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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减压馆的出现，天津市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心理教
育健康专家陈清刚认为，减压馆其实就是人们发泄负面情绪
的心理宣泄室。人面临压力，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包括哀、
怒、惧等，其伴随的是焦虑。减压馆对某些人群来说，能将其
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而人只有在情绪回归正常范围后才能
更好地生活。如果负面情绪只是突发的，暂时的，那么当他
或她在减压馆将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后，或许就可以真正轻松
起来，不再需要其他方式。但对于压力长期存在，负面情绪
比较多且比较敏感的人群，减压馆只能是在短时间内让他释
放负面情绪，治标不治本，真要彻底释放出负面情绪，还要依
靠其他方式，必要时要到正规心理诊所咨询治疗。

陈清刚说，减压馆其实仿效的是心理咨询中的宣泄室模
式。例如，在国外的心理宣泄室，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
会让宣泄者在一个假人上写出让他或她焦虑人的姓名，随心
所欲地捶打，假人自然不会有任何反抗，“宣泄者在捶打的过
程中，可以获得对假人的一种控制感，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
拟。在宣泄室，会让宣泄人的负面情绪得到满足，来缓解焦
虑感、压迫感。如果人们的负面情绪得不到宣泄或是满足，
很容易就会体现到躯体上的表达。例如，有人一生气就心绞
痛，这都是情绪没有释放，积压在身体里导致的问题。因此，
有负面情绪千万不要压抑，正确的方式是宣泄出来。”

不过陈清刚也说，放松压力、控制负面情绪的方法还有
许多。人在每个年龄段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问题。人们可
以通过增加体育锻炼、旅游、调整呼吸来释放负面情绪，也可
以找心理咨询师帮助。但是现在的人们都习惯用“忙”作为
借口，选择压抑，而不去宣泄。当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发展到
很严重的程度，又得不到专业帮助，所谓的减压馆就像是一
个“急救针”，它能让这种负面情绪的恶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解。合理的宣泄是人们排除不良情绪的有效方式之一，以适
当的方式进行心理宣泄对于释放不良情绪、缓解压力有效，
不过如果要彻底消除负面情绪，还是要有其他方式的辅助，
或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创始主任、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
王崇颖表示，减压馆是一个新鲜事物，年轻人比较喜爱。减
压馆其实就是通过一个运动的方式，快速的让人达到减压的
效果。首先作为一个娱乐项目，它不是一个医疗项目，背后
有科学道理，它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在快速的冲击力冲击下，
让人的压力得到一种释放，结合了娱乐和运动的两方面的特
性。运动是最有效的减压方法，运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就
像大家压力大的时候，出去跑步、打球，然后出满身汗，也能
达到一个减压的目的。

目前，除了年轻人存在的焦虑和压力之外，作为上有老
下有小的中年人，生活压力大。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孩子教育
问题，有句话是“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这说明家长的压力没有得到释放，在这种状态下，再加上不
科学的教育理念，容易导致这种结果。因此，家长与孩子沟
通前，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心中的压力要及时纾解。
否则在沟通中，特别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或者孩子在学习
中遇到困难，往往成为家长压力的发泄口。长此以往，就容
易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科学地解压，除了流行的减压馆之外，方法是多样
的。结合自己的性格和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
比如肌肉放松法，通过调节呼吸的方式，让全身的肌肉放松，
还有就是倾诉法，找你亲近的朋友家人然后去诉说，有的人
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喜欢跟人讲，通过倾诉来获得这种沟通和
交流，从而达到减压的目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听音乐，音
乐疗法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人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的时
候，音乐疗法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当然音乐疗法和普
通的听音乐还是不一样的。建议在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指导
下，使用这种方法，还有就是跟自己聊天，或者写日记都是一
种简单有效的舒缓压力的办法。

在很多人看来，当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想要追求尽可能轻松愉快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置于前所未有的重压

之中。学业、工作、婚姻、亲子……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更有甚者，压力叠加。之前有媒体联合一家健康公司发布的《都市人压力

调查报告》中显示，有30.24%的受调查者每天会感受到好几次压力，而有43.3%的人认为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大到让自己吃不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网红减压馆在津城悄然出现，网友们体验后评价也不一。网红减压馆真能减压吗？近日，记者实地进行了探访。

