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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2.5天小长假”制度全面
推行，真正成为大多数国人的福利，
让劳动者对此充满信心，关键必须在
落实政策和提升执行力上下工夫。要
完善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
避免地方和有关用工者钻制度空子不
落实软落实，避免这项制度沦为一些
特殊群体的“特别福利”。

江苏省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
力的实施意见》，其中政策支持部分提
出，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探索在有
条件地区实施“2.5天小长假”政策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国家 2015年出
台政策鼓励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弹性
作息政策后，截至目前已有河北、江苏、
陕西、重庆、浙江、广东等十余省份出台
意见，鼓励地方实施“2.5天小长假”。而
且几乎没有例外，每次“某地鼓励探索实
施 2.5天小长假”的消息甫一发布，就迅

速登上热搜榜，社会对“2.5天小长假”
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不少人相信，“2.5
天小长假”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综合来看，“2.5天小长假”制度要在
全国得到有效推广，真正成为大多数国人
的福利，还需要过如下几道“关”。

一是制度强力引导“关”。目前，不
说落实成色有多高，仅就出台鼓励 2.5天
休假意见的地方看，也就十余个省份，虽
然与 2015年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
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

“2.5天小长假”相比，已经越来越多的地
方积极跟进，但总体来说仍是少数。

当时国家出台这项制度，主要采取
“鼓励”的方式，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落实，缺乏明确的强制执行力。要
想“2.5天小长假”由全国性试点提升为
全国性政策和全体国民福利，需要在国
家的制度层面，对这一制度提出更加明确
的要求。

二是社会各界共识“关”。总体来
看，“2.5天小长假”虽然越来越受到社会
的欢迎，并在更多地方开始试点实践，但

目前对这一制度仍存在一些争议。人社部的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总体约
为50%。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下，与其出台一
个并不硬性的福利假期，不如采取措施把
法规明确的制度落实好。而且，主要以

“鼓励”（可执行可不执行） 的形式推出的
“2.5天小长假”制度，有时可能会让人怀疑
和担心，这项制度会不会沦为某些特殊群体
的“特别福利”。这些分歧的存在，也让实施

“2.5天小长假”制度缺乏足够的共识和更强
大的基础。

三是强力执法保障“关”。在一些地方
依然是资强劳弱，一些劳动者仍然处在不敢
休、看脸色的状态中。已有的法规明确的带
薪休假等都难落实，建议性的“2.5天小长
假”制度虽然美好和善意尽显，但到底能不
能执行，能否成为劳动者能够不折不扣享受
的“制度福利”？下一步落实“2.5天小长
假”，执法保障必不可少。

四是成本合理分担“关”。今年全国两
会上，减轻企业负担成为一个热点和焦点，
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

措施。此前，诸如带薪休假等劳动者权益屡
屡得不到有效保障，关键之一就在于，完全
落实劳动者福利会进一步加大企业负担，但
企业又难以一力承担。更大范围、更大力度
推行“2.5天小长假”制度，可能让一些企
业陷入更大困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科学
分担实施“2.5天小长假”制度所增加的企
业经营成本。

要让“2.5天小长假”制度全面推行，
让劳动者对此充满信心，凝聚足够共识，关
键必须在落实政策和提升执行力上下工夫。

一方面，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完
善上下工夫，避免地方和有关用工者钻制度
空子不落实软落实。另一方面，在所有劳动
者群体中平衡推进“2.5天小长假”，避免这
项制度沦为一些特殊群体的“特别福利”。

再者，要加强劳动执法和问责，从根本
制度上增强、改变劳动者在劳资力量对比
中的弱势地位，提高劳动者的话语权，平衡
劳资双方的权力制衡。还要进一步推动降
税减费，增强企业盈利支付能力。这些都是
实施“2.5天小长假”制度必须做好的基础
工作。

2.5天小长假离我们不远了？

落实要过四道关

据报道，近日，江苏省发布的《关于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
费潜力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探索“2.5
天小长假”。这引发了社会对“2.5天小长
假”的新一轮讨论。据有关统计，已有
10多个省份出台了鼓励 2.5天休假的意
见。

