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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初见王裕文，感觉不太像个商人，尤其不
像房地产商人。他高且瘦，大冷天穿得也很单
薄。眉骨突出，说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倒是很像
一个严肃的哲学教师。

与他交谈，哲学的意味更加浓厚。他说自
己有点“宅”，喜欢先秦典籍，好论孝义伦常。他
说，如今“谈钱者众，议孝者疏”，不知道传承几
千年的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市场经济
突起之时，怎么会显得如此缺失，如果这是种
遗憾，我们必须坚定地重新拾起。

只有谈及他的项目， 以及商业上的种种抉
择时，我们才发现，他骨子里的确流淌着商家的
血统，以及一个商业领导者所独有的战略眼光。
只不过，在王裕文看来，“孝”文化与商人“逐利”，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先“裕（给予、饶足）
己”，而后才能“裕人”，进而“裕天地”。

王裕文与一群600万元的“富翁”

长沙市雨花区洞井村英雄冲组的村民，最
近真有点“英雄”的感觉。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业
摩尔———裕天国际商汇中心，近日在洞井村正
式开工。和许多拆迁户一样，他们当年赖以生
存的土地，拔掉萝卜白菜，即将摇身一变成为
摩天大厦。不同的是，英雄冲的66户拆迁安置
村民，也将跟着来个华丽的转变：从农民变身
高端商业摩尔新房东， 且个个是身价超过600
万元的“富翁”。

不过，在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正是这些
“富翁” 的缔造者———同样从洞井村走出去的
王裕文。

“那时候有99%的人反对， 说我烧坏了脑
壳，不怕死。”当初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王裕
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

2003年，洞井村一块归当地供销社所有的
12亩土地招商， 洽谈的人去了一拨又一拨，最
后都悻悻而归。“他们要3200个平方米的门面，
并要求成本价购置8000平方米安置房。” 这样
苛刻的条件，自然把开发商吓跑了。

当时正在四处找项目的王裕文， 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和对未来城市规划的摸底， 作出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盘下这块地。没有讨价还价，甚至
还在原来3200平方米门面的基础上，再加了300
平方米。他提出的唯一合作条件是：土地归整。

王裕文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土地要成片
才好用，才有大用。眼前这片土地，一旦原供销
社用地被单独开发， 周围英雄冲组村民的土
地，便会被划割成零散的小块，即便拆迁也难
以有更好的利用。 而如果一开始就合理规划，

将供销社的土地与英雄冲村民们的土地一起
归整，3方共同开发，局面将大不一样 。既可以
满足职工、村民们提出的要求，也能保障开发
商的利益，可谓3方共赢。

在雨花区政府的支持下，王裕文找来了洞
井村村民代表、 供销社职工代表一起商讨。王
裕文提出一个方案：3方合作， 由企业和职工、
村民共建一个城市商业综合体，遵循整体功能
布局、商业业态流向，项目内所有商业及公寓
实行一站式远程智能化、全自动化管理，根据
发展规划，统一招商、运营、管理。项目建成后，
每户安置面积达到436平方米，拥有产权，职工
和村民将成为该城市综合体的真正主人。如果
按市场价值估算， 每户将持有物业价值超过
600万元。

村民们本来对自己的土地有许多的想法，
有的想自己建市场， 有的想高价卖给开发商，
但都担心以后的生计没了保障。王裕文提出的
就地安置，共同建设的方案，一经讲解，迅速得
到了拥护。“地还是自己的地，而且比原来值钱
多了，谁不乐意呢！”英雄冲组组长杨宏先乐呵
呵地说。

事实上，今年7、8月份，长沙市规划局在调研
城市规划过程中， 还特别建议王裕文将原计划
250米高的主楼，拔高至300米，力争将其打造成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核心地带的地标性建
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如果这一设想变成现实，
英雄冲村民与当地百姓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以前的拆迁户安置，虽说安置费不少，但问
题很多， 许多农民拿到一大笔钱之后不知所措，
短时间内挥霍一空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王裕文
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乡邻到最后既失去土
地，又失去钱财。“我仔细算过账，只要开发合理，
我还是有利润空间，只是赚得少一些。”