■本报记者韩爱青黄萱赵煜刘连松摄影王倩

调查显示超四成城市人压力大到吃不消

减压馆你会去吗

位于和平区滨江道麦购休闲广场
内的减压馆是天津市第一家减压馆，
2019年开业，至今已经营业两年多。
走到门口，墙壁上醒目的一排标语“这
里荒芜寸草不生，后来你来这走了一
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是我的心”，
类似的心灵鸡汤文字在馆内墙壁上随
处可见。

馆内第一个项目是爱心单车，两
个人同时骑上两辆单车，不停地蹬，只
有速度够快，超越极限，才能触发电源
机关，两侧的红色灯柱不断上升，最后
汇聚成一颗火红的爱心。馆内工作人
员介绍，这个项目设置的用意是通过
运动，让久坐的体验者们瞬间放松下
来，紧张的思绪也随着骑车速度加快
令爱心灯成功亮起而烟消云散。

第二个项目是经典的枕头大战，
人们可以跳进池子里，用枕头作为武
器，“狠狠”攻击对方。此时，枕头池里
有两个学生打扮的女孩，起初双方还
有些腼腆，手中的枕头只是温柔地轻
拍对方的肩膀。玩着玩着，两人渐渐
进入了状况，挥掷枕头的速度越来越
快，劲儿使得也越来越大，“战况”明显
激烈起来，枕头四处乱飞，两人又笑又
叫，剧烈运动之下两人脸也红了，额头

也冒出了汗。工作人员说，这个项目的设
置是让体验者可以发泄出一些不良情绪，
不要把这些情绪带到生活中。
下一个萤火虫体验馆的设置据说是

让体验者感受发泄后的宁静。馆内模拟
了萤火虫生长环境，大部分萤火虫被装
在罐子里，也有几只会在空中飞舞。现
场，一些体验者进入这个馆内，看到萤火
虫感觉很新鲜，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用心
去感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人们
生活在大都市，几乎见不到萤火虫，这个
馆就是让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
奇，令心情宁静的同时也呼吁人们保护
生态环境。
馆内还有网上大火的分娩阵痛仪。

将两块通过脉冲电刺激带来疼痛的贴片
贴至脐下，从一级到十级逐渐增强，机器
不光能模拟出疼痛，还能模拟出产妇宫缩
的周期，平均两分钟给予体验者一次峰值
疼痛。工作人员说，这是让男性能够体会
到女性生产的那种痛苦，当面临家庭压力
时，可以更加理解和关爱妻子，让家庭更
加和睦。
除了体验项目外，也为爱美的年轻人

提供了网红拍照地，工作人员说，拍张美
照，发发朋友圈，获得点赞，也是心理压力
释放的一种方式。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分析，都
市人生活工作压力大有五个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发展速度
快，科技更迭快，人们的生活节奏随之加快。而都市人的精
神、思想、情感都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自然而然形成压
力。“今天会的知识或者技能，明天可能就过时了，还需要再
学习，无形中造成了社会压力。”王小波说。二是社会给予的
差距。文化差距、收入差距等不断形成，导致都市人无法接
受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渴望努力成为理想自我，但
又因现实自我的不同而苦恼，还要与周遭人进行比较，这也
是压力所在。“越熟悉的人比自己优秀，越会产生压力。跟陌
生人比较反倒不会有什么影响，身边的人换个好工作、买了
新房子、换了新车、收入增加等都能给自己造成压力。”三是
城市的生活方式即“空间”狭小给人以压力。这里的空间不
是说房间大小，而是指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远离自然，每天
的思想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也会带来压力。四是人和
人之间的疏离、距离感。在都市中生活、工作，时间久了会发
现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益关系，“每个人都很忙，都管自己的
一摊活儿。用到你，才会联系你，给你打电话。想起别人的
时候都只是求别人办事，缺乏情感沟通，可能朋友圈中有几
百上千人，但真正需要诉说苦恼、倾诉烦心事儿的时候却一
个人也找不到。”另外，交流也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媒介、通
过游戏，近年来流行的狼人杀、剧本杀甚至打打扑克牌、打打
麻将，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不是情感交流，更加体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五是信息量过于繁杂。刷手机、看电
脑时过载的信息量进入脑海，刷完手机后，心情是更轻松还
是沉闷？负面信息会无形中给人造成很多压力，心情莫名其
妙地低落。

