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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职工减压有妙招

孩子们的暑假如何过？除了补习功课、学
习文艺、旅游观光外，近年来，短期海外游学营
逐渐火爆起来。除学校牵头的公益游学、学生
申请的留学交换之外，由旅行社、教育培训机
构组织的商业性游学成了很多家长为孩子定
制的假期项目。一份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
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超过 86万人，年市场规
模达200亿元。

圆梦顶尖名校、欧洲文化探秘、国际学生
领导力峰会……各色名目赚足了家长的眼
球。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理念的
改变以及出国政策的优化，海外游学热的出
现可谓应时当令。游与学，本身就包含了寓
教于乐的期望。在不少家长心中，与其把假
期改造成为“第三学期”，不如用游学让孩子
得一闲暇、放松身心，独自体验国外教育、了
解风土人情也有助于开拓视野、锻炼能力，其
出发点是好的。

但也有家长反映，一些游学团，花 3万只
在名校拍个照，所谓“顶尖大学”在高校排行榜
上“默默无闻”，“名校校长座谈”原来是和游学
机构工作人员对谈……游而不学、名不符实成
了不少项目的通病。学习成果大打折扣不说，
虚高的价格也破坏了游玩的心情。所谓“同
行、同玩”，只需租个教室、找几个外国学生做
联谊；羡慕古典文化，大可逛一逛免费开放的
博物馆；戏剧、体育、航海专项游学，不过是看
戏、打球、参观船舶企业……但在报价表上，它
们都成了要价不菲的项目。此外，吃简餐、睡
高低床、订打折机票，处处可以省钱，但相比食
宿条件更好的旅行团，游学团的价格仍贵出一
大截。学不扎实，玩不舒心，一些项目偏离了
游学的本旨。

究其原因，在于面对海外游学这块“大蛋
糕”，旅行社、留学中介、咨询公司、语言培训机
构一哄而上、野蛮生长。除了价格不透明、虚
假宣传外，没有出入境资质的机构层层转包开
展业务，导致责任边界不清；中介堂而皇之进入学校宣讲、
学校领队费用由学生分摊，为师生关系蒙上阴霾……这些
问题源于相关机构缺乏自律，但也折射出监管的缺失。毕
竟，教育部门发布的学生出国研学旅行的相关规定，对非教
育系统的机构缺乏约束力；而具备出境游资质的旅行社主
要由工商和旅游部门管理。游学本是一体，但对旅游、教学
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监管盲区，亟待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
晰各部门权责，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打出治理组合拳，让游
学市场更规范。

对家长来说，即便“为孩子花钱”压力再大也心甘情愿，
但要注意的是，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不是盲目的消费。让
孩子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必要，但也得想明白选择游学是否
出自攀比和从众，弄清楚到此一游的“镀金”能给孩子带来
多大改变，看仔细各种机构是否会在项目设计中暗藏猫
腻。教育投入多一些理性谋划，就能少一些事倍功半、无功
而返。

自孔子周游列国开游学风气之先，历代儒生学士背井
离乡、负书担橐，游学成为古人的重要学习方式，所谓“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今天，尽管学校固定、知识传播途径扩
宽，游学依然可以成为课业的补充与延展。面对海外游学
热，家长理性看待，政府加强监管，才能使游学成为成熟选
择，让游学的孩子们游有所感、学有所得。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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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国内黄金消费逆势创新高二季度国内黄金消费逆势创新高

买黄金迎来买黄金迎来““黄金时间黄金时间”？”？

职场有各种压力，加班赶工的、升职加
薪的、跳槽转行的，压力如影随形。减压无
疑是职工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方法总比
问题多”，有多少种压力就会有多少种减压
方法。沉浸在手工艺世界，把玩指尖工艺，
看一场浸入式展览，在萌趣的展品互动中重
新发现自我，为心灵充电，抑或是来一场激
烈的拳击运动，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姿态恣意
挥洒汗水，职工减压有妙招。从静到动，总
有一款减压方式适合你。

指尖世界让人静心

作为社区公认的手造达人，王若楠很大
一部分业余休息时间都是在学习和制作手
工艺品中度过的。最近，她就利用午休时
间，在位于上海白玉兰广场主楼20楼的金领
驿站的手造驿站中体验了手工非遗刺绣驱
蚊香包制作。

