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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读、夜动……七大主

题活动、200余项特色活动，将在第二届“上海夜生活节”

上启动。一系列新玩法、新业态，也将持续激活沪上夏日

里的夜间经济。

夜间经济的繁荣，夜间消费热情的高涨，是衡量一座

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上海市高

度重视挖掘夜间经济潜力，出台夜间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打造夜间经济地标，完善夜间经济相关配套，让夜间消费

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点之一。

数据印证了上海夜间消费的强劲动力。根据银联数

据测算，上海市 2019 年夜间经济销售收入约为 5235 亿

元；根据《阿里巴巴夜经济报告 2020》显示，上海位列夜

间线上消费活跃城市全国第一名。

开拓夜间市场、增强夜间经济要素供给，要在培育、

创新、管理三个关键词上做文章。一方面，需要积极开展

规划、改造、运营夜生活聚集区；另一方面，要在交通、市

政、公安等领域做好充分的配套支持。

夜间消费的繁荣离不开夜间文化的培育。比如，公共

文化空间思南公馆举办的“思南夜派对”自去年启动以来，

已慢慢变成沪上周末文艺生活的目的地，它通过市集、艺

术展、讲座、露天音乐等形式，培养消费者参与夜生活的习

惯和热情。“博物馆奇妙夜”“运动之夜”“深夜书店节”等特

色文体活动，从供给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夜游选项。

夜间消费的繁荣离不开夜间活动的多元化创新。以

今年的“上海夜生活节”为例，夜生活的玩法继续推陈出

新。来自小红书、点评等互联网平台的博主、达人将担任

“夜生活推荐官”，为消费者盘点包括夜市文化、夜食夜宵

等多条主题打卡线路，进一步促进商圈与交通联动。“酒

吧文化节”首次推出的“摩登夜巴士”也将串联起申城

6 个夜生活地标，让消费者享受一场坐巴士边喝啤酒边

赏夜景的“巡乐城市派对”。

夜间消费的繁荣更离不开精细化的夜间城市管理。

比如，在安义夜巷、新天地活力街区、BFC 外滩枫径等地

打造的周末限时步行街区，平时是普通的街道，周末就变

成了步行商业区，街区功能的切换对城市管理能力提出

很大挑战。对此，上海首创夜间区长和夜生活 CEO 制

度，通过积极协调解决街区夜市中遇到的以及潜在的各

类问题，让夜生活集聚区秩序井然。

总体来看，夜间消费已不限于简单的“逛吃逛吃”，消

费者已经从单纯的“吃货”转变为寻求多元化夜生活的满

足。因此，夜间经济的管理和运营方，必须持续丰富夜间

消费业态，健全夜间市场管理机制，加速让夜间休闲经济

全面开花。要积极构建夜间经济平台，既满足消费者的

多元化需求，又能开拓一个新的“试验场”和“动力源”，让

消费链条实现时间上从白天到夜间的覆盖，空间上从全

城覆盖到长三角，成为推

动“双循环”的一个重要

节点。

6 月 1 日晚，记者从西安大雁塔南广场进

入一街之隔的大唐不夜城，满眼都是摩肩接

踵的人群。大唐不夜城南北长 2100 米、东西

宽 500 米，不仅是 5A 级旅游景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还名列商务部公布的首批 5家全国示范

步行街。

“时空与我，在此交错”“千年古都，常来

长安”……霓虹灯招牌上的字引人思索。声

光电营造的璀璨夜色中，在这条街上“逛吃逛

吃”，仿佛穿越回盛唐。大唐不夜城以盛唐文

化为背景，建筑的仿古设计、装修风貌和谐一

致，从北向南依次分列着大唐佛文化、大唐群

英谱、贞观之治、大唐文化艺术、开元盛世五

组唐风雕塑群，展现了千年古都的历史文脉

和文化轴线，令游客身临其境。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色中，劳累

了一天的人们尝试着放轻松。秦腔演唱、飞

天舞蹈、古筝弹奏、流行音乐演唱等区域吸引

了众多听众，不少游客在“呐喊喷泉”“钢琴

街”“人体打印机”等网红地打卡互动。文创

产品店里，游客也是络绎不绝。玩累了，还有

蹴鞠丸子、冰夹馍、杏酪酥、贵妃稠酒等特色

美食可以选择……

大唐不夜城两侧，分布着音乐厅、美术

馆、电影城等文化场馆。西安美术馆除了周

一闭馆外每天均开放到晚上 10 点，可以现场

扫码免费参观，给临时决定晚上来游玩的游

客增加了可选择项目。

晚上 10 点多，许多商铺都在营业。据介

绍，西安市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夜间经济聚

集区内主要商户率先推行延时营业，每晚至

少延时至 10 点，部分区域还设置了书吧、便

利店等 24 小时营业场所。当地统计部门的

数据显示，商业综合体夜间营业额占全天的

六成，餐饮行业夜间营业额占全天的近七

成 ，大 型 超 市 夜 间 的 人 流 量 也 有 全 天 的

半数。

不过，夜间经济发展时间还不太长，还

存在服务保障相对不全、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等短板，夜间的交通秩序、经营秩序等也有

