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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临近夏天，空
气中的温度渐渐升高，随着疫情防控趋势
向好，许多地方的夜晚又聚集起人气，不
少商家逐步延长了经营时间，恢复提供丰
富的夜间消费产品。

5 月 24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将多
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加快培育新型消
费。这其中，夜经济大有可为。

慢慢复苏的夜经济，要能吸引人，关
键要能够打动人。

线上线下都有了人气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的几个综合性商
场发现，营业时间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位
于朝阳区的合生汇商场，曾经热闹的“深
夜食堂”也已经重新营业。

走向复苏的夜经济不仅为夜晚增色
不少，也成为各地提振消费市场的一大

“法宝”。
今年“五一”假期结束后，微信和美

团联合发布了 《“五一”夜经济数据》，
从夜经济的角度观察“五一”假期消费情
况。报告显示，5月1日至5月3日21时至
次日 2 时，全国微信支付餐饮线下支付金
额环比增长447%。

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
活节奏越来越快，尤其在大城市。经历了
白天繁忙的工作，人们需要在夜晚“蓄
电”，无论是一顿美食、一场电影、一次
夜游，抑或是一场沙龙，都会给疲惫的身
心“充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夜间休闲给许多
人带来了幸福感，夜晚放松身心，能够让
一个人更加精力充沛、有创造力地投入第
二天的工作中。

在苏州工作的吴岭告诉记者：“当
下，我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疫情
期间，有许多朋友没法见面，现在，终于
可以在晚上和老友们相聚一下，聊聊近
况，话话未来。”

复苏的夜晚，不仅在线下，同样也发
生在线上。

在青岛经营一家服装店的王贻硕，最
近给店里添置了一件宝贝——直播架，说
起这个宝贝，她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
前，每到晚上，都会有一波小高峰的顾客
到店里逛逛，选购自己喜欢的衣服，如
今，人流量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我隔一
段时间就会在晚上做直播，线上的人气比
以前增加了不少。”

夜经济蕴含巨大潜力

近年来，多地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
策，“夜间经济点亮行动”“打造不夜城”

“月光经济”等字眼开始出现在政府文件
中，夜经济在激发消费潜力、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其实，有很多数据早已证明了夜经济
的巨大潜力。据腾讯与瞭望智库联合发布
的 《2019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报告》 中
显示，中国 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
商场每天 18 时至 22 时的销售额超过全天
销售额的 50%，2018 年，国内夜间餐饮消
费较上年增长 47%。重庆 2/3 以上的餐饮
营业额是在夜间实现的，广州服务业产值
有55%来自夜间经济。

广州国际灯光节已经举办了 9 届，每
年年底的这一盛会吸引上百万游客观众到
场观看，如今已成为广州夜晚的一张亮眼
的名片。广州市锐丰视听创意有限公司创
始人吴武贤告诉记者：“广州国际灯光节
的诞生并非偶然，在此之前，我们考察了
许多国外城市的案例后，深有感触，广州
的夜晚也同样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色彩。”

“与白天一样，黑夜也是一种资源，
它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也是人类精神栖
息的家园。在中国经济致力于高质量发
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的历史时期，夜经

济由于其蕴含巨大的消费潜能、市场空间
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应
用经济学院教授付晓东看来，“随着人们
对高质量、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特别是对
自然的钟爱和深层的理解，夜间越来越成
为人们生活中日益重要、更加关注的部
分。”

的确，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进，改变
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习惯。人们开始追求
高品质、多样化消费，与此同时，精神消
费、文化消费等消费需求更为旺盛，消费
者开始在能力范围内追求更加丰富多样的
生活方式。

挖掘特色 差异发展

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单一化
经营”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最开
始，夜经济是餐饮、购物等消费活动由白
天向夜晚的延伸，通过增加营业时间来实
现流量增加，之后，夜经济业态逐渐丰
富。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夜游、演
艺体验等新业态开始出现并走向成熟。

无论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表现形
式，夜经济的发展要能够吸引人，归根结
底是要能够打动人。

说到这里，吴武贤向记者说道：“夜
间旅游是旅游中的重要业态，它能够让游

客留下来，与当地文化深度互动，但需要
更多贴近人们生活实际的表现形式来呈
现，而且，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景区，要
有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多样化
的需求。”

