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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业态缺新鲜感

新业态想发展又力不足

“晚上为了去哪玩，每次都
苦恼。”23岁的卢女士告诉记
者，淄博夜间能够放松娱乐的
场所多是商场、电影院、KTV
等，选择并不多。久而久之，卢
女士便厌倦了这些千篇一律的
娱乐方式。“夜生活缺少新鲜
感，有些枯燥。”

记者走访全市几家热门商
圈调查发现，市民夜间外出还
是以传统聚餐居多，而像一些
网红餐饮店、宠物乐园等一些
新兴场所，由于尚未形成规模
缺乏知名度，往往只是“昙花一
现”。据步行街东侧一家名为余
生酒馆的老板反映，身边很多
朋友曾尝试开一些深夜食堂、
静吧、古风日式酒馆、猫咖狗
咖，但都在经营一段时间后因
为生意惨淡，最终关门大吉。

“淄博哪有夜生活，除了唱
歌就是喝酒，我比较喜欢看一
些演出，比如音乐会、话剧等，
但淄博举办的太少了。”市民刘

女士表示，为了看演出，她不得
不跑到济南、青岛等别的地方。

“城市夜经济所包含的内
容很多，如果仅仅聚焦于发
展餐饮、购物等一些传统内
容，其发展必不会很好，并且
一些老式餐饮还会影响城市
环境，效果适得其反。”山东
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国
忠告诉记者。

人流量与运营成本难互补

“恶性循环”成发展“绊脚石”

市民对夜生活感到乏味，
以致在夜间经营的商家积极性
也降了不少。由于晚间消耗的
运营成本和惨淡的人流量不匹
配，商家在无利润或利润很少
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晚间营业，
而市民也因此更找不到好的休

闲方式，也就陷入了“恶性循
环”。

记者走访主城区发现，一
般餐饮店营业时间多在23点左
右，通宵营业的很少，提供24小
时观影服务的电影院也并不
多，而像步行街、美食街等商圈
中的很多店铺，也一般在晚上8
点左右就关门歇业了。

据淄博一家大型商场的工
作人员介绍，晚上来玩的以18
至25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这
类人群不完全以购物为目的，
主要是为寻找一个能放松的地
方。“大型商超中夜间消费的主
力还是30至45岁的人群。”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家庭中的生
活必需品促使他们来到商场购
买，但由于工作、孩子等各种因
素，他们逗留时间相对较少，因
此消费时间多出现在18点至21

点左右，这也就成了商场夜间
的主要营业时间。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电
费水费等运营成本增加，人
流量少，消费额度又不高，因
此我们只能根据人流量适时
闭店，减少成本支出。”工作
人员说。

地域特色不突出

做活夜经济缺少“齐元素”

“夜经济一定要有地方特
色，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当地人，
也可以吸引外地人。”有专家认
为，发展夜经济并不只是一味
模仿大城市，还要与当地的文
化旅游资源相结合，突出自身
特色。“文化旅游是夜经济重要
的组成部分，打造本土特色旅
游文化，并渗透夜间经济，聚合

商圈，对发展淄博特色夜经济
至关重要。”一名长期研究文化
旅游领域的人士告诉记者。

“齐文化历史悠久，是淄博
本地独有的文化，然而就目前
来看，齐文化打造的文化旅游
品牌并没有在淄博夜间商圈得
到良好体现，许多商圈、商业街
与其他城市相差无几，无法留
住外地游客。”淄博职业学院稷
下研究院副院长王书敬说。

缺少特色就是缺少吸引
力。记者发现，济南、青岛夜
经济相对发展较好，除了与
城市性质有关外，浓厚的城
市氛围也是其发展的亮点所
在。济南的的宽厚里、芙蓉街
等和泉水文化密切联系，青
岛的海洋文化和啤酒文化也
非常有特色。

周村古商城是淄博的优势
景区之一，但夜晚来景区的游
客和市民并不多，商品是清一
色的周村烧饼，一些门店八点
左右就关了门。“夜间旅游是一
个增长点，但还没有找到合适
的方式，目前来看，仅仅延长营
业时间是不够的。”周村古商城
相关人员表示。

“商圈及商业聚集地对打
造淄博本土品牌力度不够，无
法发展具有淄博特色的旅游商
业街区，对外来游客吸引度不
够，不利于拉动夜间经济的发
展。”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陈国忠表示。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发
布《2019年Q3中国主要城市
交通分析报告》，淄博位列

