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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摞：夜间灯火最明亮的地方，往
往是人气最旺盛的区域。(人民日报客户端
网友留言)

@东方网评论：“夜经济”蓬勃发展，
说明城市的夜晚没有睡去，仍在欢乐地
运行。这就要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
夜间也要继续运行。为此，城市管理非但
不能削弱，反倒要不断加强。上海借鉴海
外一些城市的经验，在国内首先设立“夜
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的做法就
很好，促进了城市管理升级。(新浪微博)

@沐清风：夜间市场扮靓城市，繁荣商
业，拉动经济。应精细管理营业平台，方便
市民夜间消费。(“人民日报”公号网友留言)

@微博兰州：盛夏的兰州，瓜果飘香，
处处洋溢着几分时尚迷人的气质，彰显着
黄河之都的味道。尤其在被称为“兰州外
滩”的百里黄河风情线上，处处繁星点点，
风情万种，一派繁华盛景。在此过程中，商
家们更是挑灯夜战，分外忙碌，以图赚个
盆满钵盈，将精致兰州“夜经济”的韵味体
现得淋漓尽致。(新浪微博)

@中国经济网：据口碑数据，在全国夜
间消费最活跃的 10 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
9 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随着夜宵外卖
等需求大增，饿了么外卖骑手队伍日渐壮
大，许多三四线城市夜间活跃骑手人数同
比增长 60% 。22 点到 23 点，大理、重庆、杭
州的很多骑手仍在接单；23 点到 24 点，贵
阳、武汉和广州的半数骑手仍在城市穿行；
过了 0 点，深圳、厦门和佛山超过三分之一
的骑手仍在活跃送单。(新浪微博)

@sunshine1979 ：“夜经济”一词，
正作为新消费增长点频频出现。“夜经
济”不仅能丰富夜间消费的渠道 ，也体
现着新经济下城市的奋斗与激情 。(新
浪微博网友留言)

@大庆广播：从原本夜晚鲜有人出
门 ，到如今泡吧 、看电影 、宵夜 、听音乐
剧……在发展的大庆，“夜间经济”开始不
断地释放潜能，在拉动消费、提供就业的
同时，还提高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夜经济”点亮大庆新“夜”态。(新浪微博)

@清风徐来：“夜生活”能丰富群众的
夜生活，但也要有时、有度、有范围。有些
地方，到了半夜还车水马龙，严重影响周
边居民的休息。为了衬托效果，增添城市
美感，建筑灯光是可以有的，但是一定要
雅致，要符合城市的建筑风格和人文底
蕴，不能追求过分的跳动和闪烁，造成光
源刺激。盲目给建筑安装照明景观、给街
道安装霓虹灯等，不仅造成光污染，还有
安全隐患。(“青蓝文旅”公号网友留言)

@多云转晴：不是说熬夜不好吗？深
夜还出来吃夜宵，容易长胖啊。

(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留言)

@新华社网友：在发展“夜经济”的时
候，也要对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加强监督。

(新华社客户端网友留言)

@人民 Q462e：让人气聚起来，让夜
间经济火起来，让城市夜晚亮起来。

(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留言)

王智勇

城市“夜经济”，也叫夜间经济，是城市活
力的重要表征。

城市“夜经济”是指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后
进行的经济行为，以太阳落山至次日太阳升起
为时间划分界线，一般指从当日下午六点到次
日清晨六点发生的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夜经济”的兴起与社会分工的细化密切相
关。从传统的餐饮服务、便利店、电影到文化演
出和夜间观光等，都体现了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与城市工作节奏的加
快密切相关。一方面，年轻人面临越来越激烈
的竞争，承受着越来越强的工作强度，因而常
常需要依赖于社会化的餐饮服务来解决用餐
问题；另一方面，年轻人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
提高技能，以适应日益紧张的工作节奏和激烈
的竞争，在工作之余的夜晚，他们还需要通过
各种方式学习和培训。

“夜经济”的兴起也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密切关系。

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时，就会有更高的
物质文化需求。其具体表现是有更多的时间去
休闲娱乐，享受精神食粮。近年来，图书馆、文
化馆、音乐厅、影剧院等文化场馆正日益成为
人们夜间活动的重要场所。

”夜经济“的参与人群并不仅仅局限于本
地人群，实际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群把旅游作为他们拓宽视
野、增长见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家

庭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孩子的人文素养。越
来越多的城市“夜经济”顺应了外来人群的需
求，并借机宣传城市文化，例如哈尔滨举办的冰
雪节，在夜间更能够充分体现冰雕艺术的细节。

近些年，学术研究领域也将“灯光指数”作为测
量一个城市和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城市
或地区的夜间活动必然会以灯光亮度的方式体现
出来，从而被远在太空之上的遥感卫星所拍摄到。

