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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民期待恢复“五一”长假

延长假期或将带动旅游业发展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见习记者 汤晓琳 黄淇

今年5月1日正值周三，由于不和周

末连休，五一假期仅有一天，让不少佛

山市民大呼“不习惯、不过瘾”。

市民期待“恢复五一长假”

在1999年9月出台的法定休假制度

中规定，每年“五一”全国放假7天，从

此，“五一黄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费热成

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大亮点。 随后在

2008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原因是

节假日安排过于集中、人员流动数量庞

大、交通拥挤、旅游安全隐患增大。 譬

如，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最佳的日接待

量为3万人， 极限日接待量为8万人，但

2000年5月2日创造了日接待12万名游

客的纪录。

超半数佛山市民倾向假期出游

3月11日， 信息时报官微推出放假

建议的投票，结果显示，逾六成受访者

赞成恢复“五一长假”。

另外， 记者也在祖庙商圈附近就

“如果恢复‘五一黄金周’，您会怎么安

排假期”问题对市民进行采访，超半数

受访市民倾向于假期出外旅游。 市民小

陈告诉记者：“今年的‘五一’假期才一

天，确实有点少，在家里睡一下觉就过

去了。 如果‘五一’假期能够延长至7天，

我想我会去远一点、而且人比较少的地

方旅游。 ”

在倾向于长假旅游的同时，不少市

民也对假期“堵车堵人”的问题向记者

大吐苦水，市民小林告诉记者：“我很希

望‘五一’能放7天假，那样我就能去比

较远的地方旅游了， 但是假期人太多，

不仅景区人挤人，交通也拥堵，在路上

就能‘堵没’半个假期。 ”

落实带薪假期才是最佳办法

假期延长， 佛山市民会更热衷于

出游吗？ 佛山星辰旅行社工作人员孟

小姐向记者坦言， 尽管今年“五一”

假期只有一天， 但还是有不少人前来

咨询， 其中广西线、 贵州线以及福建

线的3天短途游特别受青睐。 当然也有

一些人会拼假期去远一点的地方玩，

比如说凑够5天假期去泰国游玩。 孟小

姐表示， “五一” 假期相比起平时的

双休日， 旅游价格会贵大约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左右。

“五一延长假期会有更多人去旅

游， 这是必须的。” 孟小姐也表示， 由

于目前没有落实相对弹性的带薪休假

制度， 不少旅客只能选择扎堆出行，

到了景区后几乎都是人看人， 不仅旅

游质量得不到保障， 花费也会比平常

高， “酒店、 景区及机票成本都会有

一定幅度的提高， 而且因为相关接待

人员也是牺牲自己的节假日时间去服

务游客， 这些衍生出来的成本只能转

嫁到游客身上， 也就必然推高了‘黄

金周’ 的出行成本。” 在孟小姐看来，

只有落实带薪假期， 才是最好的解决

办法。

延长假期或推动旅游业发展

除了推动市民外出旅游外， 延长

“五一” 假期又将给佛山的旅游业带来

什么？

众所周知， 佛山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是一座历史名城，独特的文化吸引

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在2018年12月，“第

十五届中国旅游发展北京对话·广州论

坛———大数据视野下的旅游目的地城

市建设”发布了国内首份基于大数据的

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榜单。 其中，佛山

在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最具投资价值

旅游目的地城市、国内游客最喜爱的旅

游目的地城市、入境游客最喜爱的旅游

目的地城市的名单中榜上有名。

据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越来越多

的外地游客选择来佛山旅游，去祖庙看

舞狮，去岭南天地逛街，去南风古灶、西

樵山、南海影视城、南国桃园等地，体验

佛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祖庙几

乎成为他们的必去景点。

祖庙相关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平

日周末祖庙的日均游客量有5000~6000

人，“五一”小黄金周期间，日均接待游

客约1万人左右，而“国庆黄金周”日均

接待人数接近2万人，特别是国庆节2号

到3号期间更会迎来一波客流高峰。 相

比之下，“五一”游客接待量稍显逊色。

如今，佛山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越来越完善，道路交通方面的压力也

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旅行社及相关景点

负责人均表示，如果可以恢复“五一黄

金周”，相信来佛山旅游的游客会更多，

进而也会带动佛山旅游业的发展。

3 月 9 日至 10 日，第九届角仔民俗

文化节在高明区更合镇举行，吸引大批

市民冒雨前往参与。 经过多年打造，目

前角仔节已成为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

节庆品牌活动，今年更通过设置分会场

等方式，串起当地的文旅精品景点及线

路， 以民俗活动为当地全域旅游引流，

助推乡村振兴。

“妈妈，角仔是咸的还是甜的？ ”记

者留意到，现场不少小朋友都会问父母

类似的问题。 作为一种传统小吃，角仔

曾是不少老一辈佛山人的记忆，但随着

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年轻一代对角仔

变得越来越陌生。为此在角仔节活动现

场，专门设有角仔制作体验区，让游客

了解更合角仔的材料与口味，并体验包

裹捏制、蒸煮出锅等环节。

在农历二月吃角仔，是高明的一种

特色民俗，至今已有 500 年历史，而这

一民俗的源头就在更合。 按照传统，每

年农历二月初一到春分期间，人们会叫

上亲友，一同围坐在一起吃角仔。 尽管

吃角仔的习俗源远流长，但今年角仔文

化节的看点却有大不同。本届角仔节选

择在鹏鹄蘑菇小镇连续举办两天，这是

该活动举办以来， 首次在景区内举行。

鹏鹄蘑菇小镇建于 2013 年，占地约 300

亩，四季种植灵芝、猴头菇、银耳等 20

多个珍稀食用菌品种，是集农业生产和

休闲旅游于一身的新型农产文旅综合

体。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

角仔节活动多在村内举行， 接待能力

有限， 改在景区后， 活动场地及接待

能力得到保障， 加上景区本身的引流

作用， 可以为角仔节吸引更多游客，

增强活动影响力， 让特色民俗的品牌

更加响亮。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杜广辉 李伟坚

高明百村名菜

争霸赛开擂

明天杨和举行第二场选拔赛

由高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农业农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的“高明

味道 2019 百村名菜争霸赛”， 于 3

月 9 日在更合镇开幕并举行首场选

拔赛，3 月 16 日将在杨和镇举行第

二场选拔赛。

据介绍， 本次比赛要求选手使

用高明本地食材为主料， 自行确定

菜名和制作方法， 菜式应能体现乡

村美食技艺性。 本次比赛分为选拔

赛与决赛两个环节，在选拔赛环节，

各镇街将有不少于 25 条自然村参

与选拨，并且选出不少于 25 道菜品

参与决赛。 参与决赛的选手，将于 4

月 13 日在高明区全域旅游培训学

院进行集中培训， 并于 5 月 1 日进

行决赛。

入选决赛的菜品将在 《高明百

村名菜图谱》 中展出， 而入围决赛

的选手也将获得“高明区百菜厨艺

师傅称号”， 并颁发证书。 而在决

赛中， 评委将评选出金牌菜、 银牌

菜各 10 道， 优秀菜 80 道。 最终胜

出的菜式， 还将有机会参与拍摄美

食宣传片。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杜广辉

“金银角”撬开全域旅游新局面

高明举行第九届角仔文化节

吃角仔是高明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至今已有

500

年历史。

信息时报记者 郭炜 摄

市民对托幼还有巨大的需求。 信息时报见习记者 潘银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