然而，王裕文赚得少一些 ，换来的却是村
民们长远的安居乐业。作为裕天国际商汇中心
的主人，村民们不仅可通过持有物业享有资产
收益，还可通过楼宇服务业实现就业。这也是
我省第一个“房东”安置楼，而他的这一拆迁新
模式也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别的地方拆
迁，大家就一句话：“和洞井村一样。”

王裕文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甚
至颇有点自得。虽然吃下这只“螃蟹”，且主动让
利，难免遭遇同行愤恨。“人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
追求，至于我现在，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向善而生，磨砺出的人生追求

王裕文的人生并没有太多的传奇，却不无
曲折。

1983年，抱着一股“出门看世界”的冲动，王
裕文放弃了高考，便和一个同乡带着200多块钱，
直奔广州。此时，正享受着海洋文明洗礼的广州，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之下， 呈现出一片生机
勃勃之象。 两个年轻人被眼花缭乱的商品看花
了眼。这与内地是多么不同的一片景象啊！

“他们的胆子真大，在内地，这些可都是投
机倒把！”当时的情景，看在他眼里，让年轻的

王裕文大受刺激。回到长沙，王裕文便果断做
起了生意。“那10多年，真的做了很多事，卖建
材、开饭店、做基建施工，什么赚钱做什么。”在
改革开放从沿海逐步深入至内地的年代，王裕
文走在了第一拨，虽然有些生意亏了本，但靠
着 “胆大 ”，还是赚了不少钱 。只不过 ，越往后
走，他却越觉得虚无。有一段时间，王裕文干脆
放下一切生意，回到洞井村当“队长”，在家和
村民们一起种大棚蔬菜。

“我以前都不敢人前说话的！”如今已在中
南大学博士班就读的王裕文笑着回忆。多年在
商场浸淫，对商场沉浮、世态人情都有了自己
的见解，但就算心里有很多想法，也总是小心
翼翼。“因为总感觉没有底气，少了知识与理论
的支撑。”

正因为这样一种心态， 王裕文开始有意识
的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甚至还开始自学电脑。
“真正开始敢说话，敢与人讨论我的看法，是在研
究‘孝’文化之后。”在旁人看来，一个生意人，去
做什么“孝”文化研究，既没必要，也没价值，甚至
还有点荒唐。但王裕文不这样认为，他读书喜欢
思考，也喜欢将生活中的平常事，加以哲学化的
思考，然后再从经典典籍中去寻求答案。

“我在生活中有点好管闲事”，王裕文自嘲
地说。在这种东管西管中，他发现，生活中有很
多孤苦伶仃的老人，有的即便儿女成群，衣食
无忧，但却同样孤单落寞。“很多人将老人们撂
在一边，逢年过节回家看一看就完事，似乎已
经成为一种社会默认的常态。” 他有点激动地
说，“这种不正常，竟然被当成一种正常！我们
传统的‘孝’文化哪里去了？”他决定对孝文化
好好研究一番。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像一朵庞大的乌云笼
罩着整个市场，地产行业更是愁云惨淡，许多现
实与思想的困惑像一团团疑云环绕在王裕文头
顶。他在网络日记中写道：“我的周围仿佛笼罩着
无情的鄙视，思想见解难以沟通，有失去自我而
伤及自尊的痛。自叹知识缺乏以至揪心落寞，更
感趋之若狂故而苦追不懈。”这种“苦追不懈”的
思考与追求，让王裕文的“虚无感”逐渐从身体剥
离。在生意之外，他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寄托，
并且逐渐意识到，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他的
公司来说，必须有一股精气神，即所谓的企业文
化，才能使其有血肉，有活力。

2009年夏天，王裕文开始系统梳理与撰写裕
天企业文化，直到2011年秋，近3万字的《裕理孝
疏》才正式完稿。这里面，将他对孝文化的理解、
“孝”与企业的融合，以及他的使命和愿景全部囊
括其中。因为足够系统、哲理甚至有点高深，以至
“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德者常修之”是王裕文对孝文化最直接
的诠释。在他看来，孝绝对不是只局限于对父
母亲人，而应该是一个更丰富的概念。但对于
那种平时不行善，只在灾难时靠捐款博名声的
作法， 王裕文很是鄙视。“人应该向善而生，善
事得常常做，而不能等到别人有困难才去帮。”
员工有难事，他能帮助的都尽力而为；还专门
设立了一个企业直接与员工父母进行思想交