“如果要更加美观的话，针脚可以再细
一点，香包里的驱蚊香料再少一点，”负责手
把手指导王若楠的是上海黄道婆手工体验
馆负责人、侗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石璐微，她
对如今白领所具有的手工艺制作水平感到
惊讶。“我以为很多人会是零基础，没想到很
多人只要稍稍点拨，就已经做得有几分样
子，而且很能静下心。”

从选择染布到抓取香料，再到按照老师
指定的方式飞针走线、串珠子、打璎珞，王若
楠做得不疾不徐，有板有眼。只见她抿着
嘴，目不转睛地看着手中针线来回穿梭，看
她的神情，几乎到了忘我的状态，全身被一
种安静的气场所环绕，想要打断她，和她闲
聊甚至会觉得不好意思。用王若楠的话来
说，沉浸在手造世界于她而言是一种绝好的
减压方式。

因为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王若楠在工作
时总是表现得热衷与人沟通，一打开PPT就
能滔滔不绝地开讲。在同事眼里，她似乎是
永远充满活力的女强人。然而，真正了解她
的朋友都知道，在工作之外，她只喜欢走入
安静的手造世界中，少言寡语地用手工艺和
自己的内心对话。“工作时时处处都有压力，
被客户挑剔，要让老板看到每年的业绩增
长，”王若楠坦言，自己一直在寻找最健康、
最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和朋友撮饭，每天
换着花样买奶茶喝，太容易长胖；剁手买买
买，则让她获得一时快感后又陷入虚空。迷
上手工艺也就是受身边朋友的感染，没想到
从此便走上了手工艺达人的道路，一发不可
收拾。

“我和老师的水准比起来还差得远，老

师是非遗传人，我就是趁着工作的闲暇，出
来透口气，做着减减压，玩一玩，”被指导老
师一再夸赞基础好、悟性高，个性外向的王
若楠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不过，刚刚做好
香包时的那种舒畅自信的表情，以及满是满
足感和获得感的神情却已经透露了她最真
切的感受。

其实，像王若楠这样通过手造来减压的
职工不在少数。据手造街 CEO 杨文新介
绍，近年来，刺绣、编织、布艺、陶艺、木艺、竹
艺、铁艺、园艺、烘焙、美食等手造项目广受
年轻群体，尤其是白领职工的青睐，成为职
场减压的一剂良方。2015年，上海国际手造
博览会首创，上海世博展览馆在 3天内吸引
了 4万多手造爱好者。此后两年，不仅国内
外展商规模进一步扩大，观展人次也有了极
大的提升。职工需要手造平台，因此，由虹
口区委组织部牵头，上海公共艺术协同中
心、上海手造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外滩
街道党工委共建签约的国内首家手造驿站
应运而生。像王若楠这样的职工手造达人
多了一个减压平台。

展览照见内心世界

每隔两三周都要看一场充满趣味的展
览，这是徐燕专属的减压方式。“最近看的

《HO!ME》上海展很有趣，很多在生活中显
而易见却又被忽略的细节，被放大了，就好
像突然有人用幽默的方式教你用放大镜查
看自己的生活。看了感觉就像做了一场心
灵 SPA，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淋漓，”说起让
徐燕颇为心仪，正在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举
办的展览，她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

从明亮的场外到场内漆黑空间，徐燕感
觉自己仿佛坠入了一场梦境。随着前行的
步伐，七盏不同的亮度的灯依次点亮，一场
光与影的舞蹈徐徐展开。继续往里走，她的
视野开阔明亮起来，黄绿色蔬果做成的秋千
伴随着清爽瓜果香气扑面而来。在色彩明
快的环境中，搭载食物秋千，感受“飞翔”快
乐，让徐燕喜出望外。不过，作为“粉色系
控”，她更喜欢主办方效仿澳大利亚希勒湖
打造的粉色“湖泊”，在迷幻、绚烂、浪漫、炫
酷的环境中观展，一切烦恼和压力都被搁置
到了脑后。

然而，展览中最让徐燕有体验感和心灵
减压疏通感的，并不只是这些高颜值，具有
梦幻色彩的展品。把人类头发的直径和
PM2.5颗粒物的大小进行对比；把不同种类
豆子的重量列出进行比较；把人一生的时间
划分为 900个格子，那些代表陪伴父母的时

