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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并在饮食、运动等各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健身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阶段。现有的研究大都是在微观层面或宏观层

面，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健身产业或健身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本研究试从中观层面，以

地理空间为切入点，结合消费经济学和消费地理学相关理论对上海健身产业的空间建构做出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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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 

随着全球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借助大众传媒和商业化运作机制，向人们推销我们

自己的身体，使我们成为消费自己身体的消费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健身消费应运而生。健

身消费作为消费活动的形式之一，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

日常消费的各类物的体系不过是其使用价值之外的意义体系的符号和载体，人们所消费的并

不是物而是符号，消费是对符号进行积极的操纵
[1]
。 

人们对于身体的关注，首先是希望通过健身运动保持健康，舒缓压力；其次是现代社会

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现代文明病”促使人们不得不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更为重要的

是，身体作为特殊的象征形式和载体，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身体形象也参与了社会

生存竞争，这直接影响到生活机遇和自我认同的形成
[2]
。因此人们不得不去考虑通过健身得

到身心愉悦和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获得社会地位、身份、品味及可以与之相联系的心理

满足，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Bell等指出身体论述常常关于肥胖、健康、体能和性感，体型和身材变成了铭刻认同的

标示和手段
[3]
。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肥胖的身体作负面的呈现，在身体被消费所规训和客体化

的过程中，肥胖的身体被说成不得其所，男性和女性被理所当然地再现为都市健身消费者
[4]
。

相对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自己的身体，正如尼采所言：“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

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
 [5]
。许多调查表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渴求是一个

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然而任何消费群体都有消费等级的差别，对于那些经济宽裕的人群．随着财富的积累便

有意无意地展开社会地位的形象攀比，开始进行消费领域的较量，借助金钱的支撑进行炫耀

性消费，以此获取荣誉、面子、声望以及地位等各种形象，体现其自身价值以满足其生活意

义的需要
[6]
。而对于那些消费能力有限的人群，在选择消费场所时，就会有一定的考量。所

以，在健身消费中人们就会挑选不同的健身消费场所，从而形成不同的微区位。这也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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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要探讨的不同微区位形成的内在动因，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2  研究综述 

健身消费者通过实践在健身场所形成关系网络，从而产生了社会重构，形成微区位。在

理论分析工具上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不仅指人，还可以是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所有

的行动者在建构过程中被视为是平等的，人类没有任何的身份优势
[7]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消

费地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健身消费研究也已趋于成熟。马红玲（2002

年）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对我国现阶段体育健身消费市场的现状分析，提出了有利于我国体

育健身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8]
。毛旭艳（2010年）从营销学的角度对体育健身市场进

行了相关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分别从定价策略、营销组合策略、促销策略、健身市场及营销

策略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从体育健身行业内部做出发展研究
[9]
。钟天朗（1998年）等采用

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析了上海市民体育健身消费现状,主要探讨

了不同体育健身项目的消费情况、体育健身消费兴趣形成的主要原因及需求趋势等,并在最

后提出了拓展上海市体育健身消费市场的若干对策
[10]

。钟天朗（1999年）采用问卷调查、

询访及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探析了上海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从政府和健身企业自身多个角度提出了上海体育健身娱乐市场有序发展的对策
[11]

。刘高

林（2010年）等以周口市健身俱乐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对周口市

三家健身俱乐部的经营现状、教练员现状及消费者状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周口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12]

。米尔扎克木·肉孜（2011年）等从个体

消费行为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等调查方法，对新疆师范大学留学

生健身消费行为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留学生健身消费行为的现状及影响留学

生健身消费的因素，最后提出对于留学生健身付费情况的建议
[13]

。吴晓鸣（2007年）在不

同城市空间层面，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及逻辑分析法等,对上海、广州、深圳三个

城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从中发现这三个城市虽然在历

史的发展、文化的积淀等方面各有特点，市民所选择的运动项目、运动场地等方面有所差异，

但在运动消费、年龄分布等方面有相当的一致性
[14]

。台湾学者李承嘉发表于台湾《地理学报》

的成果，就以台湾九份聚落为例，从乡村区域发展的角度，对行动网络的转译过程、人类与

非人类对等性、网络与聚落社会互构等做出分析，并指出乡村发展在“外生”与“内生”之

外存在“第三条路”
[15]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林耿教授等在健身消费与地理空间生产分

