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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民宿“麻麻花的山坡”的前世今生
� � 四合院青砖灰瓦，石头砌成
的院落静谧安详，能听到风吹过
的声音。 屋内北欧的装修风格简
约大气， 却又透出低调的轻奢
感，住在里面，怡然自得。 透过屋
内落地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窗
外层峦叠嶂的群山，看到云卷云
舒的蓝天。

在这里，时间仿佛都停止了。
没有尘世的喧嚣， 只有大自然的
声音———这里就是位于河北省涞
水县三坡镇南峪村的民宿“麻麻
花的山坡”。麻麻花的山坡用它别
具一格的美丽告诉我们： 贫困村
也可以变得如此别致。

前世

乡村， 特别是贫困乡村，由
于历史、区位等因素造成长期经
济落后，但也因此较好地保留了
传统村落的风貌、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瑰丽的景色。 这些景色，吸
引着城市人眼光。 但往往没有合
适的住宿环境，让城里人对美丽
的乡村又望而却步。

虽然身处美丽的自然风光
中，贫困乡村往往看不到富饶的
曙光。 涞水县南峪村就曾是这样
的一个贫穷但美丽的村子。 南峪
村距北京 100 余公里的车程，曾
是环首都地区典型的贫困村。 数
据显示，2015 年时， 南峪村人口
共计 224 户 656 人， 其中贫困户
59 户，贫困人口 103 人，全村贫
困率达到 16%。

转变发生在 2015 年。
南峪村毗邻野三坡风景区，

依傍拒马河，绿树掩映，风光优
美，是个旅游的好去处。 正是看
到了这里还未被发掘的旅游潜
力，2015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和
中国三星在南峪村联合启动了

“美丽乡村———三星分享村庄”

产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借鉴了韩
国美丽乡村的理念，通过在贫困
地区建设美丽乡村，来推动贫困
地区的乡村脱贫和发展。

麻麻花的山坡的山脚下，水
质清冽的拒马河在欢快的奔腾。
清冽的河水见证着这个村子曾
经的贫困；也正在见证着村子现
在的美丽和正走在富饶的路上
那坚定的步伐。

今生

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在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三星等多方面
的努力下，南峪村进行了整体的
改造。 在南峪村，通过“景区带
村，能人带户”的精准旅游扶贫
模式，多方打造“麻麻花的山坡”
精品民宿，通过专业设计团队的
整合与设计，在保持原有村庄宅
院特色的前提下，以如今流行的
轻奢风格传达出极简的生活格
调， 将农家小院变成了舒适、简
约、高端的都市人群休闲娱乐目
的地。

南峪村自 2015 年建设至
今，共建成 8 套精品民宿。 民宿

从外观上保留了浓郁的乡土气
息， 但内部装修却是非常符合
现代都市人群们对于生活品质
要求的样子。 冲水马桶、 热水
器、 冰箱、WIFI 等现代化设施
一应俱全。

“麻麻花的山坡”不仅满足
了都市人对于乡村体验的需求，
而且其民宿的建设和村民的培
训是同步的，民宿食材都是当地
农户以及管家精心烹制原汁原
味的乡土饭菜，带动村民一起就
业致富，这也是乡村建设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 如今，民宿以及合
作社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全
村 224 户、656 人受益。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在“麻
麻花的山坡” 乡村旅游的带动
下，南峪村已经发展成为“环境
优美、收入稳定、村民乐居、人际
和谐”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村
中游客所到之处整洁卫生，看不
到垃圾，村里的墙上还贴着如何
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画。 村民们
悠然地在凉亭、在自己的院落里
静坐聊天，享受着闲暇的午后时
光， 看到游客会微笑着打招呼：
“你们是去麻麻花吧？ ”

希望

如何让外界知道像“麻麻花
的山坡” 这样美丽的乡村民宿？
2017 年 6 月 20 日， 中国扶贫基
金会和涂鸦王国在“麻麻花的山
坡”联合主办了“中国公益插画
大赛颁奖典礼暨第一届中国扶
贫基金会乡村音乐会”。 邀请社
会以艺术之名关注中国传统村
落发展现状，和乡村之美。

30 天的时间内， 有近 1000
人报名参加比赛，收到的有效作
品 700 幅。 经过吾皇的白茶、左
手韩、呼葱觅蒜等评审老师的评
选和网友们热情的投票，最终诞
生了 27 幅获奖作品。 简单而温
馨的颁奖典礼就在“麻麻花的山
坡”里举行。 主办方就地取材，把
小草、 小花集结起来，“土创”了
一个乡村音乐会现场。