间、与孩子相处的时间、甜美的恋爱时间都
用不同格子面积来做表示；生活中显而易见
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感性事物，被抽象成
了一组组可视的数字，直观、直白地展现在
徐燕眼前。“一开始见到这样的布展，我的思
维还没跟着转过来，会愣在那里。”徐燕描述
整个观展过程，就是站在每一组展品前思考
良久，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过了片刻不禁

“哈”一声，意识到自己的小小失态后，捂着
嘴，露出会心微笑。

一场场的互动式体验，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引发了徐燕对自我、对家庭、对人与人、
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思考。用她的话来说：

“与其说这是一场展览，比如说这是一场脑
洞大开的 party！”从事商场策划管理工作的
她坦言，因为这些年商场兴起了各种体验展
活动，她开始有意识地考察各种知名展馆的
展览。然而，没想到，这竟然让她找到了一
条减压的途径。“通常，知名展馆的环境都是
很不错的，宽敞大气，空气也好，展品也是美
学精华的浓缩，光是这些条件就已经构成了
减压的要素。”而近些年来，一些具有先锋意
识的展馆，也有意识地将心灵按摩和减压理
念纳入到展览中来，为像徐燕这样的经常处
于高压工作状态的职工提供了一条特殊的
减压途径。

“对有生存压力的上班族来说，每天应
对多方苛责，承受如过山车一般心情的变换
是常态，更是压抑。他们需要放松一下，摘
下面具，放飞自我。”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执
行馆长、策展人葛斐尔说，看展览，除了晒自
拍、刷存在感之外，也是通过想象力和感知
力让心灵自我放飞的过程。这种减压也不
是像看电影一样，一头扎进黑暗里，沉浸在
别人的故事中，而是通过有趣的展品照见内
心世界，从而起到真正的减压作用。徐燕的
观展过程正好印证了葛斐尔的说法。

对抗运动重塑自我

相比于手工艺和观看展览两种相对安
静的减压方式，在品牌市场部工作多年的张
晓洁，却选择了与其外表并不相衬的减压方
式——搏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
张晓洁，个头不过 1.62米、体重不足 58公斤
的“川妹子”，会以伶俐的速度和拳风在拳台
上直击、撂倒对手。

在外滩某酒店举办的一场白领职工业
余慈善拳击比赛上，戴着保护头罩，穿着蓝
色运动背心和短裤，在几个安保人员的簇拥
之下，个子娇小的张晓洁，娴熟地摆出了几
分职业拳手才有的架势。迈着有节奏的跳

跃步，时不时挥舞着臂膀，和男性拳击手着
重于展示自己的出拳力量不同，张晓洁要展
现的是自己灵活精准的出拳技巧。

台上恣意挥洒汗水，在与对手对峙的短
短数分钟内击倒对手，这份潇洒让张晓洁足
足准备了好几个月。“每天坚持训练，还要参
加比赛，虽然是业余的，但岂不是为自己徒
增工作之外的压力吗？”听到记者这样质疑
自己的减压方式，张晓洁笑了起来：“完全不
是这样，挥汗如雨本身就能使身体轻松，精
神旺盛，从这方面来说，它已经起到了非常
大的减压作用。”

但挥汗如雨的训练仅仅是个开始，为了
让自己变成拳台上真正的猛士，张晓洁认真
地报名了训练班，进行了一番专业而系统的

“魔鬼训练”。“早上一个小时，下班之后一个
小时，跳绳、跑跳，每个训练单元 30分钟，刚
开始半个月，每次训练结束之后，我就直接
倒在地上，根本不愿意起来。”但是身体的疲
累反而让张晓洁觉得心里的重压也得以随
之放空。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抗住”高强度训练，
半个月之后，张晓洁就发现整个训练班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坚持了下来。因为体能、
步法、拳法的“训练三部曲”在一些人看来枯
燥、乏味。然而，这在张晓洁看来，却是减
压、排压、重塑自我的绝好机会。“训练的俱
乐部里，人际关系很单纯，让人感到舒服。
在这里，你根本无须伪装自己，你的坚强、你
的倔强、你的不甘、你的脆弱都一览无余。
用这种方式，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而简单的
自己。”