待进一步提升，与餐饮集聚型、文体消费型、

便利服务型、百姓生活型等夜间经济集聚区

的要求还有差距。西安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结合省级步行街创建

等工作着力推进示范引领，以热门美食区、

大型购物中心、文体娱乐中心为基础，在商

业形态、消费环境等方面向优秀看齐，创建

特色明显、内容丰富、载体多样的夜间经济

特色示范街区。

西安 梦回大唐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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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活“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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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烟 火 气 中 多 彩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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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20多条商业街、2万多个商业网点的五一

商圈，是长沙市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段。黄兴路步行

街喝一杯“茶颜悦色”、坡子街尝几块“火宫殿臭豆

腐”、超级文和友吃一盘“口味虾”、太平街感受老长

沙市井文化……林立其中的网红品牌不断涌动着

前来打卡的人流，点燃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爱上一座城，只因其丰富多彩的夜。”6月 1日

晚8点，在长沙生活了3年的宁波姑娘小敏，兴高采

烈地陪着首次来长沙的“闺蜜团”夜游太平街。这

条保留长沙城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古街，经过修

缮和改造，延续了青砖老宅的原汁原味，释放出浓

郁的市井气息。这是小敏在家乡难得一见的风情，

“太平老街聚集了吃喝玩乐购各类小店，特别是到

了晚上，独有的‘星城文化’吸引着大量人流”。在

武汉读大学时，小敏跟同学来长沙玩过一次，便成

了夜长沙的“铁粉”。大学毕业后，她选择来长沙定

居创业，“夜之星城既有烟火气，也有文化味。不仅

我喜欢这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外地的朋友慕名前

来体验”。

长沙“夜经济”并非一夜而红，而是源于其多年

来丰富的夜间文化娱乐“基因”。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歌厅文化、酒吧文化、电视文化到餐饮文化，

长沙的“夜经济”有广泛的本地消费传统。同时，本

地传统消费文化又带来了外地游客的消费需求。

近年来，长沙的夜消费人数年增幅高达 40%。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长沙“夜经济”已从早期夜市地摊升

级为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夜行等多元并存的消

费2.0版，消费主力、消费类型、消费期待、消费环境

等都发生了变化。

5 月 31 日凌晨 1 点，位于湘府路旁的“乐之书

店”依旧灯火通明，像这样的24小时书店，长沙有多

家；每晚8点至12点，是湘江游轮“橘洲之星”工作人

员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特别是节假日，很多外地游

客会选择坐游轮观赏长沙夜景。除此之外，长沙音

乐厅、博物馆、非遗馆等文化场所也占据着“夜经济”

的一席之地：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李自健美术馆欣

赏艺术展览，在长沙音乐厅、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聆听世界乐团、观赏全球戏剧；湖南省博物馆、长

沙博物馆举行“博物馆之夜”活动，雨花非遗馆推出

全国首个非遗夜市等。同时，不断增加的旅游大项

目也越夜越精彩：在湘江欢乐城欢乐水寨来一场夜

间亲子水战，在华谊电影小镇夜游水城，去炭河古城

看表演，到望城铜官窑欣赏水幕灯光秀……活跃的

夜经济元素，搅热了城市烟火气，让长沙成功入选

“2020中国城市夜经济十大影响力城市”，并位列第

三，其中城市“夜经济”传播力全国第一。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电力大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期间，长沙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城市综合

体等行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26.2%、18.29%、

18.51%，文体娱乐业同比增长 36.5%；全市 164个商

圈中的 101 个商圈同比去年“五一”用电量出现增

长，45 个商圈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83 个商圈第三产业用电量较节前出现增长，57 个

商圈凌晨1点至5点用电量环比节前五天出现超过

10%的增长，5134户夜间时段超过20千瓦时的用户

出现环比用电量增长超过 10%，说明节假日期间夜

间经济旺盛。

“夜经济”的蓬勃发展，更是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的生动体现。为了给“夜经济”保驾护航，长沙市

天心区在黄兴路步行街设立全省首家“夜间经济服

务中心”，实行“夜间管家”、部门轮班驻点制度，整

合城管、市监、应急、街道等相关部门成立“隐患查

纠队”“纠纷调解队”“打击整治队”，在晚上 8 点至

次日凌晨 2 点，开展驻点办公、巡查办公，为市民、

游客和商户提供服务。除政策层面外，更有市场的

有效推动。天心区携手文和友、茶颜悦色、易裕和

等网红品牌店，成立网红品牌联盟，抱团发展，促进

消费。“五一”期间，黄兴路步行街日均客流量超 50

万人，日均营业额比 2020年增长 55%、比 2019年增

长 17%，其中夜间消费超过五成。“我们正在打造全

国第一条有声步行街，让市民游客‘走过一条街，听

见一座城’，下一步，我们将引入大数据分析，打造

智慧平台服务夜经济。”长沙市天心区相关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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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6月 1日傍晚，家住

