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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夜生活代表着城市繁荣
的脸孔”。 有着近千年建都史的北京城
以丰富、 高雅的夜生活曾经驰誉世界。
近几年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指引下， 北京城的疏解整治促提升显
著加快， 这座世界名城夜生活因此更
加丰富、 高雅和迷人了。 京城百姓在
夜幕下尽情地畅享平安、 快乐、 有益
身心、 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彰显了
新时代的繁盛气息。 本报记者分头采
访， 为读者带回了普通市民在京华的
别样夜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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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张晶/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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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度过
充满书香的夜晚

夜幕下，
老街坊有了新聚点

傍晚7点天色渐黑， 位于崇文门大街的花市新
华书店中， 淡黄色的灯光， 让一走进这里的读者
马上感受到一股温暖。 提到花市新华书店， 在商
铺林立的崇文门商圈， 它绝对是个别样的存在。
不仅是因为经营图书， 更因为不久前的 “变身”。

站在门外， 墙上挂着的 “24小时书店” 的提
示牌不断地提示着路人这间书店的特殊。 10月1
日， 花市新华书店以全新24小时营业书店的新形
式， 为读者送上节日礼物， 更为京城百姓的夜生
活提供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场所。

晚上8点， 吃过晚饭的朱兰一家便来到书店。
“变化还真是大啊。” 今年30岁的朱兰就是在这片
长大的。 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来这儿买书的她， 边
走边体味着这里的变化。 “依旧是琳琅满目的图
书， 但环境更舒适啦， 晚上来这看书不错。”

正如朱兰发现的一样， 走在 “变身” 后的花
市新华书店， 读者不仅可以购买到图书， 更能在
夜晚感受阅读的乐趣。 在一排排摆放着图书的书
架中间， 坐在木质的座椅上读者可以实现边挑选
边阅读。 而书店一层开辟的休闲阅读区， 也成为
广大读者能够在购书闲暇或疲惫之余的最佳去处。

不仅仅是增加了阅读体验区， 书店还增设了
自主经营的 “新华时间” 咖啡吧， 以手工酿制的
醇香咖啡、 特色饮品、 西式甜点为主要经营特色，
为读者营造一个时尚又轻松的氛围， 让读者在一
品清新醇厚香味的同时， 还能够真正感受到浓郁
的书香文化韵味。

“你看， 阅读区看书的人确实不少。” 韩建胜

是花市新华书店的经理， 在新华书店工作已经30
多年的他， 对于书店的变化很有感触。 10月1日这
天， 晚上8点多韩建胜迎来不少老街坊。 大家都觉
着很新鲜， 家门口有间24小时的书店， 都走进来
感受感受。 “10月1日营业以来， 我们也做过统
计。 每天晚上9点到12点是读者比较多的时间段。
不仅是附近的居民会走进来阅读， 还有外地的游
客， 特意来买书的顾客都会来这里逛逛。”

“10月13日晚上10点多， 就有位读者走进书
店。 他一下子买了900多元的书， 交钱的时候还在
感叹： 这么晚书店还开着门， 真好。 他说白天工
作没有时间逛书店， 这下可好了， 24小时的书店
让他有更多机会体会文化夜生活。” 韩建胜回忆。

晚上9点， 位于阅读体验区的一个大屏幕打开
了， 这里即将进入免费电影时间。 一批批经典影
片的播出， 也满足了更多百姓的夜间文化阅读需
求。 据了解， 为了能够让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积
极的参与到阅读体验活动中来， 花市新华书店将
定期在阅读休闲区开展新书分享会、 图书文化沙
龙、 专题讲座、 朗读美文分享、 少儿绘本阅读 、
英语派对等不同主题读书活动， 让整体读书活动
能够全天候与读者彼此之间拉近距离， 感受美好
的 “悦读” 时光。

来北京旅游的人， 大多会慕名到前门地区转
转， 因为大家知道这里热闹， 能感受老北京文化，
可是居住在前门附近的老街坊们， 听到 “热闹”
这两个字， 却连连摆手， 他们已经受够了热闹。

“咱家门口也有了清净的小公园。” 不久前建
成的三里河公园让老街坊们喜出望外， 在这里他
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悠闲、 舒适。 三里河公园不大，
由老石板铺成的600多米的道路全部由水系环绕，
每到晚上， 水下的灯光将鱼影照得清晰可见， 几
片荷叶凑在岸边， 伴着附近亭台上暖黄色的圆形
灯饰， 似乎真的形成了一幅 “荷塘月色” 的景致。

“这公园建成差不多有4个月了， 我每天晚上
吃完饭都要来这里走上几圈。” 晚上6点刚过， 公
园亭台水榭边暖黄色的灯光便逐一亮起， 这座建
于前门胡同市井中的水系公园， 成了老街坊们的
新聚点。 王阿姨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 她告诉记
者， 自己很少去前门步行街， “人太多了， 乱哄
哄的， 不爱去， 没这公园的时候， 我晚上很少出
门， 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剧。 现在， 晚上吃过饭就
想去公园溜达溜达， 电视都不怎么开了。”

李女士也是公园的常客之一， 她告诉记者 ，
一年多前， 这里还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 “你看
那边， 之前的老树还在， 但是这胡同真是不一样
了， 尤其到了晚上， 灯光一亮， 别提多好看了。
我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 发到朋友圈之后， 之前
来我家串过门的老同学、 老同事都不敢相信， 原
来那么脏乱的街巷竟然变得如此漂亮了。”

梁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 十一期间 ，

他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玩， 逛了故宫， 看过天安门
广场的花坛后， 他们顺道去了前门大街。 在北京
七八年， 他一直没来过前门， 这次一去， 让他眼
前一亮。 梁磊说， 抵达前门步行街时天色已晚，
父母想尝尝老北京小吃的愿望在鲜鱼口老字号美
食街得到了满足， “豌豆黄、 炒肝、 爆肚， 可以
说是应有尽有了， 吃完了沿着步行街随意溜达，
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多是古香古色， 特别是三里
河公园， 夜晚在灯光的印衬下， 别有一番风味，
父母不停地让我给他们拍照， 看到他们兴致那么
高， 我在心里暗想， 带他们来前门感受京味儿文
化真是来对地方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
前门， 仿佛挨着我的家……” 每次路过前门， 职
工刘蕊蕊的脑海里总会响起 《前门情思大碗茶》
这首歌的旋律， “老北京人身上都有一种悠闲的
气质， 他们喜欢下棋、 喜欢钓鱼， 喜欢和邻居闲
聊消磨时光， 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刘蕊蕊
说， 爷爷爱喝茶， 前门的老舍茶馆曾经是他经常
光顾的地方， 一边喝茶一边听相声， 仿佛永远都
不会腻。 “如今， 城市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了， 书
中说的那种在茶馆里的悠闲生活离我们已经很遥
远了， 好在京城中还有一些像老舍茶馆这样的地
方， 让我们得以体验老北京人的生活。”

花市新华书店

前门三里河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