泉鱼疗为另收费。

　　从由地下一千四百米处涌出
的弱碱性温泉 “ 大江户温泉 ”，
到被丝绸般柔软的细微泡沫包住
全身的 “ 丝绸之汤 ” 等，总共有
13 种温泉可供享受的大浴场。
对肌肉痛、关节痛有效的弱碱性
天然温泉温度较高，另设有调节

了温度的小浴池，故尽可放心入
浴。“ 雾之汤 ” 为女性专用的蒸
汽桑拿。

足 浴

足 湯 湯 屋

広 小 路

快乐无比忘记了疲劳？！
为了愈治疲劳而来…… 浴 场

真舒服！

沉醉于怀旧的

游戏之中 大家一起玩真是太开心了。

尽情愉快地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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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鱼疗

木制甲板

沙浴

岩盘浴

先到这里

服务台

在此领取
浴衣

还有露天浴场

浴场

这里供
应土特产！

住宿入口

体验庙会！

还有美容瘦
身沙龙

可以品尝
日本菜的

料亭！
八百八町

洗完澡喝一杯

男用客房

在大厅
休息放松

广小路

正门

热乎乎

足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