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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灯火

璀璨，游人如织。小吃摊边、购物中心里

三五成群，人们或大快朵颐，或挑选心仪

物件，尽情享受着夜间消费的愉悦。

位于花果园中央商务区的贵阳百货

夜市城，过了凌晨仍不时有顾客光顾。“最

初我们的营业时间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10

点，后来因为晚上顾客更多，就把营业时

间调整为下午1点至凌晨4点。”贵阳百货

夜市城运营负责人段宇说。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的游人无不赞叹：

贵阳的夜流光溢彩，活力四射，让人流连

忘返。

贵阳一向重视发展夜间经济，着力打

造多彩不夜城。2020年 9月，贵阳市印发

《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就繁荣

夜间经济“夜+”业态，完善夜间经济发展

环境，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意见。

如今，喷水池、花果园、未来方舟等商

圈夜间消费场景已家喻户晓。为了吸引

消费者，这些地方纷纷实施亮化美化工

程，举办各类灯光秀，组织美食节、音乐

节、啤酒节、嘉年华等活动。很多商场营

业到夜间 10:30，节假日更延长到晚上

11:30，部分商业街区更是通宵达旦营业。

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激发了城市活力

和吸引力，成为城市活力的“新名片”。

同时，贵阳市大力开展夜市“退街入

室”行动，让部分闲置的商业载体重获新

生。南明区利用老旧棉纺厂厂房承接青

云路夜市摊区，打造集夜间美食、娱乐、休

闲等为一体的消费载体——青云市集，让

老厂房再次焕发活力。据测算，贵阳夜间

经济发展大约盘活 20 万平方米商业资

源，新增就业超过2万人次。

来自贵阳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夜间

经济街区与商场的互动有效带动周边商

场、餐饮等行业企业普遍延长了经营时

间，商家收入同比增长 20%以上。夜间经

济的火爆增强了城市活力，带动凯辉便

利、24客便利、勇惠便利等 24小时便利店

加快布局，目前全市已有 2000 余家。夜

间经济逐步成为贵阳新的经济增长点。

贵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加快夜间消费场景培育，在全市人口

密集区域，构建以 15 分钟交通生活圈为

半径，集餐饮、酒吧、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

体的现代夜市，打造夜间生活服务圈。

同时，贵阳将积极繁荣夜间文化消

费，延长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文体设

施开放时间，丰富茶文化体验项目及大剧

院、星光剧场、国艺剧场等夜间文化演艺

活动的品类场次，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参与

“夜品筑城文化”体验。

根据规划，到 2025年，贵阳将培育打

造 1 个以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夜间消费

场景、10条以上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对此，贵阳还计划以南明河、筑城广

场、甲秀楼、黔灵山公园等地标为主，突出

“黔山秀水”特色，精心策划灯光秀、演艺

秀、夜间游娱等项目，构建标志性“夜间旅

游集聚区”，打造“筑城夜景”产品，进一步

提升夜间旅游消费。

近年来，各地的城市街区都围绕夜间消费，推出

了富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夜间品牌活动。如今，

谈消费，必谈夜间经济；但是，谈夜间经济，却不能只

谈消费。

夜间经济密集发生在傍晚 6 点到凌晨 2 点这个

时间段。从活动空间看，最受消费者青睐的夜间经

济活跃地带，是以城市夜景灯光和地标性建筑为特

色，结合文化娱乐、餐饮休闲、观光表演和生活配套

等形成的综合型集聚区。

从上海的新天地商圈、广州的天河路商圈，到成

都的“夜游锦江”项目、苏州“姑苏八点半”品牌，一个

个活色生香、有文化有新意的文旅消费聚集区在夜

色中璀璨生辉，化身为夜间经济最好的载体，也形成

了城市文旅 IP。由此可见，新消费的前提是乐于创

新的诚意，为了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夜间消费场景费场景，，新新

文创文创、、新零售新零售、、新媒体创新必不可少新媒体创新必不可少，，做到了多元化做到了多元化、、

多层次的主题性综合体验多层次的主题性综合体验，，才能进一步满足消费客才能进一步满足消费客

群显性或潜在的需求群显性或潜在的需求。。正如中国旅正如中国旅游研究院《2020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的表述，潮流夜市、文创集

