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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荔：

□ 本报记者 黄佳畅

课题提案促发展 心系社会有担当
欧荔，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厦门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常委。历任政协集美区第六、七
届常委，九三学社厦门理工学院基层委主委。加拿大里贾纳大学
和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问学者。1995 年厦门市优秀教师、2015 年
厦门市“文明旅游公益大使”，九三学社省委 2017 年度“优秀社
员”、九三学社市委“2018 年度社会服务先进个人”。被选聘为省、
市文旅局专家库成员、
组长，
市农业局专家，省“科技特派员”
。出版
及发表多篇餐饮管理、乡村旅游和民宿的相关论文、专著。主持及
参与国省市区的社科、教育、大学生创新、旅游普查等课题，指导学
生获得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会奖旅游策划竞赛”一等奖、省
挑战杯大赛铜奖。多年来，参与省市“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范点”
的评审和帮扶，完成省级社科规划、教学改革、大学生创业训练项
目，实践活动得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专题采访报道和相关媒体
报道。

精准帮扶助乡村 打好扶贫攻坚战
说起到贫困地区对口帮扶， 10 月，她带领留韩女博士贺莹在
欧荔有着丰富的经验。长期以来， 东平镇开展“乡村振兴与旅游文
她带领民主党派成员对口帮扶同
创”九三学社同心帮扶计划辅导
安内田村、翔安锄山小学、同安云
讲座；2019 年 3 月，她又与贺莹、
洋村、海沧院前社、南平政和等
潘秋月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
地，为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打好扶
学博士）三位副教授，加上其他九
贫攻坚战出了一份力。
三社员共六位“娘子军”组成“科
从 2000 年 加 入 九 三 学 社 开
技特派员扶贫小分队”
，再次来到
始，欧荔就常和社员们一起，来到
政和星溪乡、东平镇和石屯镇开
同安内田村、金光湖附近等地，帮
展更深入扎实的“文旅帮扶”实践
扶小学、老人活动中心，给他们送
工作。团队连夜深入星溪乡茶企
去一些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还联
福建政和瑞茗茶业有限公司调
系中山医院支社一起行动。受到触
研，就政和茶产业发展和茶叶精
动，欧荔想着，自己也可以用所学
深加工等方面和企业负责人展开
的专业来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深入交流；紧接着，团队又深入念
2016 年，九三学社福建省委
山云上梯田景区调研，就景区发
专职副主委陈美琼率队赴南平市
展存在的短板问题献计献策。之
政和县调研，
欧荔参与其中。初到
后，团队撰写的《体验经济视角下
政和，她发现，这里的农产品、光
南平市政和县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伏产业、紫薇公园、朱熹文化、饮
发展研究》论文发表于《海峡科技
食文化等项目，都有着可以开发
与产业》，通过对南平市政和县的
的空间与巨大潜力。欧荔对这里
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形成了以
的旅游资源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体验自然、放松身心”为导向的
并表示将通过九三学社人才资
文化旅游型特色农业发展的思
源，加强厦门与政和的旅游对接
路，构建了“打造工业遗产文创园
联络，为助推政和县发展献智出
多元化、建设地方性博物馆、发展
力。原东平镇李福兴书记热忱地
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的发展思
邮寄了专业书籍和资料，欧荔也
路，帮助政和县充分发挥本地资
撰写了文章 《深山掩映的闽北瑰
源的附加值，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宝——
—政和县东平镇》 发表在多
并带动大学生团队形成省级创业
家省、市级媒体上，引起了大家对
训练实践项目“变废为宝——
—精
政和的关注。
深加工茶食品助力精准扶贫”。五
扶贫，更要扶“志”与“智”。此
年的帮扶历程，被九三学社省委
后，欧荔以省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杂志和公众号《科技特派员的“文
多次到政和县参与调研。2018 年
旅帮扶”之路》专文报道。

作为市人大代表，欧荔也留
心着身边的人和事。2017 年春
节在慰问老同志时，有年近 90
岁、子女长居国外的老人为养老
问题忧心，还有老人家落入保健
品消费陷阱。她在焦虑和痛心的
同时，撰写人大议案《关于“厦门
加强老年人关爱”的几点建议》，
呼吁厦门可以吸取国外先进养
老经验，
加强适老设施的建设，
增
加机构养老的比例，通过智慧社
区联动给独居老人更多的关爱，
防止欺骗和意外的发生。
2018 年，受到市老龄委的
委托，欧荔主持课题《关于发展
厦门市老年旅游市场的研究》。
如何关爱老年人的旅游出行 ，
加强全社会适老设施的建设 ，
成了她所关注的问题。她带领

