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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夜京城”地标测评

景色美人气足 配套待提升
北海清波浮画舫, 香山红叶染霜天……京城的美，早已刻入人们的心里，那
么，北京的夜又是什么模样？
近日，
一系列繁荣京城夜间经济政策出台，
前门和大栅栏、
三里屯、
国贸、
五棵松
入选首批“夜京城”地标，
分别代表着古都风貌、
活力时尚、
高端引领、
跨界融合。
“夜
北京”美在哪里，
还欠缺什么？记者走访了首批入选“夜京城”地标的四大区域。

五棵松▶“老中青”
各有各玩法
晚上 7 点，西斜的太阳还散发着余
晖，杨峥急匆匆地从地铁五棵松站走出，
往华熙 LIVE 的方向赶去。
“今天聚会，几个朋友都到了，就差
我了。”顺着人流，杨峥走入华熙 LIVE
的下沉广场，
他的朋友们正在这里的
“深
夜食堂”餐饮街等着他。
“深夜食堂”再向东，
“HI-Park”已
亮起了灯光，篮球撞击地面的“嘭嘭”声
此起彼伏。也许是凯迪拉克中心（原五
棵松体育馆）的缘故，这里已经成为京城
的又一处
“篮球圣地”
。
“能运动的地方不多，而且打完球，
哥儿几个还能在旁边撸个串。”篮球爱好
者刘先生表示，选择五棵松作为夜间
“聚
点”，看重的是体育与商业结合的新形
式。赶上热点赛事，刘先生还会与朋友
一起去凯迪拉克中心看一场北京首钢篮
球队的比赛，
感受一下热血与激情。
体育、餐饮、潮牌……在这片主打跨

界融合的综合体内，65 岁的孙玲有她自
己的“玩法”——中心广场旁，她正带着
4 岁的孙子，欣赏街头歌手的演出。虽
然年轻小哥唱出的每一首流行歌曲，她
都叫不上名字，孙玲却听得津津有味。
孙玲居住在五棵松已经超过十年，
在
她眼中，
近几年这里的建设与变化，
让自己
变得更加年轻，
“那天我跟孩子说RNG，
他
都特别惊讶，
说‘妈您挺时髦啊’
。”
唯一让她有些芥蒂的，是这里的无
障碍设施还不够完备，
由于是下沉广场，
进入华熙 LIVE 要走上三十多级楼梯，
这让推着童车的孙玲有些犯难：
“如果能
在出入口多装几个直梯就好了，要不我
每次都得转一大圈从后面的斜坡下来。”
晚上 8 点，孙玲准备带娃回家。旁
边的
“深夜食堂”餐饮街，
仍是人头攒动，
几家热门餐馆的门外，还排着长长的等
位队伍：
“非周末的晚上也这样，说明我
们城西可去的地方还是少。”

夜幕下的三里屯太古里。

三里屯▶ 每个停车场都在排队

前门和大栅栏▶ 配套设施待完善
如果说五棵松代表着夜京城的
“新”，前门则需以古韵吸引游客。
“再往这边站一点儿，把这匾照上。”
晚上 8 点 20 分，前门鲜鱼口一处老字号
门前，岳先生一家拍了张合影，来北京五
天，前门是他们旅游的最后一站。早就
在网上看过不少关于前门的介绍，岳先
生学会了
“大栅栏”的正确读法：
“尝了几
样老北京小吃，孩子还坐了铛铛车。”
纵然夜色已浓，大栅栏的游客仍摩
肩接踵。最能吸睛的，还是各具特色的
老字号。在老字号门前“打卡拍照”，也
成了游客的标准动作。位于大栅栏西口
的广德楼，则有了新的引流方式——作
为京城现存最古旧的戏园之一，如今成
了著名相声团体德云社的
“主场”。就算
来不及听上一场相声，来门口与“郭德
纲”合个影，也算没有白来一趟。
不过也有遗憾，在岳先生看来，夜幕
下的前门，可看景点不算太多。除了鲜
鱼口、大栅栏等主要区域外，前门主干道
外的许多分岔路，一眼望进去漆黑一片，
让游客只得驻足。
事实上，若以
“夜京城”衡量，
即便是
前门步行街的主干道，亦显不足。由于
路灯较少，晚上 8 点 30 分左右，步行街