通过校对整理，形成全球可比较的“灯光指数”，可
以用来估算经济活动、人口规模的社会经济指标。

城市“夜经济”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有更多夜
间活动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夜经济
促进消费和扩大就业的基本事实。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中就兴起了夜市和早市。而近些年
兴起的“夜经济”自然不仅仅是夜市的翻版，更
是升级版，有了更多丰富的内涵和外延。20 世
纪 90 年代的夜市和早市一直延续至今，但它们
并不是“夜经济”的主体。

当前，“夜经济”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在社会
交往 、精神文化 、学习与培训方面的投入和付
出。有需求自然也就有供给，在大城市中，由于
市场的规模效应，供给的效率更高，能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需求。以餐饮为例，从大排档到街
边小店再到商务会馆，各种价格档位，充分满
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夜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是以良好的
产业结构和完整的产业链为基础的，这也为城市
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

“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表征

夜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是以良好的产业结构和完整的

产业链为基础的，这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是霓虹灯下的人流如织 ，是“深夜书房”里
的书香弥漫 ，是博物馆夜场里的游人如织……在多种消费形态综
合推动下 ，“夜经济”正成为城市形象新名片 。不过 ，在夜间经济成
为提升城市活力 、拉动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同时 ，也应当注重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 ，配备夜间公共交通 ，避免光污染 、噪音污染侵害居民
正当权益 ，还要避免城市“千夜一面”式发展等 。

本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专家、新华社记者从不同角度
解读“夜经济”，希望能为您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 本期策划：刘晶瑶

【编者按】

漫漫画画：：曹曹一一

本报记者吴光于

夜里 23 点，成都玉林北街，马丘比丘咖啡
馆里的“OPEN MIC 之夜”还没有散场。哈萨克
族歌手刚放下手中的冬不拉，美国姑娘就和她的
朋友们玩起了“蓝草”。人们点燃杯中的 B52 ，在
火苗熄灭的那一刻一饮而尽，欢笑声飘得很远。

城市的那一头，奎星楼街的网红小店里依
然挤满了人。东大街上，一排队就得等两三个
钟头的火锅店里，依然香味四溢。

“老成都”眼里的成都夜间经济，娱乐与美
食是永恒的主题。随着当前“三城三都”城市品
牌塑造的深入，夜间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制定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划
发展夜消费集聚区，开行 14 条夜间公交路线，
推出地铁、商场节假日延时服务……近年来，
在成都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下，成都“夜
经济”蓬勃发展。

在 339 连片街区，从顶级酒吧 SPACE 、全
城最大的露天酒馆贰麻，到德国进口国际卡丁
车馆、大型的博物馆之夜，再到不计其数的“鬼
饮食”，夜消费成了突出特点，晚间和白天的人
流比达到 8∶2 。

如今，成都的夜间经济已经有了自己的独
特发展路径——— 不仅在各个区域都有点状的
商业分布，还能通过天府绿道等城市交通系统
串街成片，展现丰富、生动的城市景象——— 或
文艺，或古朴，或潮出天际。

烟火气之上，文化和品位则是“夜经济”发
展的“软实力”。当前，围绕构建“夜市、夜食、夜
展、夜秀、夜节、夜宿”六大夜消费主题场景，成
都正在形成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夜生活生态圈。

锦江穿城而过，船只帆樯如林，这座城市千
年前就有过这样的繁华。今年春节期间，随着成
都“夜游锦江”的推出，这一美景得以重现。光影
斑驳，音乐回荡，人们从码头登上古色古香的乌
篷船，在水波光影中，看“锦江故事卷轴”串起都
市休闲、东门集市、闹市禅修、锦官古驿四大片
区，一幅兼具老成都、蜀都味儿和国际范儿的生
活美学地图，徐徐展现。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如今，
沿着锦江绿道夜跑，能闻见的花香，或许正与当
年打动诗人陆游的一样。

如果沿着这条路在深夜跑得更远一点，便能
从深夜宽巷子里的一面面窗扇、窄巷子里一座座
庭院中，瞥见一点李劼人笔下的“少城”。

然而，斗转星移，这里又是如此不同——— 三
联韬奋书店里，有人静静地翻书。文艺青年们“朝
圣”的“白夜”酒吧中，诗歌与布鲁斯在弥漫。

夜间经济悄然升级，倒逼着城市治理水平不
断提升。如何让在城市绽放一夜后，天亮时还能“晓
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考验着治理者的能力。

在武侯区锦江河畔丝管路长约 500 米的街侧，
39 家音乐酒吧比邻而立，晚高峰人流量高达 15000
人次。针对丝管路酒吧街特殊的环境，成都市公安
局武侯区公安分局不断加大警力投放力度，担当起
通宵彻夜的“望江”之责，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夜间经济是城市的另一张面孔。从北京到上
海，再到成都，千门万户，各有不同。“九天开出一
成都”，自然这里的魅力与别处不同，避免“千城
一面”，考验的是规划、治理和选择。需求多元、形
式多元，让夜间经济既能“奔放”还能“婉约”，这需
要全方位梳理、挖掘城市文化符号，营造独特的
消费场景，提供更佳的消费体验。

