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式缓解压力

多项目搬空“烦恼”

在谈到创立减压馆的初衷
时，崔海涛说：“减压馆其实可以
引导顾客用运动、呐喊、娱乐等方
式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而不是
将负能量转嫁给他人。”

除了奇妙减压馆外，这里的颠
倒博物馆也深受年轻人喜爱。该
博物馆是依据反重力原理设计的，
它把各种空间设计场景倒过来，
让人有种错误的空间感。“每次心
情不好时，我都会拍点趣味及搞怪
的照片留念标记。”现场一位郭姓
大学生表示，这里正好满足了他的
需求。

“来，公主抱抱！”——抖拍

艺术馆则很受女孩子的喜爱，这
里每一组场景的设计都倾注了
设计者的心思。“在打造此馆时，
我们团队重点分析了体验人员
的年龄层次。从一入门开始，就
营造了可触摸、可融入的超美场
景，尽量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感
受到美的力量。”崔海涛说，开馆
至今，已吸引千余名年轻人前来
释放压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晖
表示，当代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
的事物，尤其是在社会竞争更加
激烈的当下，减压逐渐成为了个
性商家的一个经营标签。这些减

压方式大多通过刺激我们的视
觉、听觉，或者通过特定的一个动
作来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专注
于这件事情上，使其暂时“忘掉”
压力，从而达到减压的效果。

其实，年轻人可以将跑步、听
音乐、爬山、旅游等传统方法与当
下新兴的减压方式相结合，尝试
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减压新方
式。“如果长时间感到压力很大，
在尝试多种方法后仍无法真正减
压，建议年轻人还是要到专业的
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心理咨询师
的帮助。”张静晖说道。
记者 马向敏 牛利敏 文/摄

“内卷”压力大 商家出新招

专业减压馆 你会去吗
奇妙减压馆、抖拍艺术馆、颠倒博物馆……8月24日，在省城柳巷南路的一家商场内，个性

化的体验场馆迎来如潮人流；在职场压力增加、“内卷”成为口头禅的当下，各类新型休闲方式
已成为年轻人减压放松的首选。我市专业心理咨询师提醒，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无可厚
非，但这些经营性质的“减压馆”只能让你暂时“忘掉”压力，要想真正达到减压效果，年轻人应
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减压方式，学会放松。

张笑薇和张欣蕊是好闺蜜，8
月 24日，她俩早早便进入了减压
体验馆，在十多项减压方式中，选
择了超级水床进行减压。清凉
的触感、柔软的床垫和温和的光
影，让两人很快就放松了下来，
聊了一会儿天，她俩进入了梦
乡。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她俩
才从水床醒了过来。张笑薇说：

“睡得太舒服了，平时工作压力
大，但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宣泄压
力，这次体验让自己感觉放松了
许多。”

体验了多个减压项目后，张
欣蕊最喜欢的是拳击假人，“平

时通过观看挤捏玩具泥的视频
减压，但仍会觉得不过瘾。来到
这里，对面的‘假人’完全接纳了
自己的情绪，通过‘尽情拳击’，
心情瞬间就舒畅了。”

在现场，更多的体验者正身
着防护服、戴上头盔和橡胶手
套，选一根棒球棍，一口气砸碎
多个瓶子，体验这种“发泄”的感
觉。

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可以
砸酒瓶，还可以砸电话、砸键盘、
砸电视等，但是要另外加钱。为
了让每一位客人都能找到合适
自己的减压方式，减压馆现场分

为动态减压区、静态减压区两大
类，分设超级水床、黄金洗手间、
呼吸魔法等项目，基本上玩一小
时可以不重样。现场多位体验
者告诉记者，他们就是被这种新
奇的方式吸引而来的，有人表示
砸完瓶子确实可以缓解压力，但
也有人称“比较暴力”。