析的基础上，对该主题做进一步凝练，从微区位与地方构建的视角进行理论解释。他以广州

力美健健身会所为例，将其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微区位研究对象。研究援引建构主义的地方研

究路径，认同地方是由健身消费实践过程的关系所建构。在此视角下，解释了作为微区位的

健身场所，是如何被消费关系建构为地方的，又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社会关系的最

终借助“身体(健身)—消费—地方”的关系脉络，探讨出微区位中人地关系的建构方式及其

地方表征
[16]

。 

健身作为中国大都市消费社会中晚近兴起的事物，其特征是以身体投入消费实践，与器

械产生联系，与他人形成交流，与教练形成互动。健身概念为多元行动者所诠释、转译和表

征。在消费实践中涉及的行动者类型和彼此关系，适合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分析和解读。

同样适合援引关系型地方理论，解释健身场所作为地方是如何为消费实践关系所建构的
[16]

。

本文具体研究方法采用统计分析法(针对问卷资料)和话语分析法(针对访谈内容)。其中，统

计分析法主要是针对收集的问卷进行信息整合，分析健身消费活动者的个体信息、社会地位、

选择偏好等。话语分析法主要通过揭示不同主体话语所体现的意图及其所隐含的社会意义，

以解释消费空间建构中的宰控关系。 

健身行动者可以通过健身消费实践在健身场所中与社会产生新的联系，形成新的关系网，

并对日常行为空间造成新的影响。这部分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工具，进而解答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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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健身场所进行社会建构，如何将地理微区位建构为地方。 

3  研究方法 

选取两个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的健身房取样调研，两家健身会所分别是：一个是在社区

活动中心相对较小的弗博健身，还有一个是地处中山公园核心商圈的一兆韦德健身俱乐部。

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样本地点，因为健身会所的位置及级别，无论对企业还是消费者而言，均

具有不同的标志性和认同度。选取不同级别的健身会所，对于人地关系研究结合地理微区位

的议题，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在调研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分别于 2011年 11月-2012年 1

月中旬，以及 2011年 2 月下旬-3月开展调研工作。为了获取更加客观的数据，研究人员首

先付费加入要调研的健身俱乐部，在调研期内以会员身份充分参与俱乐部各种项目活动。根

据会员的性别和年龄构成设置样本框，准备在两个俱乐部内以偶遇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00份。两个俱乐部各 50份，调研采用一对一问答式填写。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度访谈，调

研样本共 20个，包括消费者、经营者、健身教练、技师及顾问等，但主要以消费者为主。  

表 1问卷因子层设置情况 

目标层   因素层  因子层 

内
部
因
素 

消费者个体因素指标  年龄 X1；性别 X2；收入 X3；职业 X4；健身目的 X5；  

企业自身因素指标 基础设备状况 X6；知名度 X7；健身教练人数 X8（专业性）；连

锁店数 X9；建成区面积 X10；定价 X11  

外
部
因
素 

可达性和 便捷性因素指标  花费时间 X12；出行距离 X13；出行方式 X14；交通方式 X15；  

区位因素指标  平均商务高度 X16；大型商场数 X17；周围小区数量 X18；距离

居民点的距离 X19；  

 

表 2问卷调研样本汇总情况 

指标 健身者 占样本比例 指标 健身者 占样本比例 

年龄   性别   

 18 岁以下 0.90%  男 52% 

 19-19 41%  女 48% 

 30-39 40% 收入水平   

 40-49 14.10%  2000 以下 13.20% 

 50 岁以上 4%  2000-5000 23.30% 

教育程度    5000-8000 32% 

 初中以下 6%  8000-10000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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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中专 11%  10000 元以上 10.80% 

 大专、高职 20% 职业情况   

 本科 53%  学生、其他 10% 

 硕士及以上 20%  退休、离休 9.10% 

    公务员、事业单位 22% 

    专业技术人员 30% 

    服务业人员 18.90% 

    个体、企业家 6% 

    无业、自由 4% 

4  健身消费与消费空间的构筑 

4.1健身消费与消费个体社会关系重构 

鲍德里亚指出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健身实践在身体的符号化过程中充当隐喻和驯化作

用
[17]