在政策设立的初衷上，“2.5天小长
假”是为了鼓励民众外出旅游休闲，进而
促进消费。正如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
若干意见》所言，“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
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
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也有专家指出，通过放假拉动消费效
果有限。“2.5天小长假”多出来的半天在
周五下午，而只有黄金周那样的长假才能
让人们增加旅游休闲的消费。

效果好不好，关键看实施以后的结
果。然而，尽管多地大张旗鼓地下发文件
鼓励 2.5天休假，将其制度化落实的地方
依然为数不多。据报道，仅有湖南宁乡、
江西上饶、山西晋中等个别地区的部分系
统尝试过2.5天休假。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欢

迎增加休息时间。前不久，关于互联网行
业常态性加班的讨论，从另一个维度证
实了人们增加休息时间的迫切心理
需求。而且，近年来，围绕都市
近郊的短期休闲旅游已逐步兴
起并不断升级，精品民宿
等新的业态取代了传统的
农家院，都市居民有利
用短假开展周边游的消
费意愿。

增加休假时间，是
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需
求。从西方发达国家的
经验看，从工业社会迈
进后工业社会，公众休息
时间普遍有延长趋势。英国
工业革命时期、德国二战后的
工业重建时期，都经历过劳动
者普遍加班，休假时间被极大压缩
的时期。但是，当这些国家从工业社会
迈入后工业社会，人们追求休闲生活的
愿望不断加强，公众休息时间也自然而
然地增加了。

进一步说，虽然国内社会更期待出台
某种政策来保障休息时间，但政策并非扩

大休假权的唯一途径。有统计显示，我国法
定节假日与世界平均水平非常接近。换言
之，在政策层面强力推出更长的假期，其运

作的空间已非常有限。推行 2.5天休假，
同样是一种政策驱动，它固然有助

于进一步延长休假时间，但
一方面大范围地推进实施

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解决国民休假
水平和质量整体
较低的问题。

国民休息时
间的长短，是社
会丰裕程度的体
现。当前，我国
社会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奋斗依
然 是 社 会 的 主 旋

律。国民休假时间相比
发达国家较短，可以被视

作社会发展水平的投射。然
而，休假方式和休假制度可以更

进一步多元化，落实休假权的社会意义
更应成为共识。

社会对“2.5天小长假”的一致期待，
足以说明不管这项制度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推
广，其方向都代表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2.5天小长假”缘何引热议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7
月1日印发《关于完善促进
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的实施意见》，
其中提到，鼓励错峰休假和
弹性作息，探索在有条件的
地区实施“2.5 天小长假”
政策措施。

截至目前，已有河北、
江西、重庆、甘肃等十几个
省市出台了意见，明确提出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推
行“2.5天小长假”这一新
的休假模式。

笔者以为，我们在关注
和期待倡导性、“附条件”
的“2.5天小长假”时，更
该关注劳动者的基础法定假
权。毕竟，前者更多属于促
进旅游消费的范畴，而后者
则完全属于劳动保护、劳动
权利实现的范畴。

其实，劳动者账面上的
理论休假权并不少，比如，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
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
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
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
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则建立
了刚性的有法律责任保障的
带薪年休假制度，有“单
位”的劳动者每年可以根据
工作年限享受5天至15天的
带薪休假权。另外，与父母
或配偶分居两地的劳动者还
享有探亲假，一些地方还设
定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妇女
月经假……

然而，揆诸现实，不少
人的法定休假权都无法得到
保障，带薪年休假制度多年
来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已经广
为诟病，即便是周末休息对
于一些人而言也成了奢望，

“996 工作制”成了很多企
业的文化、人力管理的明规
则，成了某些企业大佬口中
的“奋斗之匙”“成功密
码”，劳动者加班加点却得
不到补休或加班工资的现象
很常见。在这样的语境中，
我们当然应该先关注、先守
住最基本的休假权，先确保

“2.5天小长假”中基础性的
1 天或 2 天，进而再往上
看、往远看，追求那另外的
半天。

“2.5 天小长假”虽好，但休假权利的保
障，还须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只有巩固了基本
假权，才能为延伸休假权打好基础，否则，基础
都不牢，延伸休假权更容易成空。而巩固基础法
定假权，需要多方合力。劳动者自然应该增强维
权意识，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请各级工会介
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诉诸仲裁机构、法院
等途径与涉嫌侵权的用人单位积极博弈。