已显得非常昏暗。一些代表着前门历史
的古建筑，由于没有外部照明，
很难让游
客看到细节。
除此之外，道路两旁的不少店铺也
在晚间选择歇业关门。一张写着“五折
甩卖”的 A4 纸，张贴在漆黑的玻璃门
前，看上去更有点煞风景。与之相对的，
反倒是售卖小商品，乃至拍卖字画的店
铺，仍能吸引游客的脚步。
与此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被游客
质疑有些
“落后”
。
“找了半天，
我都没找到停车场入口。
”
相比于地铁、公交方面的优势，前门步行
街的地下停车场可谓软肋。由于缺少标
识和昏暗的环境，游客钱伟转了十分钟，
才在胡同内找到了通往停车场的电梯。
地下停车场内同样混乱，虽然停车
不少，但从破旧程度可以看出，
停车场内
的标识已长时间未换，地面也有多处破
损。通向地面的电梯则多处于关闭状
态。循着工作人员的指示，记者才找到
一处标号“C02”的电梯上楼。然而电梯
内部被木板包裹，并未注明上楼后对应
的位置。到达一层后，电梯门外一片漆
黑，只能靠着月光和远处传来的叫卖声，
找到通往主干道的路。

五 棵 松 华 熙 LIVE, 打 着
“深夜食堂”
名号的餐饮街。

国贸▶ 游客体验
“商务高端”范儿
前门地下停车场电梯未注
明通往何处。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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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优衣库这儿。”霓虹灯下，
刘星与三里屯太
古里合了影，
了却一桩心愿。
7 月 17 日，
周三，
相隔不远的工人体育场，
正迎来
一年一度的中超联赛京城德比，
带热了周边的人流。
太古里门前的道路上，
车流停滞、
喇叭声此起彼伏。
几乎每个停车场都在排队，是三里屯夜晚的真
实写照——这里，
是京城潮人的打卡地，
流传着各式
各样的传说与奇闻；这里，也是“夜京城”首批地标
中，
交通状况最为尴尬的一个。
“没辙啊，车太多了。”面对开车人的催促，停车
场工作人员颇显无奈，
他身前的三辆排队机动车，
已
有五六分钟没挪地方。
然而混乱而拥堵的交通状况，仍然挡不住人们
的热情——若评选“夜京城”地标的人气冠军，三里
屯当仁不让。究其原因，
层次丰富的经营业态、成熟
的夜生活模式是核心因素。
以太古里为例，
开放式的商区设计，
不仅为消费
者提供了餐饮、娱乐服务，广场中的音乐喷泉、多彩
的霓虹灯装饰和巧妙的艺术品摆设，也能为游客提
供与白天不同的游览体验。而周边的 24 小时书店、
酒吧一条街，
更是给消费者提供了
“后半夜”选择。
“这边很多饭馆至少开到 24 点，更别说酒吧了，
是真正的深夜食堂。”晚上 9 点，叶先生与同伴刚刚
抵达三里屯，开始了他们当晚的“夜生活”，
“换其他
商区，
人家都快关门了。”
几乎是同时间，
一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
再一次爆
发出球迷兴奋的呼喊，
奥古斯托的进球将人们的情绪推
到顶点——这正是三里屯的夜，
最吸引人的地方。

国贸商城地下一层的溜
冰场颇有人气。

前门的游客还在体会豆汁儿带来的冲击，
在国贸
工作的余洋已经完成了今晚的最后一次
“冲刺”
，
从国
贸商城内一间主打动感单车、
操课的新式健身房走出。
也许是因为主打高端品牌，国贸商城算不上人
气热络。却满足了不少如余洋般商务人士的需要，
锻炼过后，她还要在楼下的咖啡厅“聊聊业务”：
“真
回家得十点多了，
经常这样，
习惯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余洋般忙碌，商城周边，一身
“商业范儿”行头的人们正在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五
湖四海的游客。
“这楼到底有几百米？得三百米吧。”仰望着三
环路对面的“中国尊”，付女士的脖子有点酸，笑言
“来这儿体会高端”的她，刚刚吃完晚饭就来六层观
景台上拍照。可惜天气不好，镜头下的国贸有些灰
暗，
多少让她有些扫兴。
与付女士类似，来国贸商城“感受高端”的游客
挺多，只看不买是他们的特色——对着橱窗内标价
5000 元的金属青蛙模型，一位游客对着同伴笑了起
来：
“嘿，
谁会买它啊。”
位于商场一层的儿童玩具店内，果果妈妈正在
和孩子讨价还价：
“太大的咱们带不回去，买个小的
好不好？”
问及对国贸的感受，所有人都不忘说一句，
“高
端大气上档次”。
本报记者 吴楠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