付晓东表示，中国现有的夜经济产品
类型，大多局限于餐饮、购物、游船、灯
光秀等，文化、演艺、康养类的产品仍然
很少。各地发展夜经济的同质化问题严
重，存在盲目跟风、模式雷同等现象，缺
少特色和情怀的融入，缺少基于本地特色
的夜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

“地域文脉、文化内涵是夜经济发展
的内核，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可以将民族文化中神秘、梦幻的因素运用
到产品、产业创新当中，让中国城市的夜
晚丰富起来，让城市更加浪漫、魔幻、创
新。”付晓东认为。

发展夜经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以
餐饮、购物、夜游等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已
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康养、文化
等消费存在严重的市场缺口，关注精神需
求，创新夜经济业态、服务与产品，这是
中国进一步发展夜经济的突破口。

可以预见的是，夜经济在新一轮消费
升级浪潮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我
们身边的夜晚，也将更加富有魅力。

上图：江苏周庄夜色
华雪根摄 （人民图片）

吸引人，更要打动人

夜经济快步复苏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青 砖 黛 瓦 马 头 墙 ，
雕楼画栋花格窗。这是
浙江衢州廿八都给人的
最初印象。

一条青石小街，依
村蜿蜒而过。两排几十
幢明清建筑，古朴而有
韵 味 。 周 边 关 隘 林 立 ，
大 山 重 围 ， 遗 世 独 立 ，
这是一个“遗落在大山
里的梦”。

古朴造就了丰富多
彩的民俗风情，最知名
的小吃莫过于“风炉仔
炖豆腐”和“铜锣糕”，
整条街上，都充满着煮
豆 腐 和 蒸 铜 锣 糕 的 香
气 。 但 在 这 两 股 香 气
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美
食，比如说被称为“肉
包肉”的燕皮馄饨，还
有“糖包糖”的桂花糖。

燕皮馄饨本来是福
建的名小吃，却在廿八
都这个三省交界的边城
再次发扬光大，成为古镇的“八大碗”之一。

燕皮得名主要是因为皮的形状，而燕皮好吃
也主要是因为这张皮。打制燕皮需要选猪后腿的
精肉，配以上好的番薯粉，肉粉配比恰到好处，
大力手工打制而成，薄如白纸，熟后盈润似玉。

皮是肉，馅也是肉。上好的五花肉，剁细，
加入高汤搅打上劲，再和入自己喜欢的素馅。

古镇差不多人人会包燕皮馄饨，手指翻飞，
不大一会儿，就可以在寒冷冬日里，下一把在沸
腾的汤里，瞬间出锅，放入青花大碗里。这热腾
腾的鲜嫩馄饨，色质晶莹，口感软嫩，韧而有
劲，能够祛除江南的湿寒。

“糖包糖”则不属于古镇的特产，要运气好的
时候才能在满街的美食中找到它的踪影。古镇人
称它为“桂花糖”，衢州人称之为“鸭子糖”，两
者都不是很形象，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许多人儿
时最甜蜜的回忆。

这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小圆球，大有乾坤。麦
芽糖里包着芝麻糖，为防沾手，外面还滚着一层
黑芝麻。外甜内香，这就是“糖包糖”美味的奥秘。

做“糖包糖”有讲究，先将小麦粒浸泡涨
发，待其长出胚芽后与糯米一起带浆细磨，然后
将米浆慢慢发酵，待起泡甜意最浓时大火熬煮，
糖汁渐浓时收火，用铁勺盛起糖汁，举高抬起，
略倾，浓稠的乳白色汁浆宛如白练，汁丝绵绵不
断。停火，晾凉。盛出一团团来，铺在案板上，
均匀地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包进事先做好的芝麻
糖，再顺手滚上黑芝麻，就大功告成了。

走在古镇的街头，也是一个寻宝的过程。有
时是一包香甜的“桂花糖”，有时是街头一个古老
的理发铺，偶然不经意间还能看到一间迸着火星
的打铁铺。

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挑浦城担”的中转驿
站，民国时期经仙霞古道的浙闽物流，在清湖和
浦城之间流动。挑夫们的肩上不仅挑去了物资，
还从福建带来了“燕皮”，留下了“桂花糖”。食
物因交流而获得最大的传播，或许不只是这些食
物，还有人们对家最深沉的牵挂。

