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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
简介：北京空竹博物馆位于北京报国寺南广场西侧的

一座小四合院内，博物馆共设三大展厅，从空竹的历史、
工艺、技法三大方面展示空竹的发展演变历程、制作工艺
和“抖空竹”的各种玩法。馆内还复制并珍藏了清朝末代
皇帝溥仪玩过的空竹。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东大街
简介：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前身为邮电部邮票发

行局资料室，是中国唯一收藏和利用邮政、邮票文物
进行相关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馆
内分别设有“邮票馆”“邮政馆”“特展厅”和“珍宝
馆”。展览以大量的实物、图表、景观、模型回顾了中
国邮政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不断更新的邮票专题展
览向观众展示了中国 100多年来邮票发行的历史和异
彩纷呈的世界各国邮票。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山丹街8号
简介：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是在原沈阳铁路蒸汽机车

陈列馆的基础上，由沈阳铁路分局与沈阳植物园共同建
造的。馆藏文物机车 150台，复制文物机车 3台，目前仍
有 21台蒸汽机车可持续运行，是国内第一大铁路蒸汽机
车博物馆。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和蒸汽机车发烧友慕名而
来，多部影视片在此取景，使曾经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
积淀的工业遗产成了网红打卡地。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7号
简介：天天坐地铁，你知道地铁还有博物馆吗？上海

地铁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地铁专业博物馆，上海地铁博

物馆以“安全地铁、科技地铁、绿色地铁、人文地铁”为
主题，沿着地铁轨迹，分别以地铁发展历史、地铁功能、
地铁文化、地铁安全、世界地铁等几大板块进行布展和
展示。博物馆通过巧妙设计让观众在体验互动娱乐的
同时，学到关于地铁的专业知识。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滨河大道中华石鼓园内
简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始建于 1956年，国家一级

博物馆。2015年 11月 15日，对外的院前标识更改为“中
国青铜器博物馆”，为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馆舍
用青铜器出土的场景作为建筑造型，馆藏文物 12000余
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120余件，包括何尊、折觥、厉王胡
簋、墙盘、秦公镈等禁止出境文物。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路155号
简介：半坡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第一座

史前遗址博物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
“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主体陈列是著名的
西安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以及遗址
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半坡遗址揭示了距今大约 6000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的社会组
织、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
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地址：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
简介：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发现于 2004年，墓葬群占

地 33万平方米，分墓葬区和遗址区两部分，共发现两周
墓葬 1300座、车马坑 64座。仅珍贵文物就有 3千余件，
其中国内首次重大发现的文物 70多件，包括我国两周
时期最早的俑、金韘、纯金剑鞘、青铜錞于、龙形镂空金
环……以及距今已有 5000 余年的镇馆之宝——玉猪
龙。梁带村芮国遗址以其规模大、级别高、布局完整、
保存完好，被公布为“2005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2006年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
简介：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2009 年建成，展厅分为

“刀剑”与“剪刀”两大部分，以“刀剑的历史”“刀与我们
的生活”“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刀剑”“铸剑锻刀”以及“悍
刀宝剑”展现刀剑与人类历史、社会、文化、工艺等关系
内涵。人们通常会认为刀剑文化是冷峻的，但是走入
博物馆你会看到刀剑所呈现的是深入民间、充满生活
趣味的另一面。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港仔后路 7号
简介：中国唯一的钢琴博物馆坐落于鼓浪屿，是知

名“钢琴人”胡友义于 1998年建成的。馆里所珍藏的钢
琴历史悠久、种类多样，有些甚至可称“奇特”。其中有
一台 1868年法国出厂的派瑞尔钢琴被誉为“世界最美
的钢琴”，据了解，此钢琴曾被拿破仑第三帝国所收藏，
是钢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昌江区紫晶北路 1号
简介：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前身是景德镇陶

瓷馆，成立于 1954 年 1 月，是国内第一家专题性陶瓷
博物馆。在景德镇陶瓷博物馆，观众可以看景德镇千
年陶瓷文化积淀，馆内收藏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汉
唐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珍品重器 5万余件。

特色博物馆千馆千面，但每件文物都是历史的符
号、民族的记忆。希望大家在欣赏珍贵文物的同时，
还能收获丰富的文化知识，度过一个有趣又有意义的假
期，不负春光不负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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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隐秘角落”里的博物馆等你“打卡”
来一场穿越时空的特色之旅，体验历史文化遗迹

7 月 14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

知，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暑假来临，我们给想要出去游玩的朋友精心挑选了 10
家博物馆。这些在“隐秘角落”里的博物馆，又有什么特色呢？

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上海地铁博物馆上海地铁博物馆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北京空竹博物馆北京空竹博物馆

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鼓浪屿钢琴博物馆

教育教育、、旅游旅游、、购房购房、、社交社交

文化和娱乐等领域成为近文化和娱乐等领域成为近

期消费热门期消费热门————

消费重燃，钱都花在哪儿？
2020年过半，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重

燃消费热情。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 23.4%，比上季提高 1.3 个百分点。随着居
民对经济形势的预期趋于乐观，倾向于更多消