南京市秦淮区的“老南

京”杜明元一如往常，拉

上老伴和孙子到老门东

历史文化街区一家豆花

店门口停下，点上一碗

芋圆豆花，坐在店门口

的藤椅上，边吃边感受

金 陵 不 夜 城 的 流 光

溢彩。

“我在老城南住了

一辈子，看着居民区变

成历史文化街区，老房

子焕发新活力，打心底

里高兴。”杜明元说，老

门东把餐饮、娱乐、文

创、演艺等多个业态有

机融合在一片传统民居

聚集地上，打造成南京

夜经济的新地标，已成

为自己和家人朋友休闲

的必选地。

投入运营已近 8 年

的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

街区，如今正努力以多

元夜间消费市场的拓

展，吸引更多年轻人走

进来、住下来、玩起来。

“我们今年将在城墙下

引进开心麻花等演出团

队，以沉浸式环境戏剧

演绎来提升夜经济的文

化内涵。同时，打造‘陶

家巷午夜集市’‘三条营

片区浪漫爱情巷’等主

题区域，增加餐吧、中式

小酒巷等特色商业，把

夜间文化与夜间经济有

机衔接。”南京老门东历

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姚涵介绍，老门东正在探索

别样夜生活，打造从晚 6点延续到

次日凌晨 2点的“第二个八小时”，

努力让南京“越夜越热闹”。

高品位的夜生活不拘泥于美

食飘香、袅袅烟火，还有文化氤氲

引领休闲消费新风貌。

熙熙攘攘的游客中，合肥游客

薛瑞半年多夜游了南京三次。“最

喜欢‘夜泊秦淮’里‘儒学+科举’

两条文化中轴线，玩转文旅商一条

龙。既可逛龙门市集，游科举博物

馆，体验国民风电影主题酒店。又

可在沉浸式主题影院看电影，在大

型实景娱乐场景里玩‘剧本杀’，古

典又时尚。”薛瑞说，漫步夫子庙秦

淮风光带，“一步一景”“一步一

艺”，这里的夜消费物超所值。

水光潋滟秦淮柳，桨声灯影画

中游，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丰富的夜

游活动已成为南京夜经

济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古色古香的传统建

筑中欣赏中国古典文化

沉浸式演艺，坐着花船

畅游秦淮河，还能把中

华文化当礼物带回家，

这里的夜经济特别浪

漫。”在夫子庙科举主题

秦淮礼物文创店里，英

籍在华工作者卡鲁姆一

口气买下了 10 多个“状

元郎”“金榜题名”“平步

青云”文创产品，并连连

赞叹太精美了。

“夫子庙正在将‘历

史线’‘文化线’‘故事

线’变为‘旅游线’‘产品

线’‘消费线’。”夫子庙

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晶晶告诉记者，

夫 子 庙 正 以“ 地 域 特

色+文化元素”为方向，

进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

设计和主题营造，陆续

推出了桨声灯影夜游秦

淮、科举博物馆奇妙夜、

水平方夜光森林、“声临

其境”直播夫子庙等多

项特色活动。今年“五

一”，景区总营业收入同

比 2019 年增长 36%，接

待人数较 2019 年增长

了 10.5%，夜购、夜食、

夜宿、夜游、夜娱、夜读、

夜健等经济业态发展均

实现了百花齐放。

一 头 连 着 居 民 生

活、消费延伸，一头连着

商业复苏、经济发展。

在现代商业版图中，“夜

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的重要

指标之一。南京的“夜之金陵”、苏

州的“姑苏八点半”、常州的“龙城

夜未央”……眼下，看好夜经济、发

展夜经济已成江苏各地的普遍

共识。

“江苏正在推进省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鼓励各地

挖掘特色文旅资源，通过一体化夜

间场景设计与打造，形成文旅商深

度融合、业态产品丰富多样、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文旅消费环境好、

管理运营机制优、品牌和市场影响

力大、文旅消费辐射带动力强的集

群空间。”江苏省文旅厅产业发展

处二级调研员丛业立表示，推进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将

对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空间，促进

文化和旅游消费扩容提质发挥积

极作用。

图图①① 游客夜晚从南京夫子庙天下文枢牌坊下走过游客夜晚从南京夫子庙天下文枢牌坊下走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摄摄

图图②② 傍晚傍晚，，游客游客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选购商品在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摄摄

图图③③ 长沙黄兴路商业步行街人头攒动长沙黄兴路商业步行街人头攒动，，年轻人成为夜经济的消费年轻人成为夜经济的消费

主力军主力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瑶瑶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