市、微演艺、行浸式夜游正在成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

的重要“活力因子”。

夜间消费另一个关注点应是满足市民生活的诚

意。夜间经济并不局限在灯火绚烂的闹市街区，日常

百姓生活的区位同样需要夜间消费的供给。当前夜

间经济的差异，存在南强北弱的地域差别，大城市明

显优于中小城市。这些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却不能

说没有地理区位优势，就不能发展夜间经济。对夜间

经济的开拓，应当从更大的范围去探索，“小而美”的

街边便利店、超市都是夜间消费的一部分。

从提升城市居民服务的角度看，目前国内 24小

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体配置比例依然不高。随着二三

线城市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便利店市场存在较大

发展空间，小城市的居民同样有庞大的夜间

消费需求。营造友好的夜间消费场景和服

务方式，能为当地消费升级提供更大潜

力，进而驱

动城市经

济发展。

促夜间消费需更多诚意
敖敖 蓉蓉

黔 山 秀 水 流 光 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 王新伟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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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就刷爆社交媒体的

沈阳嘉里城歇马夜市网红

“打卡墙”，今年焕新亮相。

红墙的赤红，诉说着沈阳这

座城市的皇城历史；红墙上

的碧蓝绸带，则象征着母亲

河浑河的记忆源远流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6

月 6 日傍晚，家住沈阳市沈

河区的“老沈阳”刘楠带着儿

子在“打卡墙”自拍。“歇马夜

市通过食、游、购、娱、展、演

多元场域，打造东北区域具

有都市轻奢、时尚、慢生活等

元素的夜经济街区。我和儿

子都很喜欢这里，从开业到

现在来过3次了。”刘楠说。

沈阳香格里拉大酒店、

芝音、玲婧胡同、隐庐、西江

左岸……国内美食、网红餐

饮等顶流品牌强势入驻歇马

夜市。这条主街长 150 米、

宽 6 米的嘉里城歇马夜市，

主打品质、高端定位，日均客

流量超过3万人。

记者观察到，不少嘉里

城商场里的高端餐饮品牌，

先后到夜市开设摊位，通过嘉里城商户把

客流引入夜市。更多的是，夜市上熙熙攘

攘的游客对摊位小吃的良好体验和口碑，

纷纷将客流反哺给嘉里城商场。芝音餐

厅店长马金菊告诉记者，她们家摊位上的

无酒精鸡尾酒特别受欢迎，很多消费者从

夜市摊位被吸引到餐厅里消费。隐庐餐

厅负责人王娟也说，摊位对餐厅有 40%左

右的引流，夜市带动了商场餐厅流量。

家住丹东市振安区的游客李嘉慕名

来到歇马夜市。“我已经连续两天来这里

吃晚饭了。”李嘉说。

夜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关乎

文化，城市文化或本土文化与夜经济活动

相辅相成。在嘉里（沈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商业运营总经理唐平看来，夜经济

的繁盛反映出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渴望，是

这座城市市井生活的鲜活表达。而没有

“文化表达”和“价值倡导”的

活 动 是 枯 燥 的 ，欠 缺 生 命

力。歇马夜市在策划之初，

就立足于城市文化和沈阳精

神，3 年来围绕国风、城市记

忆、城市活力进行开发建设，

并在选题上逐步递进，深耕

城市价值。

“今年，我们还策划了

‘辽宁城市会客厅’来展现扶

贫成果，策划了‘少年眼中的

100 年’素描展来感悟北方

工业历史与人文情怀。一系

列关于活力、潮流、艺术、美

食等城市文化关键词都有相

应的表达，我们希望展现出

属于大东北、大沈阳的文化

自信，助力更多本土品牌和

文化借势夜经济东风，再次

繁盛。”唐平表示。

沈阳市沈河区副区长胡

韬表示，立足“品质城区”建

设，沈河区全面推动夜经济

发展的精细化管理工作，突

出“文化+”新动能，打造有

颜值有温度的夜经济，让夜

经济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

历史文化内涵，更有现代时尚风范。按照

“文化赋能—业态升级—品牌塑造—集结

流量”的发展路径，2021 年重点推进“彩

塔、五爱、嘉里”3个夜经济场景由功能性

向文化性升级，策划“长安寺和盛京龙城”