在现场，每一幅画都体现着
绘画者对乡村的爱； 每一首歌，
都是歌唱者对生活的爱；南峪村
的村民寻着美好而来，他们蹲在
山坡上，也享受着本来只有城里
人才享受到的画作和音乐。

尽管“麻麻花的山坡”的 8 套
精品民宿价格不菲，但是非常受城
里人的青睐。“一到节假日和周末，
这 8套房子就供不应求了。 ”“麻麻
花的山坡”的管家自豪地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表示，基金会十年磨一剑，用心探
索乡村，发现乡村之美，帮助中国
贫困山村发展， 走乡村振兴的时
代之路， 不仅仅是因为公益扶贫
人对于乡村的特殊情怀， 更多的
也是因为经历了城市与乡村的社
会变迁反差， 希望城市能够反哺
乡村，带给乡村活力的同时，倡导
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城市人能够
回到大自然，找回那份真我。

更重要的是，中国扶贫基金
会希望通过在乡村开展民宿项
目，让当地人挖掘出自身的发展
潜力，最终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
道路。 当地的一个村民表示，通
过“麻麻花的山坡”项目，村民每
人每年都会有分红。 而她自己，
也在模仿“麻麻花的山坡”的风
格， 着手改造自己家的老房子，
希望改造后的老房子，也能招揽
来游客，让自家的生活也越来越
好。 （徐辉）

� �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6000 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
困发生率从 10.2%下降到 4%以
下。 总书记曾强调，“健康扶贫属
于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因病返
贫致贫现在是扶贫硬骨头的主
攻方向”。 九阳发挥其主业优势，
加大营养与健康基础研究力度，
尤其是与饮食相关的基础研究
投入，提供更佳健康科学的饮食
解决方案， 从而改善国人的健
康。 通过系列健康公益项目“精
准扶贫”将作为九阳公益未来持
续聚焦点。

2018 年 6 月 27 日下午 ，
“杭州市对口支援办 & 九阳精
准扶贫项目” 启动仪式在九阳
工业园举行， 浙江省发改委区
域发展办副主任赵黎、 杭州市
发改委党委副书记陈启泉、杭
州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蒋锋、
杭州九阳公司董事长姜广勇等
领导出席活动。

赵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据杭州市卫计委与杭州市教育
局联合发布的 2017 年学生健
康状况综合监测结果显示，杭
州市中小学生营养不良率达
8.29%， 高于全省 7.2%的平均水

平。 九阳以希望厨房的角度，提
高学校食堂的硬件条件，改善伙
食，提高学生营养水平，是很好
的精准扶贫的切入点。

陈启泉表示要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努

力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推
进山海协作工程，推动“千企帮
千村”， 对九阳启动精准扶贫工
作表示支持和认可，凸显企业社
会责任。

姜广勇表示，九阳将依托杭
州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及山海协
作的资源优势，将在未来两年内
捐赠 300 万元，参与杭州对口帮
扶工作， 首批建设 50 所希望厨
房，打造贫困农村地区学生营养
餐升级版。

杭州淳安县枫树岭镇夏峰
小学、 叶村小学等 11 所九阳希
望厨房已于近期落成。 每个厨房
配有电热灶、蒸饭车、消毒柜、九
阳商用豆浆机、开水器等电气化
设备，待下学期学校开学，希望
厨房便能投入使用。

早在 2010 年，《农村学校
供餐与学生营养评估报告》就
显示， 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摄入严重不足， 受调查的学
生中 12%发育迟缓， 平均每五

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营养不
良，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 九
阳结合当时教育扶贫中学生营
养与健康问题，直面营养餐“有
米无锅”的尴尬窘境，与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协议，设
立“九阳希望基金 ”， 计划自
2010 年起在 10 年捐赠 5000 万
元现金和实物， 专项用于为贫
困地区的 1000 所学校援建“九
阳希望厨房”，建设和改造符合
食品卫生最基本要求的学校厨
房和食堂， 让老师和学生们有
一个干净卫生、 安全健康的就
餐环境。

2018 年至 2020 年是国家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
九阳表示将立足自身优势产
业， 积极参与属地党委政府对
口扶贫工作，情系教育，爱撒希
望厨房， 保障更多贫困地区的
学生吃上营养餐， 助力贫困地
区早日脱贫摘帽。

（张慧婧）

九阳定向帮扶杭州对口扶贫地区

“麻麻花的山坡”改造前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