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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年不不知知零零点点公公交交是是啥啥，，现现在在天天 天天坐坐着着回回家家
夜里10点以后12条线日均运送乘客近3500人次，客流增一倍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宽

漱玉平民：

24小时营业的

全市只两家

8月5日凌晨1点，记者来
到漱玉平民大药房趵突泉西
门店。此时，店里有三四个客
人在看药或在向药师咨询，也
有客人刚刚离开。记者观察了
半小时，约有8人来店里购药。
值班药师告诉记者，一整晚客
人都不断，只不过夜里两点以
后客人就少了。

公司市场部常经理告诉
记者，这个店一晚上约有100
个客人，晚上10点前顾客量
大，过了10点就逐渐减少。因
为有夜市，夏天的销量好些，
冬天夜市关闭，再加上天气
冷，顾客就很少了。

顾客夜间购买的药品类
型也比较固定。记者从值班药
师处了解到，顾客们买的药以
肠胃药、止泻药、感冒退烧药，
以及儿童用药为主，药店夜间
卖出的药大多是这类应急药。
记者到的时候，正巧碰到一位
表情痛苦的老大爷正在向药
师咨询肠胃药，还有一个小伙
子买了感冒药。

有不少客人是赶了大老
远的路来这里买药的。记者看

到，陆续有两对夫妻驾车过
来，其中一对是从北坦小区来
的。“我们小区附近的药店都
关门了，晚上只能来这里买药
了。”记者看到，顾客有骑摩托
车过来的，也有打的过来的。

常经理表示，漱玉平民大
药房在济南市区有300多家连
锁店，只有趵突泉西门店和洪
楼店这两家是24小时全天营业
的，并有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
职业药师值班。另外还有35家分
店安排有夜间值班药师，开放
售药窗口，社区居民如果夜间
急需用药可以叫醒值班人员，
购买所需药品，但不开门营
业。“当然，我们也会根据销量
和顾客需求量，考虑增加一些
24小时开放营业的药店。”

平嘉药店：

夜间售药，

但不开门营业

平嘉药店也是一家比较
大的连锁药店，在全市有40多
家分店，都不是24小时开门营
业。记者晚上11点多来到文化
西路分店，该店已经熄灯打烊
了。记者随即又来到省中医东
门店，该店也关门了，但能看
到里面有值班的药师在走动。

公司营业部李女士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的连锁店一般
都在晚上9点半打烊，最晚的开
到11点多就关门了。“不过我们
是24小时卖药的，关门了仍然可
以买到药，里面都有值班药师，
只要敲敲门叫值班人员，他们
就会起来给客人拿药。”

平嘉药店多年来一直保
持着这种经营模式。李女士
说，公司也考虑过尝试24小时
开门营业，但由于人手不足，
值夜班需要男性，而公司女员
工多，再加上夜间经营成本高
等，一直没有成功，不过，下一
步公司会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张阿凤

依托夜间

娱乐业的饭店

5日凌晨1点，记者走访历下
区银座新天地附近，发现这里还
在营业的餐饮店有四家以上。依托
银座新天地附近的酒吧、KTV等
夜间娱乐业，餐饮店经常营业到凌
晨2点甚至4点。

凌晨 1点多，银座新天地
内一家龙虾店门口的台阶上，
厨师刘师傅正玩手机打发时
间。相对于酒吧的热火朝天，
这里要显得门庭冷落许多，店
里并没有客人在用餐。尽管如
此，店内至少有 6名工作人员
在上班，两位厨师、三位服务
员和一位收银员。

“现在不是时候，一般两三
点钟酒吧、KTV下班的时候，会
有客人来吃饭。”刘师傅说，他们
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凌晨4
点，其中傍晚6点到晚10点之间
是营业高峰期。12点以后主要是
在周围玩儿的一些年轻人过来
吃饭，0点到4点间，生意好的时
候能有十几桌，不好的时候也就
几桌。