流的平台，每一位员工的父母，几乎都收到过
他送去的“孝亲”礼包。并专门成立了“裕誉基
金”，每年拿出公司2%的利润，用于救助帮扶弱
势群体和孤独老年人的赡养。

这个说自己从前“不敢人前说话”的老板，
如今显然已经雄辩滔滔。这并非财富增长带来
的那种“财大气粗”，也不是世面见得多了 ，自
然能说了。 我们深刻感受到的这种内生的自
信，或许来源于一种叫做信念的东西。

向孝而行，裕己，裕人，裕天地

也许是机缘巧合，王裕文在一次偶然中发
现，他与公司名字中的“裕”字，竟然与“孝”有
着惊人的契合。这也正是他当时决定将“孝”作
为治企之本的重要原因。

“裕 ，有饶足 、给予之意 ，天地乃父母 ，裕
天，便是孝的最高境界。”王裕文认为，父母对子
女的爱是无私的， 他们把这种爱当成一种自我
生命的延续，而对父母，也要怀着“养育之恩无以
为报”的心去孝敬，赡养父母自知不足而永不懈

怠。“我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 断然离去的游子，
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孝心经不起等待。”

当我们的话题言及“孝”字，王裕文说话的
表情与手势明显多了起来。“孝是天经地义，天
下公器，仁德的根本，始终的义务。”他加重语
气反问，“一个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又岂能指望
他对企业尽忠，为社会尽义呢？”

王裕文最终确定的企业文化， 归结为7个
字：“裕己，裕人，裕天地”，以此要求员工以孝
亲之心对人，以博爱之心做事。论及企业的时
候，他作为商人的一种理性便凸显了出来。“这
个顺序是不能反的，只有先养活了自己，才有
能力去养活家人，回馈社会。”王裕文用姜太公
“好德而归利”的思想佐证自己的看法。在他看
来，“有多大的光，发多大的热，才是‘孝’之根
本，不能太过分去宣传天使。”他更倡导的，是
在“裕己”之后，对他人与社会的感恩与回馈。

裕天国际商汇中心项目将王裕文的商业
思维与孝文化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沙之
南，中国第一个‘两型’城市群在这里交融，第
一个高铁枢纽在这里交汇，南城———无疑将成
为长沙留给世界的第一印象。而洞井铺，原来就
是商铺之地，方圆十里百姓都来这里买卖。”当绝
大部分人认为商品住宅房建好就有人买、 回收
快，因而力劝王裕文“弃商从宅”改建住宅楼时，
他丝毫没有动摇。9年之前，他便认定“一个城市
的发展，第一步是解决住的问题，这一步走好了，
自然就到了商业阶段。”今天，这一项目已经正式
拉开大幕， 最先开建的也是属于村民们所有的
两栋写字楼，他计划花5至7年时间，打造一个产
业规模达100亿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12月11日，我们再度采访王裕文时 ，正巧
遇上另一件大事。因为同样一种“大孝”情怀，
王裕文与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院长杨松青的
合作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用做“满崽”的心
态对待老人， 更注重老人们精神上的幸福，杨
松青的老年公寓获得了从省市到中央的高度
关注，如今正打算建设全新的老年公寓，但资
金又成了他最大的难题。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找到了王裕文，出乎意料的是，王裕文没有像
之前那些趋之若鹜的投资者，他不要求任何股
份，任何金钱回报，完全“不附带任何条件”。当
天，双方便达成意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利用
“裕誉基金”帮助和支持养老公寓的扩建。