两个历史文化主题夜文化场景，增设“恒

隆和百联”两个具有“潮”元素的“网红”打

卡夜经济场景，构建“一纵一横一圈多场

景”的夜经济空间格局。

璀璨灯火，特色美食，炫丽潮装……

很难有一个地方，比夜市更能代表沈阳的

烟火气。记者从沈阳市商务局获悉，全市

38 条夜经济街区 5 月底开街率达 90%以

上，6月份全部开街。未来将力争每个街

区培育 1 到 2 个网红打卡点；年内认定 5

个以上市级夜经济街区；在夜经济旺季各

区县（市）至少组织一个有影响力的夜经

济主题活动或开街活动。

古 蜀 风 韵 九 眼 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畅畅

入夜，东门码头，皓月当空，合江亭边，

乐声悠扬，一江碧水，移步易景。站在九眼

桥头，全新亮相的“故奈·九眼桥头潮玩街

区”刷新了附近居民对九眼桥的记忆。这

个曾经脏乱差的水产市场，从被人嫌弃的

城市“牛皮癣”，摇身一变成为一环路上的

热门打卡地。九眼桥旁，锦江岸边，夜幕降

临，汉服秀再现古蜀风韵，人们边走、边看、

边玩，沿途的祈愿福袋树传递着浓浓的

祝福。

“今年春节和‘五一’假期，我和家人到

双子塔看了灯光秀，现在交子大道南侧又

有了夜市，好玩得很！”家住成都市高新区

石羊场路的王雪是一位时髦的“95后”。她

告诉记者，“原本节假日爱逛春熙路，现在

感觉城南也有了好耍的地方。”

如今，位于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的金

融城双子塔灯光秀十分热门。据成都高新

区财政金融局局长姜小龙介绍，交子大道

已纳入规划面积 9.3 平方公里的交子公园

商圈进行整体打造，整个商圈入驻金融及

配套企业数量位居中西部第一。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

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歌词有所不

同，自古因商而立、因商而兴的成都一直都

很“亮”，夜间经济构建起了这座城市 24 小

时复合消费生态圈。从曾经的美食、酒吧

到如今融合了文创、科技、时尚的全新夜间

消费场景，成都的夜间经济呈现多元化、特

色化、品质化的新趋势。

夜间如何感受天府文化？“我们保留了

部分能体现独特市井文化的老建筑，像纯

阳市集除了有地道的成都美食、文创产品

外，还会定期举行投壶、纸网捞鱼等活动，

让游客重拾童年乐趣。”成都市锦江区公园

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副局长肖平说。

早在 2018 年发布的《成都加快建设国

际消费城市行动计划》就已明确：挖掘夜

间消费新动能，加强夜间经济的环境营

造，引入现代新兴消费业态，打造成都夜

消费地标。2019 年，成都《关于发展全市

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出

台，进一步表明成都不断完善夜间公共服

务，优化夜间经济营商环境。2020 年 11

月，成都发布 100 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位，夜

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提档升级。

“我们要打造一种可进入、可消费、可

参与、可体验的夜间经济场景，华兴街商圈

就很有代表性。”肖平告诉记者，作为成都

重点项目天府锦城中“八街九坊十景”的项

目之一，华兴街商圈已于去年 10 月完成风

貌改造并以“天府文化体验街区”的全新姿

态再次走入公众视野。

全国酒吧数量位居第一的城市是哪里？成都。然而，成都夜晚的亮点却不止于此。通

过各类消费场景协同发力，成都的“夜”态已经实现了迭代升级。

贵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空气不干燥、四季无风沙，发展夜间经济的先天条件优

越。在 2018年发布的“全国最早睡城市”榜单中，贵阳位居倒数第五，而“城市夜生活活

跃度”排名前列。

夜经济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展现城市活力与魅力、品位与品质、颜值与温度的重要

内容，歇马夜市所在的沈阳市沈河区围绕文化创意和时尚宜居中心建设契机，坚持“文

化+”战略，打造2021年夜经济升级版。

①① 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文创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文创

商店商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开新杨开新摄摄

②② 贵阳夜景贵阳夜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③③ 在在天津市河西区万象城天津市河西区万象城

夜市夜市，，消费者消费者在挑选在挑选小商品小商品。。

张张 磊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④④ 福建泉州洛阳桥头福建泉州洛阳桥头，，游游

客在观赏手工作品客在观赏手工作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林善传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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