“夜间相对活跃度最低城市”
第二位，反映出淄博的夜生
活活跃度并不旺盛。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市民对于夜生活的需求
逐渐提升，但由于业态单一、
特色不突出、公共服务跟不
上等因素，淄博的夜经济活
力不足，并不能很好满足市
民的“夜间需求”。

自主游戏活动 近日，沂
源县悦庄镇王家泉幼儿园开展

“快乐玩沙”自主游戏活动。培
养了孩子们的观察力和想象
力。 (陈洪菊 王雪莲)

教学技能比赛 近日，沂
源县南麻教体办组织了全街道
小学体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活
动，辖区各小学体育教师共计
10人参赛。 (程维刚)

文化传承教育 近日，沂源
县新城路小学组织各班积极学
习传统文化，让全体同学通过学
习，传承中华文明成果、传承良
好道德风尚。(周从容 齐元景)

社团全面启动 本学期，沂
源县振兴路小学利用本校人力、
物力资源，开设了特色鲜明三级
社团——— 校级社团、级部社团、
班级社团。 (公伟伟)

世界鸡蛋日爱心捐赠 日
前，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同
诺伟司国际公司代表共赴沂源
县大张庄镇松崮完全小学，为孩
子送去40000枚鸡蛋。（房立玲）

家长委员会活动 为及时
听取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推动幼儿园工作发展，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开
展了家长委员会活动。(张宗叶)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为使
学生深入了解煤气中毒相关知
识，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开展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主题教
育活动。 (穆乃刚 王传慧)

交通安全教育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进举行了
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强化了
师生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了
幼儿人身自保能力。(郗目玲)

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推进
学校的课堂教学，增强学校家庭
教育的社会合力，近日，沂源县
大张庄镇中心小学举办家长开
放日活动。 (唐家帅)

教研促成长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开展语文教
研组活动，学校语文组全体教
师在听课后，认真评课、议课。
共促教师专业成长。(任晓寒)

获市首批卫生文明宿舍学
校 经过学校积极申报，市县
综合评审验收，近日，沂源二中
被评为淄博市首批卫生文明宿
舍学校。 (刘念华)

促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本
学期，沂源县石桥中学三举措促
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一是拜师
结对；二是帮扶全方位；三是展
示勤反馈。 (张春成 杜春坤)

习惯养成展示评比 为进
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推动儒
雅教育向纵深发展，近日，沂源
县西里镇中心小学举行习惯养
成展示评比活动。 (郝丰亮)

规范字书法比赛 为丰富
校园生活，弘扬中华汉字文化，
培养学生良好书写习惯，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举行规范字
书法比赛活动。(孙静 王新刚)

家长进课堂 为加强学校
与家长的交流，提升学校教育
教学管理水平，近日，沂源县振
华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了家长
进课堂活动。(吴晓静 陈玉华)

为加强家校合作，提升家校
共育水平，近日，高青二中开展
家长开放日活动，把家长请进学
校，请进课堂。家长到学校通过
听课，与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交流
沟通，搭建了家校共育桥梁，明
确了家校共育的方向。(成树栋)

高青二中：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近日，马桥镇中心学校组织
开展了家庭教育课程集体备课
活动。活动中，镇中心学校分管
负责人对于教材处理、备课环
节、作业设置等进行了详细要
求，各实验学校展示了近阶段的
备课成果。 (胡志强)

桓台县马桥镇中心学校：

开展家长学校备课活动

近日，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手随心动 创意无限”亲
子手工制作活动。活动中，爸爸
妈妈和孩子们相互配合，认真制
作属于自己的手工作品。活动增
添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默契，增
强了家园间共育意识。 (于娇)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亲子手工展示活动

为全面提高数学课堂教学
水平，促进教研方式改进、团队
专业成长，近日，杏园小学开展
数学学科半日研修活动，该校全
体数学老师积极参加了本次活
动。使老师们相互取长补短，
获益匪浅。 (王甜)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数学半日研修活动

近日，田庄小学开展了宣传
宪法，学习宪法活动。通过学习，
同学们了解了宪法日的确定、宪
法的意义、公民的基本权利，公
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
受教育的权利等。让学生知法懂
法，健康成长。(刘永收 崔玉婷)

桓台县田庄小学：

学宪法从小学生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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