32 岁的崔海涛是这个场馆
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场馆占地
共 500 多平方米，大约有 50 多个
场景模式。“我们打造的体验房
间，让参与者可以通过击碎、损
坏和破坏所提供物品来达到减
压和放松目的。”崔海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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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师职业
技能比赛收官

一次性给予10万元建设补助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始申报

《装配式内装修
技术标准》

10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贺

娟芳）为推动装配式建
筑高质量发展，按照适
用、经济、绿色、美观的
要求，全面提升装配式
内装修的性能品质和
工程质量，10 月 1 日
起，装配式建筑将施行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
准》。

《标准》适用于新
建建筑装配式内装修
的设计、生产运输、施
工安装、质量验收及使
用维护，主要技术内容
包括总则、术语、基本
规定、设计、生产运输、
施工安装、质量验收、

使用维护。《标准》明
确，装配式内装修应
以提高工程质量及安
全水平、提升劳动生
产效率、减少人工、节
约资源能源、减少施
工污染和建筑垃圾为
根本理念，并应满足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
生产、装配化施工、信
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应
用的要求。

装配式内装修的
设计、生产运输、施工
安装、质量验收及使用
维护，除应符合该《标
准》外，还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本报讯（记者 陈
剑）8 月 22 日，太原市
数 据 分 析 师 职 业 技
能比赛落下帷幕，最
终 评 出 获 奖 人 员 27
名。

数据分析师比赛
吸引了来自全市各行
各业选手踊跃参赛。
比赛分初赛、决赛两
轮，采用指定命题方
式，主要围绕大数据
常用应用场景开展。
参赛作品注重技术创
新与应用落地，既有
效锻炼了大数据技术

人 才 的 实 践 操 作 能
力，又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太原市大数据应
用水平。以数据分析
师职业技能比赛为契
机，我市将进一步加
强大数据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从业人员职
业技能水平，加快推
动数据资源利用，最
大 限 度 释 放 数 据 价
值，让更多大数据相
关企业、机构和开发
者加入数据生态圈，
助力大数据产业和数
字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
勇）本周以来，按照“计
量守健康惠民生”有关
安排部署，太原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对全市体检机构开展
计量服务。

工作人员先后来
到太原爱尔眼科医院、
太原美年大健康科技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和
太钢总医院体检中心，
实地察看各体检单位
计量管理制度建立情

况，检查在用的焦度
计、验光仪、电子血压
计、温度计、数字心电
图、（CT）X 射线辐射
源等计量器具配备情
况以及检定情况，了解
消费者投诉的受理和
处理情况。针对检查
出的问题，工作人员积
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计量器
具管理制度，完善台
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市对体检机构
开展计量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并 张勇）2021
年我省财政将支持建设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项目 15个，对评选确定的每个技能
大师工作室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建设
补助。8 月 25 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即日开始申
报。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重点围绕行
业、企业对在岗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养
和研修、进行项目攻关、解决生产难题等
急需来布局，主要依托省内大中型企业、

职业院校，在技能人才密集、职业（工种）
集中的部门或实训基地建设。技能大师
应具备的条件是：某一行业（领域）弘扬
工匠精神、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较
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技能
人才，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富，身体健
康，能够承担工作室日常工作。

依托企业建立工作室，企业应当具
备的条件是：有符合条件的技能大师；技
能人才比较密集；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工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能人

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政策制
度；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用于高技能人才
培养、交流等方面的费用不低于 50%，能
够为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相应的资金支
持以及包括场所、设备在内的必要活动
条件。

依托职业院校等职业培训机构建立
技能大师工作室，职业培训机构或职业
技能实训基地应当具备的条件：有符合
条件的技能大师；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加快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能够为技能大师
工作室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及包括场
所、设备在内的必要的活动条件。

今年省财政支持建设的 15 个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安排计划，一是择
优新选定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不少
于 10 个；二是在已经授牌，但未享受过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中，择优选定项目不超过 5个，支持其
继续强化和提升大师工作室功能。申报
日期截止到 9月 23日。

图为体验抖拍项目。图为市民体验颠倒博物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