附近同在营业的一家烧烤
店和拉面店，零星有几位客人
在就餐。烧烤店内一部分灯光
已经关闭，客人在的地方还亮
着灯。

相对稳定的

24小时连锁餐饮

和依赖夜间娱乐业的餐饮
店相比，一些24小时的连锁快餐
店客流就相对固定很多。开业一
年半以来一直坚持24小时营业
的金德利民快餐县西巷店老板
表示，晚上的生意一直还不错，
能达到白天营业额的30%左右，
尤其是2点钟左右会是一个小高
峰。晚上来吃饭的人主要是夜班
出租司机、周围夜班店员和一些
游客，晚间客人点餐也和白天略
有区别，馄饨、面条、水饺等面
食，以及把子肉、鸡腿、丸子等酱
货更受夜食者欢迎。一位夜班出
租车司机也说：“超意兴和金德
利民的把子肉、大米干饭是我们
司机的最爱。”

除了超意兴、金德利民等济
南本地快餐，海底捞、土大力等
外来24小时连锁店在济南生意
也不错。海底捞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白天能有400多桌客人，夜
间也能有100多桌，夜里12点以
后店里还有30多位工作人员在
上班。而在历山路上的土大力
店，虽然已是凌晨2点，店里仍有
4桌客人在用餐。

相比之下，肯德基、麦当劳等
西式快餐晚间的生意就冷清很多。
凌晨2点半左右，历山路上的肯德
基大润发店无人用餐，只有一位客
人趴在桌上睡觉，店里的两名服务

员在一旁休息。隔壁的麦当劳也没
有很大差别，只有三名大润发的值
班工作人员在用餐。

老外来济旅游

专门体验“撸串”

凌晨2点左右，泺源大街东
口北侧的地摊上聚集了各种各
样的小吃和食客，其中有一桌特
殊的客人引起记者注意。

这一桌有两个客人来自广
东，两个来自荷兰，他们结伴来
济南旅游，8月1日到达济南，临
走之前一定要再来体验一下济
南的“撸串”。荷兰老外告诉记
者，羊肉串是他的最爱，而济南
的羊肉串他慕名很久了，带着老
外特有的夸张表情说，“I love
JiNan!”等羊肉串上来，他拿起一
串，大吃一口，跷起大拇指说，

“羊肉串，good！”
济南不仅作为“串都”受到

吹捧，济南的把子肉、牛板面等
也是深夜下班人士的最爱。一位
牛板面的老板告诉记者，他晚上
9点40分出摊，计划是凌晨4点半
撤摊，但实际上不到4点就撤了，

“卖得很快，面卖完就撤！”
虽然很多餐饮店标注着24小

时营业，但一般营业到凌晨一两
点，最晚5点就关门了，路边摊出摊
时间比较随机，没有太多限制，
而且种类繁多，尤其是对比麦当
劳、肯德基等“洋玩意儿”，更容
易受到济南本地居民的青睐。

今年6月1
日起，省城12条
零点公交再次
开跑，至今已有
2个多月。去年
夏季零点公交
还是省城的“新
鲜事物”，到了
今年俨然成为
市民眼中的“熟
客”。8月5日、6
日，记者体验多
条零点公交线
路发现，随着市
民认可度的提
升，零点公交客
流在稳步增长，
不过受天气影
响明显。今后22
点后客流少的
线路极有可能
跑“小公交”。

本报记者 孟燕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不知
道零点公交是什么，现在每天
坐着回家。”5日晚上11点10
分，在从葛家庄发往济南大学
的102路电车上，在和平路某
单位从事保安工作的赵先生
表示。此时车内有10多名乘
客。

在和平路山师东路上车
的乘客较多，车厢内一下子变
得满满当当。“以前下班我骑
电动车回家，说实话也有点害
怕，现在有司机师傅陪着，既
省心又省钱。”赵先生坦言。

在泉城广场站，一些购物
看电影回家的年轻人上了车。

“102路途经泉城路商圈，客流
量比较大，今年这个时候的客

流量应该比去年增加了一
倍。”驾驶员卫亮表示。

79路零点公交主要途经
历山路，虽然客流量总体不
大，但也在稳步增长。“11点从
盖家沟出发，一圈拉了21个
人，比6月初刚开通时多了不
少，那时候最多拉10个人。”驾
驶员王超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零点公交
客流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工作
性客流，部分商场、单位下班
较晚，乘客乘坐零点公交下班
回家；二是休闲、娱乐客流，在
市区主要商圈、繁华路段休
闲、娱乐人群乘坐零点公交出
行；三是最青睐零点公交的代
驾司机。