费的居民比例呈上升态势，居民的消费意愿更
强了。

钱准备花在哪儿？央行报告显示，当被问及
未来 3 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29.8%的居
民选择了教育，选择旅游和购房的占比均为
19.7%，另有16.7%的居民选择了社交文化和娱乐。

■特别关注

教育是支出大头，线上市场火爆

“自从孩子升入高中，我们几乎没有一天闲
着，送孩子去上各种培训班。”北京市民孙女士
的女儿今年秋天就要升入高三了，除了学校的
课程安排，她还给女儿报了很多课外班。“孩子
从高一开始就在外面补课，语数外轮着上，周末
还有 2小时的钢琴课。”

《中国商业教育辅导市场消费力报告》显
示，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中国家庭的教育支
出占家庭支出的 20.6%；有 14.6%的家庭，教育
支出占比超过 50%。

孙女士算了一笔账，这学期她给女儿报了
3门高考一轮复习网课，一共花了 1.3万元。除

此之外，周末还会上一对一的家教课，2个小时
就要 1000元，一个月差不多要花掉 1万多元。

“现在孩子的教育是我们家最大一笔支出，每个
月工资绝大部分用来给孩子上辅导班了。”虽然
开销大，但是看到孩子成绩不断进步，孙女士觉
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线下课外辅导市场热度持续不减的同时，
在线教育逐渐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今年 3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4.23亿人，
较 2018年底增长 110.2%。

楼市平稳运行，买房改善生活

“现在这套房子住了 10多年，想换
套大一点的。对比了一下北京近年来
的房价，感觉这几年总体来说房价比较
稳定，就开始了‘换房之路’。”北京市
民梁阿姨说，自己已经看了 10 多个小
区、上百套房子，7 月初刚刚定了一套
154平方米的二手房。

据悉，5 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超
8000 套 ，7 月 上 旬 成 交 量 已 经 达 到
4000 套 ，甚至出现了一个周末成交
2000套的纪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
澜表示：“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在疫
情最严峻时候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现 在 基 本 上 恢 复 到 了 疫 情 前 的 状
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6 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2780亿元，同比
增长 1.9%，而 1-5 月下降了 0.3%。其
中，住宅投资 46350亿元，增长 2.6%，增
速比 1-5月提高 2.6个百分点。

近年来，秉承“房住不炒”原则，多
地实施“一城一策”调控机制，稳定房地

产市场。同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优
化信贷结构，把投向房地产的金融资
源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早些年大
家都很关注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新
增贷款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例，曾经
高达 40%以上，这些年在相应政策引
导下，这个比例逐年下降，今年前 5 个
月占比已经降到 25%。”邹澜表示。

专家分析，随着房价趋稳，居民消
费水平提高，买房改善生活将成为部分
家庭的消费选择。

出游观影，文旅市场回暖

旅游达人小刘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
作，本来计划上半年国内游一次，下半年
再出境游一趟，但是疫情打乱了她的计
划。“上半年可是憋坏了，这几天跨省游
重启，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
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下半年准备在国
内好好玩一下。”小刘说。

6月，东航推出“周末随心飞”，即消
费者花费 3322元购买该产品后，可在今
年 12月 31日前的任意周末兑换除港澳
台外的所有国内航班经济舱，无兑换
次数限制。该产品一经推出市场反响
火爆,首周消费者共兑换超过 6.5 万张
机票。东航相关负责人表示，“周末随
心飞”有望提振航空经济，填补市场空
白，同步催生旅客新一轮的出行需求，
让广大消费者、航空公司、旅游服务等
相关产业共同受益，推动经济发展稳

中回暖。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

博士后王岩对笔者分析，各大航司推出
“随心飞”项目为居民提供了周末出游
的便利，叠加暑期档、国庆假期、海南离
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调整等因素，下半
年旅游消费市场有望迎来一定程度的
恢复性增长。

此外，央行问卷调查报告中显示，
16.7%的居民选择增加“社交文化和娱
乐”领域的消费支出。

还在读大学的小陈平时喜欢和朋
友唱卡拉OK或者玩密室逃脱。“我非常
喜欢这种线下娱乐场所，既可以放松心
情，又可以结交新朋友。但是我常去的
KTV和密室逃脱门店一直都没营业，好
久没去玩了，等恢复营业了准备第一时
间约上朋友去消费一把。”小陈说。

休闲娱乐类消费增长的背后，离不
开消费升级大趋势。王岩分析：“一方
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居民消费逐步从传统的衣食住行领域
升级到文化、旅游、养老、休闲等领
域。疫情并未改变我国消费升级趋
势，未来服务消费仍然是国内消费重
要增长点。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旅
游等休闲娱乐类消费是下降幅度最大
的领域之一，大量娱乐消费需求被抑
制，随着疫情好转，这部分消费将会呈
现补偿性增长。”

消费意愿增强，反映出居民对整体
经济的信心更强了。随着中国经济形
势持续好转，居民对经济的预期呈现出
更加积极乐观的特点，也更倾向于增加
消费支出，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持
久动力。 □徐佩玉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1日至7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第一周内，
离岛旅客累计购物4.5亿元，免税6571万元，日均免税939万元，比上半年日
均增长58.2%。图为游客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选购电子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