这种在外人看来完全违背投资常识的行
为， 王裕文却认为非常值得。“说得俗气点，对
我来说，一千万以外的财富，其实都不是我的
了，我只是一个财富的打理者。所以，在‘裕己’
的目标完成之后，我想得更多的便是‘裕人’、
‘裕天地’的使命。这种使命给人带来的快乐是
难以言表的。”王裕文笑道。他笑起来的时候，
眼角的纹路走得很明显，眼神发亮。

正如王裕文所言， 孝心经不起时间的等
待。一位作家曾说，人最本质的追求无非就是
内心的温暖与安详。尽管商业之路，交织着义
利之争，还有选择的痛苦与失落困扰，但王裕
文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向善而生，向孝而
行。这，也正是他前行的力量。

他独树一帜开创了一种城市拆迁安置新
模式，使拆迁农民不但拥有土地，更是摇身一
变成为人均身价600万元的“富翁”；他高中毕
业出来闯荡，成为一个地道的生意人，到如今

中南大学博士班在读，热衷于看先秦书籍，写
古文、诗歌，为中国传统“孝”文化大声疾呼。
他说，他并不想当个所谓的文化人，只是希望
能够重新拾起一些遗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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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天国际商汇中心董事长王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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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中， 王裕文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
间在谈他所撰写的《裕理孝疏》，谈他对人生、
对孝义的认识， 谈湖湘文化、 长沙名字的由
来。不过，在说之前，他会细心地问一句“这些
你们感兴趣吗”，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便口
若悬河了。然后笑着说，“嘿，这些可以说3天
不歇气。”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

不管是当初拍地时的大胆， 还是后期的
让利，以及对孝文化的痴迷研究，王裕文的很

多决定都让旁人难以理解。他说，实现理想，
并能在理想之上，做到“裕人”、“裕天地”，是
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每个人、每个阶段，获得
快乐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想清楚这一点，他做
的很多事情便有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从
年轻时对成功的向往与对财富的追逐， 到如
今的逐渐沉淀， 追寻孝之境界， 舍弃一部分
现实的利， 得到另一种层次的义， 他都在追
求这样一种快乐。 天地之间， 最难寻的不恰
恰是一种发乎内心， 来源于灵魂深处的宁静
与快乐吗？

■记者手记 纷扰中，寻觅那份宁静

王 裕 文
在工地上。他
所指之处，是
已经开建、被
称为长沙品
质最好、造价
最高的拆迁
安置楼。

� � � � （上接1版）
随着高速网架的日趋完善，高速公路通车

能力日益扩大 。 沪昆高速潭邵段2002年开通
时，通车量很低，有的收费站一个零点班的出
口流量有时只有1台车 。2007年沪昆高速全线
贯通后，仅潭邵段其出口年通车量就高达2000
万台次。

2012年12月17日， 湖南省交通厅宣布，此
后的一周内，湖南有15条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
车，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逼近4000公里，
“二纵五横”的高速公路骨架网基本形成，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局长吴国光介绍，到2015年 ，湖南将基本建成
“六纵八横”高速公路骨架网，全面打通25个出
省通道。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架的同
时，提升湖南在全国交通网中的枢纽地位。

4小时交通圈， 全面开启高速
经济新时代

路通了，致富的金钥匙也就握在了手心。
11月中旬，记者在大围山脚下的浏阳市关

口街道办事处升平村看到，养殖大户程章龙正
在蔬菜基地里忙活。紧邻即将通车的大浏高速
（大围山-浏阳）， 这个蔬菜基地是程章龙心中
一个致富梦想。

16岁那年，程章龙曾尝试养鸡。受交通制
约， 只好用自行车驮着20多只鸡到城里去卖。
结果半路上鸡笼散架，弄了个鸡飞满天。

刚刚创业，受此一击，他干脆南下打工，一
干就是20年。

2009年，大浏高速开工。这条途经程章龙
所在村子的高速公路，是我省“六纵八横”高速
网架中的“一横”，东接江西南昌，西经长沙至
重庆。

正在深圳打工的程章龙闻讯， 很快回到老
家办起了养猪合作社，今年开始筹建蔬菜基地。
他告诉记者， 鲜活的蔬菜从基地采摘上高速公
路，2个小时后就可送到长沙的商场、菜店。