王小波认为，减压馆抓住了商机，给压力一族创造纾解
压力的环境，这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去减压馆，他也给出
了几点减压建议。一是养成运动习惯。运动会使人大脑产
生多巴胺，多巴胺激活大脑，可产生兴奋愉悦的感受。多巴
胺也会在畅快的聊天和敞开了的大笑中产生。所有情绪都
是化学反应，大脑中产生的一些物质，能让自己变得抑郁或
者兴奋，“最好在户外运动，包括公园里，尽可能接近大自
然。人们越来越喜爱旅游也是因为接近自然可以缓解压
力。接近自然最直接的方式是养花养草，和宠物亲近也会减
压。再有就是每天给自己一点空闲时间，调节一天或是一周
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二是保证充足的睡眠。睡觉不只是
体力的休息，也是心理上的调节。每天的工作生活中产生的
信息交换，以及内部神经的休养都必须依靠睡眠来完成。各
大医院增设睡眠科也是通过调理身体缓解压力，所以把睡眠
调整好非常重要。三是能够有一个贴心的小团体或是交心
的朋友。通过交流、谈心的方式缓解压力。男生可以喝点小
酒、打打牌，敞开心扉。一些依靠暴力的发泄方式只能是一
时的，更好的方式是多与人接触，心与心的交流更能长久。
四是用读书、观看演出的方式给心灵留个空间。五是刷手机
要节制。要控制好刷手机的时间，让自己从嘈杂的手机环境
中走出，安静下来，放松身心。

这家减压馆名为奇思妙想解压博
物馆，经营者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快
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各种
压力，渴望释放自我，发泄焦虑情绪，
寻求心灵净土，减压馆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减压馆的消费并不高，减压馆门
票39.9元，如果加上网红拍照打卡及
萤火虫馆等其他项目，通票为 79.9
元。2019年减压馆刚开业时，每天能
接待100多名顾客，周末则有300人
左右。当年国庆长假，每天顾客接待
量达到1000多人。新冠肺炎疫情后，
接待量有所下降。“奇思妙想”是全国
连锁，在全国共有30多家店。
“从客流数据反馈来看，减压馆的

顾客群主要是15至26岁的年轻人，其次
就是白领人群，他们的学习、工作压力比
较大，愿意尝试新事物。另外还有一些宝
妈，经历了结婚生子，仍然要面对职场的
压力以及带孩子的身心疲惫，也会来减压
馆宣泄放松。”王先生说，他们的顾客还有
一些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或许
没有工作和经济上的压力，但退休在家，
无事可做，缺少子女亲情陪伴，他们的焦
虑感有时比年轻人更甚。
记者了解到，我市在2019年下半年

曾出现多家类似的网红减压馆，有的设
置了类似砸键盘、打假人等“暴力宣泄
式”体验项目。但因经营等问题，有一部
分陆续关闭，目前尚在经营的大概还有
两到三家。

记者在减压馆采访了一些体验
者，发现特定时期人面临的压力不
同。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只不过纾
解压力的能力和方式不同。

15岁的初中毕业生小玉，被问起
有没有压力时回答：“当然有啦，我的
压力主要是学习，父母对我期望高，要
求也高，我也很累。”小玉说，参加完中
考，考上了高中，趁着假期放松一下，
她和同学们从网上看到天津也有减压
馆，于是来体验一下。

26岁的男青年小李说，他的压力
还是经济上的，想有个好工作，多挣点
钱，买房买车结婚。这次他是和女友
一起来减压馆的，一是对网红的事物
有好奇心，另外也确实想减压。

40岁的辛女士和闺蜜专门来减
压馆纾解压力，她说：“我们这个年龄
应该是压力最大的阶段，上有老下有
小，要照顾父母，又要培养孩子，还要
关注事业上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
压力山大，我每周都要找一天和闺蜜