。因此，都市健身房就成为铭刻消费与身体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但是，联系最多的是父母、亲戚和朋友等，在我们有困难或者一些繁

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他们，并且会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也是他们。但是，当

你走进健身房时，你就会很容易忘记这些人的存在，反而短时间内交流最多的是和你一起健

身的人，当你在健身后再次和他联系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已经重构了健身者的个人社会

关系，这种重构后的社会关系是有差别的，是可以选择和经营的，截然不同于一般我们与生

俱来的社会关系，这里所说的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是指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亲戚和与

其相对应的社会关系。 

健身行动者在健身房重新构建的社会关系，取决健身会所的级别，也就是后面所讲到的

健身空间微区位的构建是具有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山公园一兆韦德健

身会所所构建的微区位倾向于专业化、白领商务化、时尚化等，而长风社区的弗博健身所构

建的微区位则是较为平民化、非专业化、繁乱化等。在访谈中，一兆韦德的健身者吴先生（问

卷编号 55）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一个在健身房认识的好朋友介绍的，在来这里前我不认

识他，工作也和现在的不同，经过他的介绍，我的工作环境和薪水都变高了。”弗博健身会

所张同学（问卷编号 20）说：“我是学软件设计的，我在健身房认识的一个朋友帮我介绍了

一个网页制作的工作，我赚了点外快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健身空间中构成的人际关系

对个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帮助，在任何一个级别的微区位中，重构的个人社会关系是存在的，

并且对健身个体的行为影响也越来越重要，最后，会自然形成一种不同于一般的社交网络。 

运用多重分析法对健身人群的交往做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19岁以下和 60岁以上的人

群在健身时很少和人交流；交流次数最多的是在 40-49 岁的女性，男性在 30-39岁之间交流

的情况较多，他们会选择较便捷的健身会所；20-29岁间的健身个体则是倾向于在健身时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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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健身行为的多重分析 

4.2健身消费与消费个体日常通勤空间重构 

人们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多是上下班或上下学构成的日常通勤空间，健身空间的介入会

改变人们正常的个体通勤空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时间地理学上。通常来说，在工作

日从家里出发一般就直接会去工作地点或者学校，但是作为健身个体而言，他们的日常通勤

空间就不是通常的三点一线，健身房就会成为他们日常通勤空间的另外一个节点，在上下班

或上下学中间会去健身房健身。一兆韦德李小姐（问卷编号 15）说:“我上午不用上班的话，

我就会先来健身，然后再去上班，我习惯在没事的时候来健身房了，就是不怎么运动，坐着

也是很舒服的。”这就表明，在空间重构的情况下，个体日常通勤空间重构已经十分明显。 

4.3健身消费与不同层次微地方构建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主因子分析，指定系统进行 Varimax正交旋转，提取的 3个主因

子，其累计解释方差分别为 68%，能够解释绝大多数的信息。根据其重要程度运用主因子分

析，将相关度较高的因子归结为三个主导因子分析：三个主因子的变量分别对“专业、时尚、

设施完备度、便捷”等话语内涵均有较大程度的响应。其中“专业教练”也有很高的因子荷

载量，反映出消费者对一兆韦德和弗博健身的专业健身是认同的。但由于该服务项目付费较

高，消费者一般不倾向于选择。综合质性分析和主因子分析可见，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

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三个主因子比重为： 

（1）时尚度和完备性---35% 

（2）便捷度和专业性---18% 

（3）知名度---15% 

 

表 3一兆韦德健身会所 

变量名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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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弗博健身会所 

 

数据显示，一兆韦德的会员趋向年轻化、白领化和专业化。另外，一兆韦德健身会所的

会员在选择健身场所的时候大多考虑的会所的专业性和时尚度，以及消费人群，价格方面和

交通便捷性的考虑相对次要，构建形成了相对高端的“社区”形态，这也是人们在选择健身

会所越来越重要的考虑条件。比如，会所内你可能因为认识人层次相对较高，而获得了更适

宜自身发展更有竞争力的工作  

而弗博健身会所的成员则多以年长者和学生为主，趋向老龄化、低端化和非专业化。数

据分析显示，在弗博健身的会员，选择在那健身的的因素主要是便捷性和低价位，对专业性

和时尚度没有太多要求，且多数人员健身时间短于大型会所，交流虽然也较多，多是闲谈，

交流层次相对较低，对自身发展没太大帮助。  

4.4健身企业与微区位构建 

健身企业在微地方的构筑上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它给健身消费者提供了运动的场

所，也就是微区位或微区位形成的空间因素。缺少这一环节，本文很多构想是不能完成的。

但是，企业和消费者还是以供求关系为主，我们通过访谈得到消费者的健身意愿，可以帮助

企业在构建微地方和消费空间重构上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我们以深度访谈记录为分析文本，