人们的脚步，一直在远行，但食物让我们内
心安宁，让我们的牵挂变得别样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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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声鸟鸣唤醒了清晨。
打开窗子，迎面是连绵起伏的青

山，空气里弥漫着麦子的香甜、花儿
的芬芳和炊烟的柴火味道。此情此景
让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耳朵、眼睛和鼻
子，顿时敏锐起来。

麦收时节，我和朋友慕名来到四
川南部县正觉寺村，正赶上一朵朵花
儿争先恐后开放。

正觉寺村地处南部县、西充县和
盐亭县的交界地带，距离南充市有将
近一百公里的路程。村子四周群山环
绕，在山谷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坝子，
一条小河从村民家门前缓缓流过。村
里有古寺，家家户户遍植桃树，于是
有了诗情画意的名字：寺外桃源，取
的是“世外桃源”的谐音。

桃花早已开过了，一颗颗桃子藏
在桃叶下面，凑近一看，青青的果子
挤挤挨挨，看得老乡满脸都是笑意。
现在开得最热闹的是月季花，村里的
小径全是月季夹道，竞相绽放。

村里的风景别有一番趣味。千年
古刹正觉寺、百年传说牵手桥、庄子
岭上“百笑图”……沿溪行，穿过田
野里的阡陌小道，一桥一亭，一石一

潭，皆有娓娓道来的故事。
最让村民津津乐道的是牵手桥，

又叫三步两座桥。沿着溪边的田埂，
穿过几片荷田，来到丁字形的一个岔
河口，但见一条小溪和穿过村子的小
河在这里相遇，一溪一河两座桥。一
个传诵了上百年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故事的主人公是村里的一对青年男
女，两人经常在河畔读书，天长日久
产生了爱恋。但是他们不敢公开恋
情，因为两大家族是世仇，隔河而
居。后来他们外出读书，冲破了家族
的隔阂走到了一起。两大家族放下成
见，各自在岔河口修一座桥，沟通了
两岸也打开了两个家族的心结。这个
故事还被编成了歌舞节目，每年都要
在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上演出。

跨过三步两座桥，沿着开满鲜花
的小径上行，不多久就到了当地人称
作的窠场，岩壁上刻着几个大字：崇
文书岩，这里原来是一个采石场，石
料采走后形成了石窠，现在稍加整饬
就成了一个露天小剧场。几张桌子，
摆上盖碗茶，在养鱼大户老张带动
下，几个爱好者登场就唱开了。

在锣鼓声中，我们离开窠场去庄

子岭，一路上布谷鸟声声叫唤，提醒
人们这是割麦插禾的季节。麦子已经
收割了，许多村民的院坝里晒着金灿
灿的麦粒，街檐下有老人不时在驱赶
偷食的鸟雀。

庄子岭是一个鲜花簇拥的小山
岭，这里的一张“百笑图”，让我停
下了脚步，那是正觉寺村村民的一张
张笑脸。站在展板前，我的目光与每
一张笑脸相遇，他们有的在劳作，有
的在树下休息，一侧脸，一抬头，笑
得那样甜蜜，又是那样亲切。那笑容
就像花儿一样，一朵又一朵汇成了正
觉寺村的花海。

正觉寺村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村落，把一个村子搞成田园景区，这
是大胆的创意。和乡亲们聊天，他们
都提到一个土生土长的村民王新，他
在江苏打工创业积累了资金，决心要
把村子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村民每家
每户也都入股成立公司，一手一脚改
变了村子的面貌。

傍晚时分，田野里起了蛙声，我
走过村里的花径，和每一个乡亲打招
呼，也和路边的花儿招手致意。我们
有时聊几句天，有时一句话也不说，
微笑是我们的共有表情。一拨拨山外
的人来到村里，一下子变得热闹了，
大家赞美着花儿，花儿也变得有了情
意。我就这样在村里随意走动，一直
走到星光满天。蓦然回首，又一次听
到花儿在风中细语和欢笑。

左图：正觉寺村 宋开华摄

正觉寺村花儿开
颜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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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遇见大连，是偶
然也是必然。与大连的不期而遇，
并非是心往而久的早前约定，而是
一场说走就走的临时起意之旅。