“锦官不夜城”如何炼成

如何让在城市绽放一夜后，天亮时还能“晓看红湿处，花重

锦官城”，考验着治理者的能力

他山之石：首尔“夜猫子夜市”

“夜猫子夜市”具有韩国传统特色，被评选为 2018 年最受外

国人欢迎的首尔市政策

本报记者陆睿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上班族拖着疲惫身躯
准备回家，“不夜城”首尔才刚刚开始散发它的夜
晚魅力。人潮涌动的大街小巷，挤满了络绎不绝的
匆匆人群。在夜生活丰富多彩的首尔，各色霓虹灯
下的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韩国，人们已适应多元化的夜间消费和娱
乐休闲，咖啡店、健身房的营业时间一般都持续到
深夜，便利店基本都是 24 小时营业。可以说，“夜经
济”已成唤醒沉睡都市、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力量。

说到“夜经济”，就不得不谈到韩国独特的夜
生活文化。结束了一天甚至是一周的忙碌工作，
韩国人喜欢三五成群地聚在餐厅吃饭小酌，推杯
换盏，开怀畅谈。然而，这也刚刚拉开首尔夜生活
的序幕。对于在 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工作时
长名列前茅的韩国人而言，夜生活不仅是朋友聚
会、联络感情的方式，更是舒缓压力的手段之一。

精彩的夜生活成为点亮首尔不可缺的时尚元素。

在韩国，夜间聚会通常按照“次”来划分，人
们在结束了餐厅用餐的“一次”聚会后，接着会纷
纷涌向酒吧，开启夜生活的“二次”狂欢。如果兴
致未了，那么继续转场“三次”至 KTV ，直到通宵
达旦，尽兴而归。这是韩国夜间消费的通行规律。

而最热闹的去处，无异于充满异域风情的梨泰
院、通宵不打烊的东大门、年轻人为中心的宏大
一带以及灯红酒绿、潮人遍布的时尚江南。

此外，为了丰富民众的夜间生活，发挥夜间
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首尔市从 2016 年
开始每年春夏之际在周末夜间六点至十一点举
行美食餐车和流动小贩的市民消暑活动。这一活
动被称为“夜猫子夜市”，韩语直译过来就是“鬼

怪夜市”。这一夜市推行以来，不仅深受首尔市
民喜爱，也得到很多外国友人的青睐，常常人
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这些为周末夜生活带来一抹亮色的“夜猫
子夜市”。在首尔东大门 DDP 广场、清溪川、麻
浦文化储备基地、汝矣岛和盘浦汉江公园等多
个热门地点同时开展，每年能吸引超过 500 万
人次的访问，总销售额逾 117 亿韩元(约合人民
币 7044 万元)。在夜市不仅能品尝到世界各国
的风味美食，还能够挑选和购买到手工制品。

在汉江公园和文化储备基地的露天剧场，
每周都会有乐队带来各国风格不同的表演，也
会播放怀旧的露天电影，感受多彩的异国文化
气息。在汉江公园，人们一边欣赏汉江的缤纷
夜色和城市剪影，一边还能在舒适的草坪上搭
起帐篷与亲朋好友畅叙至深夜。而在清溪川，
灯火通明的“夜猫子夜市”更具韩国传统特色，
不仅能品尝各色韩国小吃，还能体验各色文化
活动。“夜猫子夜市”因此被评选为 2018 年最
受外国人欢迎的首尔市政策。

除了各大夜市成为拉动“夜经济”的重要
引擎，夜间的文化体验活动也必不可少。每当
酷夏来临，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等首尔标志
性景点就对外开放夜间游览线路。宁静夜色
中，古色古香的宫阙楼阁在现代化的灯光映射
下，散发出不同于白昼的独特魅力，让游客踏
上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浪漫文化之旅。

为了确保夜间人们通行方便，首尔市还开
通了多条深夜公交车线路，每隔 40 分钟就有
一辆，确保午夜零点到凌晨 5 点之间人们能搭
乘到公交车。这也从侧面为首尔经济 24 小时
的运转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与归

发展“夜经济”，既可促进消费，也能满足民
众对丰富多彩生活的现实需求。但是，“夜经济”

也可能带来一些新问题，比如光污染、噪音污染
等等。我们蓦然发现，白天真的渐渐不懂夜的黑
了——— 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夜晚真的没有那
么黑了，也没那么静了。

发展“夜经济”，必须有一套科学、协调的
环保规范措施。使用什么样的灯、什么时候关
灯，噪音分贝控制在什么范围内、示范街和住
宅区的距离……这些直接关乎居民健康权和
休息权的细节，都必须有明确的标准以及翔实
可行的规章制度落地。