团队花费半年左右的时间展开
调研，发动老年大学、老年服务
志愿点等相关机构，通过现场
采访、分发调查问卷、在公众号
上发布推送等方式，调查老年
人的出游意愿和需求。最终，团
队搜集了 700 多份问卷，对问卷
内容加以统计和分析，取得了
课题的初步进展。
调研过程中，欧荔走访了市
旅游协会和多家旅行社，了解
他们在老年旅游的服务方面是
否有困难、有哪些需要呼吁的
问题，认真聆听并一一记录。她
意识到，老年人参加常规旅行
团会存在诸多不适，他们行动
较慢、吃东西忌口多、感兴趣的
旅游点和年轻人的也有所不
同，对住宿的适老设施方面还

有特殊的要求。“很多景区、商
场都关注年轻人和孩子的出
行，对老人的关怀比较少。”欧
荔说。她希望整个社会能加强
对老年人出行的重视，配套老龄
服务设施，让老年人出游有更多
的选择和保障。课题引起《厦门日
报》
《厦门晚报》
《海西晨报》等媒
体的广泛关注，
并被新华网选发，
获 2019 年度全国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学会
“优秀论文”
。
欧荔还是厦门市文旅局专家
库成员，
在教学之余，
参与导游员
的培训考核、景区评定及饭店星
级核定等工作。在她眼中，
旅游不
仅仅是“吃喝玩乐”
，如何更好服
务游客、避免隐患才是旅游业要
认真思考、
改进的地方。
通过统战
系统，欧荔从专业角度积极建言
献策。2015 年，
她的提案厦门
“新
评 24 名景”得到落实，
成为推进
岛内外旅游发展的有力举措。撰
写的信息曾入选中央统战最高刊
物《零讯》和《八闽快讯》。欧荔善
于鼓励、指导其他九三学社社员
从专业角度积极参政议政。在她
的带动下，基层委社员们众志成
城，不断进步，信息、
课题屡有斩
获，在抗疫等重大事件中也涌现
出了被表彰的年轻社员。

政产学研齐融合 教研更加
“接地气”
2016 年起，欧荔带领师生
团队近 50 人开展岛外“旅游资
源普查项目”
，将服务社会与教
学科研有机结合。
“我们深入到
调查一线，就能拿到第一手的
资料，这对自己的教学和学生
的专业认知很有帮助。”欧荔告
诉我们。
调研过程中，岛外四个区每
区组一个 15 人左右的小组，至
少有两名老师带队，按照访问
区域的面积大小，每个街道再
由 2-3 名学生组成小分队，利
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一间间住
宿点去走访，对规模、床位、房
价、营业执照等开展拉网式的
普查。“通过一系列普查，我们
可以直观地看到经营单位的困
难、问题、亮点与不足，这些都
是学生们在学校里、课本上学
不到的。”
欧荔说。
2017 年，欧荔申请到了福
建省教育厅的大学生创业训练
项目——
—《海沧院前社“文创纪
念品”开发》。在海沧院前社开
展对口帮扶时，欧荔带领学生
们将创新创业与“文旅帮扶”相
结合，让学生们通过做旅游纪
念品、设计包装 LOGO 等方式
参与帮扶行动，积累社会经验。
这个项目历时 2 年，组成了一

个跨年段、跨专业的多人小队。 呼吁集美学村应该更好地发挥
欧荔意识到，海沧院前社有着 “学村”优势，不仅仅 是增加游
闽南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 （如
客容量，更应该重视深挖文化
家风家训、古厝、中医药等），围
底蕴和学习功能。常年的努力，
绕乡村旅游文创体验重点展
她终于欣喜地看到集美正朝着
开，融入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
建设“南方（世界）研学之都”的
维，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还
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可以创新教研模式、增加学生
今年，
欧荔申请到了一个福
的社会实践经验。实践活动被
建 省 的 社 科 课 题 ——
—《福 建 山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及相关媒
海研学旅行助推乡村振兴的创
体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这也
新研究》。她说，福建省有着丰
让欧荔对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教
富的“山海资 源”，研学 可 以 帮
研模式更加有了信心。
助中小学生拓展视野，更可以
“我们这个专业服务社会比
带动研学基地发展当地产业
较多，比较接地气，能够解决一
链，走可持续发展的振兴道路。
些现实的问题。”欧荔说。中小
对此，欧荔信心满满。未来，她
学生研学是她一直以来所关注
在专注课题研究的同时，还希
的内容。在她 2005-2010 年担
望广泛取经，写作总结，带动更
任集美区政协常委期间，她就
多的人一起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