统计其中出现频度最高的 14个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的话语内涵，发现在同一维度下可划分

为 4组，分别代表了消费者的健康认同、重塑认同、专业认同和时尚认同(图 2)。访谈中出

现频度居第五位的关键词“贵”，虽然反映消费者对健身收费偏高的看法，但这并未影响其

对俱乐部的时尚认同。出现频度最高的“健康认同”组中，其话语均意指消费者对健身实现

健康的想象。4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话语内涵显示俱乐部隐喻的消费符号是为消费者所

认同的。 

环境时尚 0.852   

设备完备 0.756   

价格合适 0.675   

项目多元 0.544   

交通便捷  0.896  

专业教练  0.235  

知名度   0.957 

变量名称 1 2 3 

环境时尚 0.663   

设备完备 0.564   

价格合适 0.864   

项目多元 0.352   

交通便捷  0.954  

专业教练  -0.669  

知名度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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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键词的话语内涵 

5  结论与讨论 

健身房基础设施和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人群，同时消费人群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健

身会馆的发展及区位选择。  

从消费者角度看，年轻且有一定收入的被访者，在选择健身房的时，多数考虑的是健身

房本身的设施情况、健身房的知名度和专业性，很少考虑健身成本，这里包括健身费用、交

通成本等，而年纪较长或较小的健身者，则会选择较近的健身会所。  

一兆韦德的会员趋向年轻化、白领化和专业化。数据分析显示一兆韦德健身会所的会员

在选择健身场所的时候大多考虑的会所的专业性和时尚度，以及消费人群，价格方面和交通

便捷性的考虑相对次要，构建形成了相对高端的“社区”形态，这也是人们在选择健身会所

越来越重要的考虑条件。比如，会所内你可能因为认识人层次相对较高，而获得了更适宜自

身发展更有竞争力的工作。 

而弗博健身会所的成员则多以年长者和学生为主，趋向老龄化、低端化和非专业化。数

据分析显示，在弗博健身的会员，选择在那健身的的因素主要是便捷性和低价位，对专业性

和时尚度没有太多要求，且多数人员健身时间短于大型会所，交流虽然也较多，多是闲谈，

交流层次相对较低，对自身发展没太大帮助。  

对健身产业企业自身来说，健身会所大多分布在中心商务度较高的地区、人流量较大或

人群聚集区，还有一些商场聚集区。本次研究的两个健身会所一个分布在中山公园核心商圈，

也是中心商务高度较高的地段，而另外一家则是建在社区活动中心附近，这里有众多小区分

布。在可达性和便捷度上，一兆韦德位于交通便利地段，吸引的多是周边商圈的从业人员，

而弗博健身会所可进入性较差，位置处于较偏地方，可达性和便捷度较差，吸引的是社区周

围的居民，消费群体相对于前者而言，其专业化程度及消费能力都较低。  

健身消费者通过在健身场所的实践行为，与个体的生活、工作、休闲等行为构成了行动

者网络。在这层网络关系下，健身消费关系被建构为微区位，即使不同层次行动者的健身目

的并不完全相同（减肥、健身时尚、缓解压力、消磨时间等），但在此过程中，健身场所发

挥了功能性和情感性依附的作用，成为了行动者网络中不可或缺的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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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mption Space 

—Based on the Body-buildingIndustry 

FANG Xueqin1，ZHANG Tengfei2 

(1.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Shanghai development Park association,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and has spent much to diets and exercises. The development of body-building industry can 

reflect the stage of a city to a certain extent.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body-building industry or 

body-building sports industry’s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n in the micro and macro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or Management. This essay tries to through the medium level, take the geographic spac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combine with Consumption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Geography ,to do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s body-building industry, to make the conclusion and tries to 

know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ody-building’s spac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Body-building consumption; Space reconstruction; Micro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