2016 年，西安市民曾投诉雁塔区一企业的
霓虹灯广告，从下午六点一直亮至次日早晨六
点，将附近照得如同白昼。但投诉到城管局、环
保局后，工作人员却表示，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规定和限定光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只能
争取运用协商的方式保全双方利益。

屡屡出现的“协商解决”，暴露了在我国光污
染治理上的捉襟见肘。和光污染类似的困境，还
有噪音污染。2019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通报 6 月
全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显示，涉及噪音
污染的举报占 41 . 3% 。其中，反映建设施工噪音
污染的举报最多，占噪音举报的 49 . 3% ；其次为

反映工业噪音的举报，占 26 .1% 。

在前两年的热播剧《欢乐颂》中，有一位主角
的人物设定是留学归国精英，当隔壁邻居家举办
躁动派对时，她准确报出了现场的噪音分贝以及
当地的相关法规，让邻居哑口无言。但在现实中，
拥有如此敏感的维权意识和如此细致的环保知识
的居民很少，而违规提前开工、延时开工的工地或
装修却屡见不鲜。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也饱受经济繁
荣带来的“夜污染”问题。在法国，光污染被纳入侵
害近邻权益的范畴；在捷克，《保护黑夜环境法》被
称为世界上首部光污染防治法，它不仅从法律上
明确了光污染的标准和规范，还规定公民和组织
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光污染。而在瑞典，很多小区
对噪音的敏感已经到了“晚上 9 点后不准使用吸尘
器，晚上 10 时后不准使用洗衣机”的地步。

繁荣的“夜经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
熟、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表现，但健康的夜生活、
环保的“夜经济”，也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们习惯了不夜城的繁华，但也开始悄悄怀念
那些可以看见星星、听见蛐蛐叫的夜晚。

因此，在各地纷纷推出促进“夜经济”的政策背
景下，尤其需要对“夜经济”容易产生的污染问题未
雨绸缪。拓展一座城市的“夜经济”，要讲究“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
居民权益。

管理“夜经济”，要防“灯下黑”
拓展一座城市的“夜经济”，要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

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居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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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城市“夜经济”，人们脑海里第一时间浮
现的是盛夏消暑——— 三五好友相约，一起烧烤、撸
串、喝啤酒。不容否认，从“吃”这个角度切入，找寻
拉动“夜经济”消费的突破口，确实是最简单的发
展思路。

不过，仅有夜宵的“夜经济”，缺乏印刻着城
市文化底蕴的“夜标识”，很容易让公众产生审美
疲劳。不论夜晚行走于哪个城市，都有一种“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城相同”的观感。在不少地
方，都存在将发展“夜经济”简单与夜间餐饮行业
画等号的现象。

如今很多地方的“夜经济”主打“夜宵”，可走
进这些地方的“深夜食堂”，食客却找不到期待中
的地方风味，只有“千城一面”的冷饮、烤串，味道
难以下咽，价格又不够亲民。这种“夜经济”的发展
思路，只能通过宰外地游客一刀，赚一时的快钱，
缺乏长期发展的持久动力。

多年前，曾有一首街头巷尾传唱的流行歌曲，
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城市在探索“夜经济”发展
思路的时候，想要让公众避免夜生活“乏味”的观
感，尤其需要立足城市特色，不能闭着眼睛“摸
黑”、闭门造车。

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城市都已经探索出相对
成熟、各具特色的“夜经济”模式。例如，西安主推

“夜游西安”，力争将“大唐文化”打造成古都旅
游名片；武汉推出“长江灯光秀”带火两江夜游；
福州三坊七巷、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都
打造了夜间旅游“金字招牌”；北京故宫近 600
年来首次开“夜场”，中国国家博物馆将暑期开
放时间延长到夜间等；上海打造“具有国际消费
城市特征的夜市模式”，推出体现国际大都市美
食文化水准、展示城市民俗风情、满足多元消费
需求的“地标型夜市”等。

归纳总结这些成功案例，会发现具备城市
文化品牌加持，找到城市文化内涵，代表城市独
有个性的“夜经济”，才是让城市“夜经济”“夜不
眠”的动力引擎。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
约黄昏后。”早在千年前，“灯如昼”的不夜城，就
已经投射出了古代都市的繁华。

在文人的笔下，特定节日里，古代的“夜都
城”看上去流光溢彩，绽放风情。如南宋辛弃疾
在《青玉案·元夕》中写就，“东风夜放花千树。更
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
光转，一夜鱼龙舞。”唐代李商隐描绘元宵夜观
灯，“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时代发
展到当下，城市“夜经济”发展，应突破原有窠
臼，打造城市“夜 IP”，成为人们感知地方文化
韵味、体验“夜生活”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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