用人单位作为劳动保护第一责任人，更应该
依法守住底线，积极履行法律义务，保障劳动者
的休假权或休假权补偿，用休假权来营造健康的
企业文化，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当然，劳动监管部门的责任也非常重大，有
必要畅通投诉渠道，健全监管机制，利用双随机
抽查、重点检查、应投诉检查等方式，加强对用
人单位的监督，督促倒逼用人单位依法放假，给
劳动者创造一个良好的休假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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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有关假期的话题引发
热议，最惹人眼球的是“一周 2.5天小长
假”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
长熊思东提交了《关于实施 2.5天小长假
的建议》，呼吁加快推进“2.5天小长假”
由“全国性试点”转变为“全国性政
策”。对此，有网友调侃“算了吧”。（3
月8日中青在线）

熊思东代表的建议也不能说没有道
理。比如，从法定节假日、法定带薪年假
数量看，我国公民每年的法定休假天数
（不含双休日）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从工作时长看，2018年我国人均工作时
长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此外，实
施 2.5天小长假能让国民增加更多外出旅
游休闲的时间选择，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
活品质。

话虽这样说，但是人们对于熊思东
代表的建议还是不太感兴趣。不感兴趣，
并非说人们不乐意拥有较多假期，而是
担心根本落实不了，就是说，害怕“2.5
天小长假”又会沦为镜花水月，墙上画
饼。

人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就说“带
薪年休假制度”吧。为了维护职工休息休
假权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根据劳动
法和公务员法，我国于2008年1月1日起
施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第二条

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
受带薪年休假。”很明显，带薪年假的适
用范围包含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等单位的职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带薪年休假制度，好像已经沦
为一些机关单位的特殊福

利，许多企事业单位
尤其是民营、私营

企业的职工根本
就 没 有 享 受
过 ， 特 别 是
个体工商户
的雇工基本
上就没听说
过还有这么
一项高不可
攀 的 “ 权

利”。
带 薪 年 休

假制度，听上去有
些“高大上”，暂且

不表，再说说劳动法规
定的工时制度落实得如何。劳

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
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
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
度。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
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但是在许多民
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业，职工常常是连轴转，每周休息一天也
无法保证，遑论每周休息两天甚至“2.5
天”。

不仅如此，有些单位，法定节假日
300%的加班工资也无法落实，而有些私人
雇工，基本上是随叫随到，加班已成家常便
饭。对此，职工也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
言，毕竟，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语境之
下，在面对“假期权利”与“工作饭碗”的

“二选一”选项时，只能被动地选择“工作
饭碗”。

此情此景，面对“2.5 天”假期的美
好愿景，人们也只好望洋兴叹。实际上，相
对于国外节假日，我国民众享有的假期权
益确实不够多，不过在现阶段，能够落
实好劳动法规定的假期权利以及带年薪
休假制度，防止违法加班且能够足额发
放节假日加班工资就不错了。真正将这些
权益落实到位，比出台各种“看上去很美”
的假期福利更重要。等把这些假期权益充
分落实到位，再谈“2.5 天小长假”也不
迟。

俗话说，债多不愁，虱多不咬。倘若假
期权益过多，反而更不好落实。落实不到
位，即便假期再多，也等于个零。到最后，

“2.5天”假期说不定又会像带薪年休假制度
一样，再次成为机关单位的特殊福利。也
因此，政府以及劳动保障、劳动监察等部门
必须行动起来，依靠强有力的措施，先将
目前职工应该享受的法定假期权益保护好
再说。

落实现有假期权利，再谈“2.5天小长假”

2.5天休假模式，即周五下午+周末的小短假调休方式。主要体现
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
见》文件里。

《意见》明确鼓励弹性作息，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
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2019年1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
方案（2019-2020年）》，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行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
小长假”政策措施。

2019年7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实施意见，政策支
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2.5天小长假”。

议论风生 ↖↖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光明日报》、《北京青
年报》、《法治周末》、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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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天休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