市民认可度提升

客流增加了一倍

“之前下了夜班要打车回
去，每天二三十块钱没了。现
在坐零点公交回去，一块钱到
家门口，晚上也不堵车，速度
也挺快。”市民吕先生住在南
部的领秀城，从去年夏天开始
坐39路零点公交，已经成了

“老乘客”。
39路驾驶员侯庆田坦言，

晚上11点是零点公交的“分界
点”，之后客流量就比较少了，
特别是平时工作日。“除了代
驾的车上没几个人。”

“10点是客流量最大的时

段，最晚10点半各大商圈关门
停止营业。9点50分、10点10
分、10点30分，都是人多的时
段。”117路驾驶员陈功强说，
经十路上和谐广场、贵和、玉
函银座等商场购物游玩人群，
构成了117路零点公交的主要
客流人群。

天气也是明显的影响因
素。“像前两天的暴雨天，哪还
有人敢出门。夏天一遇到雨
天，人明显就少了，有时候一
个乘客也没有。”0点18分，18
路驾驶员王丽勇表示。

23点为“分界点”

受天气影响明显

夜605路是省城首条也是
唯一的只在夜 间 运 营 的 公
交，由黄岗路东开往燕山立
交桥，途经无影山中路、北
园大街和二环东路。比起省
城其他途经泉城广场、泉城
路、大观园等商圈的零点公
交来说，这并不算一条繁华
的线路，大多数时候车上就
那么几个乘客，甚至空空如
也，仅驾驶员一人。

6日晚上11点30分，夜班
驾驶员韩明感慨，看着空荡荡
的街道，寥寥的行人、乘客，与
白天的车水马龙迥然不同。

“我是工作十多年的老司机
了，挺孤独的，我们喜欢去记
忆乘客的样子和关注有无异
常的乘客，在雨夜的时候孤独
到有点害怕。”

韩明坦言，因为夜间客流
较少不需要疏导乘客，也基本

上没有老年人和儿童，不需要
特别地叮嘱。“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照顾好酒醉的乘客。”有
次，一名醉酒的男子晃晃悠悠
地好不容易上了车，但上车之
后倒头就睡，直到终点都没有
醒。韩明只好把他叫醒，然后
看他迷迷糊糊地下了车。后
来，再遇到醉酒的乘客，他都
会主动问一句哪站下车，以防
乘客坐过站。

司机与寂寞常相伴

醉酒乘客爱“耍赖”

330000多多家家连连锁锁店店
夜夜间间开开门门营营业业的的就就两两家家
省城“24小时”药店屈指可数

记者了解到，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药店还在坚守“24小时营业”的阵
地。它们现在的经营状况如何，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吗？深夜，记者对省城部分
药店进行了探访。

夜间觅食不选高大上

大大米米干干饭饭把把子子肉肉是是王王道道

夜经济

记者体验发现，受制于客流影响，23点后零点公交间隔在20分钟左右。这让
不少等车的乘客“等不及”，而改成打车等方式。

6日晚上11点50分，在泉城广场等车的市民苏先生并没有等到K51路车，只能
打车回家。记者了解到，晚上10点之前,零点公交线路的发车间隔在5-8分钟,10点
之后为10-15分钟,11点之后为20分钟。根据客流调查情况,11点之后人非常少,发车
间隔较大。

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建议，市民可通过“济南公交”APP软件或者智能站牌
查看来车情况。“手机打开软件,输入需要乘坐的公交线路,就会显示最近一班公
交车还有几站,市民可以卡点坐车。”一些新装的智能电子站牌也具有该功能。

而22点以后班运量小于20人次的线路将采用小型公交车替代运行。
据悉，从6月1日至7月22日，12条零点公交线路22：00后共投入运营班次8300

余班，运送乘客约17 . 84万人次，日均运送乘客近3500人次。

提醒

夜里公交来得慢，可借助软件卡点乘车

深夜还
在营业的药
店方便了市
民。 本报
记者 陈文
进 摄

晚上11点半左右，102路公交的乘客还有不少。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两位外国游客专门体验济南“撸串”。 见习记者 张阿凤 摄

盛夏高温，泉城的夜间餐饮也进入高峰期，即使过了零点，出来觅食的
济南市民也不在少数。记者探访济南夜间餐饮情况发现，作为有名的“串
都”，无论是西式餐饮，还是中式连锁，都抵不过街边“撸串”的生意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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