拳击训练也让张晓洁养成了高效处理、
日事日毕的工作习惯，与训练之前相比，她
反而觉得自己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不少。“工
作不再拖泥带水，思路清晰，快刀斩乱麻，自
然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事实上，即便是旁人眼里剑拔弩张的
比赛，对张晓洁来说也是减压的方式。“用
脑子，找对方弱点，这和工作中掐准重点
和痛点都是一样的，”在那场比赛中，张晓
洁先发制人，一开始就出狠拳试图压制对
方的气势，让对方施展不开手脚。最后关
头，略显疲态的她，急中生智，紧紧抱住对
方，在争取到恢复体力的时间后挥出了制
胜一击。

用张晓洁的话来说，自信，是减压、排压
的基础：“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自己的身
体、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相信自己能
赢，拳击这种激烈的对抗运动恰恰教给我这
一条。” 来源：劳动报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
2018年二季度全球黄金市场需求同比下降4％，为2009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但作为全球最大黄金市场，中国二季度黄金
消费需求却增长 7%，需求量超过 332 吨，创下 3年来新高。
中国黄金消费为何逆势上扬？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是
购买黄金的好时机吗？

“中国黄金消费出现增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价便宜
了。”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国际金价在年初创
出每盎司1392美元的高点后就一路震荡向下，进入二季度以
后更是连续下跌，目前已累计下跌4个月，创2013年以来月跌
幅最长纪录。从8月初的走势看，国际金价依旧没有摆脱弱
势格局，盘中几度逼近每盎司1200美元关口，创出近一年以
来的新低。“周末我在武林银泰买了一条金项链，准备今天送
给女朋友！”记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刚购物回来的朋友在
晒他送给女友的生日礼物。这位朋友告诉记者，最近金价下
跌，他周围不少朋友都趁这个时候买入一些黄金饰品。“有像
我这样作礼物的，还有是准备结婚用的！最好笑的还是一位
阿姨买了两条很粗的金项链，说要给即将出生的双胞胎孙子
作礼物。”而中国黄金销售柜台的一位营业员也告诉记者，金
条销售也有小幅增长，但更多的还是黄金首饰。业内人士表

示，二季度是中国传统黄金消费旺季，国际金价下跌后，国内
不少金店跟随小幅降价，从而对黄金消费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可以抄底买入黄金吗？“从长
期看，目前可以适当加大配置黄金资产。”长期投资黄金的理
财专家何强表示，中国投资者对黄金一直情有独钟，最重要
的原因就是黄金具有保值增值的属性。而从目前的投资大
环境看，各个市场都是跌声一片：楼市在政策连续调控后投
资意愿大幅下降，A股连续下跌后不少个股创出多年新低，
此前火热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也是屡屡出现兑付难等问题，投
资者对资产保值增值的意愿大幅增加。另外一方面，人民币
近期出现了快速的连续贬值，从而对国内黄金价格起到了很
强的对冲作用，与国际金价相比，国内金价的跌幅要明显小
得多，今年整体上维持在20元左右的一个区间窄幅波动，最
大跌幅还不到10%，这对于追求稳健的投资者而言无疑将会
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目前受到强势美元的压制，导致投资
者对金价的预期并不很好，但考虑到金价处于一个历史低位
水平，未来下跌的空间要远远小于上涨的空间，因为从中长
期看目前仍是较好的买入位置。”理财专家建议，目前投资者
可以适当加大黄金资产的配置比例，等待黄金牛市到来后再
高抛锁定收益。 来源：浙江日报

奥运奥运
回响回响
北京奥运十年间北京奥运十年间

2008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4
日，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鸟巢”“水立方”等一个个奥
运场馆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十年之后，当年的奥运赛
场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上图为上图为20082008年年88月月2424日日，，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奥运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奥运
会男排决赛中会男排决赛中，，美国队球员在美国队球员在
夺冠后庆祝夺冠后庆祝。。

下图为下图为 20172017 年年 1212 月月 1616
日日 ，，在 首 都 体 育 馆 举 行 的在 首 都 体 育 馆 举 行 的
20172017““冰上之星冰上之星””中国巡演活中国巡演活
动中动中，，表演嘉宾安藤美姬在现表演嘉宾安藤美姬在现
场表演场表演。。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