一出周水子机场，酷爽的天气
一下子将江南盆地带来的潮湿闷热
驱赶而尽。机场口的士司机一句

“老弟，上车！”东北汉子的热情扑
面而来。这一冷一热，便让大连在
我心中投下好印象。

欣赏看世界，左右皆风景，连
路上的红灯都是快节奏生活中的稍
息驿站。

临近黄昏，如愿到达歹街。街
道两旁密布民国风的仿古建筑，日
式风格的店铺间或穿插其中。百来
米长的窄街上空挂满了红灯笼，底
下数十家美食坊前人头攒动。按图
索骥美食攻略，点了份蛋包饭，半
凝固的蛋液包裹炒饭，淋上番茄
酱，红黄相间，秀色可餐。加上后
几天饕餮的海鲜大咖，狂野的滨城
风味彻底征服了我的胃。

歹饭 （意即吃饭） 后出歹街，
橘黄的路灯拉长了我的身影。身在

异乡，唯有在夜晚可以放肆地享读
风情万千的城市。此时，坐上老式
有轨电车，任由它驶向何方。笔直
开阔的街，高耸不一的楼，流离闪
烁的灯，匆忙奔波的人，忽隐忽现
地映照在穿梭了百年的慢车厢上。
不语的乘客和司机仿佛是默契客，
只管悠闲向前。这种半梦半醒的感
觉，陶醉了每一颗在旅途的心。

某个空旷广场，一位扎着马尾
的小伙子肩挎吉他，弹唱着一首

《再见青春》。这忧伤胜过呐喊的声
音，被风送至角落，感染着周围每
一个忘了鼓掌的人。连我这个不惑
者，都有些泪崩：未曾细细品味青
春就要匆匆步入中年，能做的只有
一笑而过了。

赶到著名的星海广场，恰逢
“啤酒节”。这一大连永不落幕的节
庆，引来了无数啤酒爱好者。只见
啤酒大蓬占满广场，啤酒品牌云
集，摇滚盛宴此起彼伏。四面八方
的人在畅饮区干杯海饮，我也拎上
几瓶，席地而坐，欣赏星海湾与马
栏河的旖旎风光，慢品慕尼黑风

味，呼吸着满是啤酒香的空气，醉
眼蒙胧地躺在那里，思绪放空，与
海同眠。

到滨城，看海是自然的。我曾
到过海南、厦门、秦皇岛，但在东
北看海还是第一次。从未想到辽东
半岛的海是如此干净不腻人。不管
在棒棰岛，还是金银沙滩，踩着鹅
卵石，裹着细沙子，舒服至极。

沈从文最爱大连的海，外国人
说在大连看海是天堂般的生活。于
我而言，在此品海最好是在莲花山
上闭目听风，用心读一读涛声，以
期洗去身上空乏的烦恼。

既然找到了一个理由快乐，幸
福就溢满莲花观景台。落日余晖斜
照，我把这张没写地址带着薰衣草
花香的明信片，衔给眼前这只鸽
子，任由它送向何方。

背着行囊，闪躲在街头。放眼
大连，这里就像十九世纪的油画，
充满着浓郁的万国风情。东港威尼
斯水城富有情调，坐上贡多拉船喂
食海鸥，享受惬意时光，弥补了没
去过意大利的遗憾。在俄罗斯风情
一条街上买个套娃，带块巧克力，
喝杯咖啡，再吮上几口伏特加，过
一把俄罗斯老爷们瘾。到日本京都
风情街泡泡温泉，躺躺榻榻米，尝
尝寿司，风月同天下体会了山川异
域。只有看到一块块“旧址”碑
时，耳边蓦地回响起那首 《再见青
春》。大连的历史曾是遍体鳞伤，
如今带着花谢曾开的芬芳告别过
往，已然自信出发。

华灯上微风熏，我慵懒地散在
木栈道上，璀璨的烟花在苍穹下忽
开忽灭，诉说着曲终人散的美。

再见，浪漫之都。请允许我珍
藏一份不舍的情愫悄然离开。归来
后，余音绕梁，我的脑海里久久都
是滨城的水、光、酒，还有那个扎
着马尾唱着忧郁歌的大连男孩……

如斯，渗透那么一点风情，纵
使人间真如铁，生命亦会更加绚丽
多彩。

上图：大连海滨风光
吕文正摄 （人民图片）

风情大连
范伟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