一起出来减压。有的时候是爬山踏青，
有的时候去泡温泉，有的时候逛街吃饭，
听说有减压馆，特意来体验，看是不是真
能减压。”
对于网红减压馆，网友们的评价也不

一。有的网友认为减压馆确实能让人宣
泄出一些负面情绪，让心情变好，设置的
项目也挺有意思。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减
压馆的体验项目真正能起到减压效果的
有点少，大部分都是网红景点，更适合打
卡拍照，减压只是一个噱头。
根据艾媒咨询《2019中国现代社会阶

层生活烦恼报告》显示，随着市场波动、社
会关系变化、学业工作竞争加剧、婚恋等问
题日益突出，现代人生活面临的压力不断
增加，来源更加多样化。网民对于生活负
面情绪较大，且更多与精神压力、生活节
奏、焦虑等相关。面对生活中增多的烦恼
压力，不同收入人群对其处理方式也不尽
相同。数据显示，中等收入人群焦虑感最
大，最主要的压力缓解方式是休闲放松，他
们也更愿意选择他助方式缓解精神压力。

15至26岁的年轻人为主
社会学家

都市人可以这样减压

心理医生

仿效心理宣泄室模式

特定时期面临的压力不同

压力人群

枕头大战与萤火虫体验

动静之间

■《爱的厘米》第39、
40集 徐秀兰和高建瓴重
新恋爱了，为了弥补失去
的时光，两人一有时间就
各种约会，大胆尝试年轻
人的恋爱方式。关震雷
正式成为120担架员，刚
开始他对这份工作极为
抵触。每天早出晚归、十
几次出车、背着仪器爬楼
抬担架，处理各种病患，
高强度的工作让向来娇
生惯养的他累到虚脱，根
本无法招架，甚至跟同事
们发脾气。关震雷打起退
堂鼓，可当徐清风说出他
工作短短四天，救了17条
人命时，关震雷也不禁暗
感吃惊……

天津卫视 19:30

■《错恨》第 24、25
集李智要蓝博去跟赵燕子
再次谈收买品牌的事，但蓝
博心有余悸，自叹一个美国
痞子也斗不过中国大妈。
李智指出他其实是不想见
到紫苏。蓝博被母亲点中
心事，正在失落，病房里传
来欢呼。半夏终于用针灸
扎醒了田立功……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44

集敏娜拿着刀与高雄在南
江大厦的天台上纠缠时，安
琪与高飞及时赶到，敏娜
对安琪隐瞒事实，安琪却
告诉敏娜不要再隐瞒自己
了，她已经知道自己是石
全刚的女儿，安琪哭着说
为什么敏娜能这么对待并
不知情的自己，敏娜为自
己的行为深深忏悔，段罡
带着重病的段和华出现，
段和华告诉安琪，敏娜也
是受害者，要怪就怪爸爸，
安琪却表示这个世界上除
了敏娜和段和华没人再配
做她的父母，叫了20年的
爸妈早已无法割舍……

天视4套 21:00
■《梅花儿香》第1集

袁梅花、吴毅和婆婆女儿是
幸福的四口之家。夫妻二
人白手起家，通过多年的努
力，从贩卖蔬菜一路并肩
奋斗，吴毅已成为“绿色之
家”的董事长，正在运作公
司上市的大业，可谓生活事
业双美满。就在梅花精心
准备结婚纪念日之际，一场
突变瞬间降临……

天视4套 21:40
■《今日开庭》案子

的原告小宋称父亲宋明德
因醉酒乘车，被出租车司
机拖下车，最终导致父亲
死在了路边。小宋认为，
父亲死得真是冤枉，这个
结果完全都是出租车司机
不负责任造成的。于是，
将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告上
了法庭，为父亲讨个公
道。那么，宋明德去世到
底是谁的责任呢？

天视6套 18:0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爱的厘米

（39、40）
天视2套（103）
18:25 剧 场: 错 恨

（24、25）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远方的山

楂树（37—39）19:20剧场：
津门飞鹰(16—19)22:15剧
场:和平饭店(33、3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44）梅花儿香（1）
天视5套（106）
21:20 直播:德甲联

赛第3轮 奥格斯堡VS勒
沃库森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精编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7:10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