目前，升平村正在谋划办养殖场、建葡萄
园，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借大浏高速，把升平村
建成浏阳和长沙的“大菜园”。

地处湘赣粤交通要津的茶陵县，素有 “三
路襟喉”之称。过去，由于交通落后，资源优势
难以变成经济优势。

2009年衡炎高速公路开通，给茶陵经济发
展注入勃勃生机。高速公路开通1年多，该县正
式洽谈与签约的项目达51个，投资额突破百亿
元大关。

“高速公路让茶陵由‘兵家必争之地’成为
了‘商家必争之地’。”茶陵县委书记毛朝晖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

高速公路如同一条“吸金带”，带动资金 、
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沿线聚集，推动着区
域经济快速发展。

全线穿越侗族少数民族地区的怀新高速
公路，被侗族同胞亲切称为“致富黄金路”。芷
江工业园在高速公路通车两个月内，即引进重
点项目6个；山城怀化由此成为湘、鄂、渝、黔、
贵5省物流中心。

完善、 快捷的高速公路运输网，“门到门”
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产销地的时空距离，降低了
商品交易的运输成本，有力推动了商贸流通业
发展。

高速公路发达的长株潭地区，沿高速公路
建立起粮、油、菜、果、鱼等数十个农产品生产
基地。

永州道县至广西贺州的道贺高速，在永州
与桂林之间搭起快捷通道。 道县农民豪言，要
将当地脐橙卖到东盟去！

放眼三湘大地，一个个产业园区、经济强
镇如长藤结瓜， 纷纷在高速公路沿线伴生、集
结。

高速公路路网结构的完善， 加快人流、物
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对承接沿海产业
转移、促进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
程、助推湖南“四化两型”和“两个率先”具有重
要作用。

一座矮寨大桥，引发旅游格局
大变化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德夯风景区内，熙熙
攘攘的客流挤满了苗寨狭窄的街巷。

据景区计调员小吴告诉记者：“矮寨大桥
正式通车后，前来德夯苗寨的游客翻番；团队
与自驾游大量增加，还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来
此开店”。

这个假期，到凤凰旅游的人数超过60万人
次； 仅10月4日一天， 凤凰古城就接待12万人
次，入城车辆超过2万台。而今年1至10月，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现旅游收入90多亿元，同
比增长38%。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局局长欧道胜
介绍，矮寨大桥通车后，大湘西旅游发展格局随
之发生重大变化，重庆红色旅游、武隆仙女山、黔
江小南海、边城茶峒、吉首德夯、吉首乾州古城、
凤凰古城等串成了一条新的黄金旅游线， 辐射
周边县市，形成新的旅游经济产业带。

因高速公路而引发的旅游格局变化，不只
在自治州。随着高速公路等快捷出行方式日趋
完善，三湘大地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
资源，日渐走出深闺。

长常、常张高速公路通车后，由长沙去张家

界只需3小时，张家界已成为长沙的“后花园”。
随着沪昆高速通车，自驾游来怀化的游客

逐年递增，洪江古商城、通道万佛山、皇都侗族
文化村，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

衡炎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后，炎陵就开始与
周边景区积极展开区域协作，着力打造“长沙-
炎帝陵-舜帝陵”寻根祭祖游和“井冈山-炎陵-
长沙”红色圣地游等旅游精品路线，塑造炎陵
旅游的国际形象。2011年，该县接待游客185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34亿元，成为湖南新兴的
旅游大县。

今年10月下旬，100多名来自“珠三角”和广
西桂林市的旅行社及旅行商代表前来永州 “踩
点探线”。在实地考察了蓝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嶷
山旅游区、月岩—周敦颐故里旅游区、江华天河
瑶池及瑶族文化园、浯溪碑林、零陵古城旅游区
等景点后，纷纷表示，要借助便捷的高速公路，将
永州开发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高速公路延伸到哪里，哪里的旅游就兴旺
起来。

现有高速公路已将全省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以及省级风景
名胜区串联沟通，编织成一条条独具特色的旅
游精品线路。 曾经闭塞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
区，借助发达的交通网，形成后发优势，一跃而
成旅游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