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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浙江水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文龙

始终很好。”
没有丝毫的犹豫。
蒋文龙在浙水股份的那些年，循着改革
杭城的五月，正是看山看水的好时节。 开放的节奏一路向前，
见证浙水股份从国有
此时的钱塘江潮还未及八月的汹涌澎湃,它 企业慢慢改制成民营企业，带动了众多职工
好似一幅静静流淌的古卷，
波光粼粼的江面 的成长，带动了每个职工背后家庭的发展，
与两岸的楼宇交相辉映，优雅而不失壮美。 为企业、为水利事业尽到应尽的责任，做出
矗立江畔的
“钱江龙”雕塑龙首东望，
龙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身蜿蜒，
龙尾高高翘起，
张牙舞爪的样子仿佛
细数过往的水利项目，蒋文龙每一个都
展示着它守江的龙威，
意欲腾飞，
气势磅礴。
是信手拈来。龙游小溪滩水利枢纽工程位于
水，
龙——
—都是蒋文龙最爱的元素。从 钱塘江中游龙游县境内，以发电为主，兼顾
浙江水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向 航运等综合开发。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窗外望去，
壮阔的钱塘江，
宏伟的“钱江龙”，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水库
这些承载了杭州精神文化的标志，
都能一览 正常蓄水位海拔高程 40 米，电站装机容量
无余。
为 4伊4500 千瓦。工程建成后，年平均发电量
“这里风光不错吧！”蒋文龙一只手背在 可达到 7478 万千瓦时，同时改善了当地的
腰后，一只手指向窗外，向笔者介绍，
“我家 水环境和灌溉条件。
也住在钱塘江边上，离这儿不远，到了晚上，
云南泸水县片马河三级水电站也是蒋
灯光亮起，
又别有一番味道”
。
文龙在浙水股份时期全额投资开发兴建的。
蒋文龙与水的故事，要溯源到四十年 该水电站位于滇西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
前。从入职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 区内，
距中缅边境线最小距离仅为 43 米，工
限公司到担任董事长，新昌长诏水库、衢州 程项目由首部枢纽、输水隧洞、压力管道、发
乌溪江引水工程、龙游沐尘水库、绍兴汤浦 电厂房、
升压站和输电线路等主要建构筑物
水库、
钱塘江标准海塘工程……这些布局在 组成。
浙江省各地恰到好处的水利水电工程他都
还有浦江仙华水库工程，建成后改善了
如数家珍。
浦江县金坑岭灌区日趋严峻的干旱缺水局
2017 年 7 月，蒋文龙带着浙江水欣股 面，缓解了县城工业和生活用水紧缺的状
份的一批人马，与水再续前缘，正式将浙江 况，促进了浦江仙华山省级风景名胜区旅游
水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迁入位于钱塘江畔 产业的发展。
的寰宇商务中心，与水为邻，
择水而居，依旧
龙游沐尘水库项目位于钱塘江上游衢
做得风生水起。
江右岸支流的灵山江干流上，是以防洪、供
水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及改善水环境等综合
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有效地
银海纳百川
“离开耕耘了几十年的浙水股份，您的 保护了下游农田及龙游县城沿灵山江两岸
城区免遭洪水袭击。
心情怎么样？”
在蒋文龙的带领下，这几个工程项目的
面对笔者的提问，蒋文龙显得坦然自
若。许是回答过好几回了，他说：
“我的心情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明显。依靠一流

社会做点什么，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现在
蒋文龙接手的项目，更注重生态环境、追求
无污染，力求水利项目的
“内外兼修”。
浙江龙游的灵山江，是浙西乡村美景的
代表地之一。在那里，
蒋文龙投资过龙游沐尘
水库项目，
这个大型水库在当地被称为
“龙南
大水缸”
。灵山江曲折蜿蜒，
清澈见底，
有竹筏
漂流，
也有老翁垂钓。两岸群山叠翠，
郁郁葱
葱，
种满了红豆杉、
紫薇树、桂花、杨柳、红叶
石楠等观赏性植物，沿途孕育了马戍口、上
塘、
沐尘、
庙下等众多的集镇与村庄。
蒋文龙最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一个自
带五星级景色的地方投资一个四星级的度假
村。
“像这样的投资，
跟当地政府合作，
不光做
活了整个水利产品，更是开发了当地的旅游
产业。通过提升水利产品的附加值拉动经济
增长，
让水利更利民生、
利环境、
利生态。”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云南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
部，
属于青藏高原东南侧高丽贡山的山脉褶
皱地带，因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
怒江州是中缅、
滇藏的结合部，有长达 449.5
千米的国界线，占中缅边境线总长的 20%，
有丰富的地质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在推进“一带一路”
的战略进程中，怒江州是
连缅入印达孟的最前线。
蒋文龙领导的公司在云南投资的片马
河三级电站，位于怒江州的一个边境重要城
镇。据他介绍，前往片马镇，
必须路过高黎贡
山东坡的老公路风雪丫口。风雪丫口的实名
叫“片马丫口”
，在云南与缅甸交界的泸水
县，
海拔 3153 米，地势险要。作为我国内地
通向片马境外的咽喉要道，这里自古以来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沿路的千年古杉英姿挺
拔，
山上冰雪融化，
雪水汇集，形成了无数的
高山冰渍湖。经过风雪丫口，来到沉淀着无
数往事的片马镇。小镇经历了中国人民抵御
外辱的烽火岁月，至今留有二战时期的遗
址。
“那天印象非常深刻，我还拍了很多照
片，久违地发了朋友圈——
—跨地域距离，到
云南考察本企业投资项目，同时深度感受春
天的自然景观。”
蒋文龙向笔者展示着片马
小镇的古貌，图片中的风景云雾缭绕，但他
仍详细地描绘着每一个细节。
独树一帜的景色、举不胜举的资源和贫
困落后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无一不让蒋
文龙动容。2020 年 3 月下旬，
在怒江州的短
短四天里，蒋文龙谈了一个国有企业的改制
项目，一个房产开发项目，另外还有草药和
牲畜 养 殖 的 农 业项 目 ，当 然 还 有 水 电 项
目......
蒋文龙充满了热情，
“中国那么多大江
大河，唯独怒江没有深度开发。脱离项目投
资的价值和效益不谈，只要水资源能振兴当
地经济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兴
起，帮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也算是
境，来提升投资项目的价值。其次，在开拓的
为社会脱贫攻坚事业做贡献了”。
过程中，眼光要与时俱进，时刻考虑社会的
向来关注国内外政治新闻的蒋文龙告
需求。”
诉笔者，去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
蒋文龙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事业版图的
乡群众回信。在信里，习近平说：
“让各族群
每一个板块和他的投资理念。从他的谈吐、
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
语气、状态来看，完全不像是他口中所谓的
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独
“老年人”。他好似一位风华正茂的船长，探
龙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
索着、冒险着、
运筹帷幄着，那些林林总总的
独龙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
投资项目，像一条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他 代，
生动说明，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
眼前的汪洋大海。
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
定能够实现。”
银上善若水
习近平“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
能少”的重要指示坚定了蒋文龙的决心。他
之所恶，
故几于道。”水在道家的学说里，至
相信，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
善至柔。微则无声，
巨则汹涌，
与人无争却又
涸，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和千千万万人
容纳万物。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最有力量。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在陶
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他用树木欣欣向荣，
银千山万水
泉水缓缓流动描绘了万物恰逢滋长时节的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这是蒋文龙办
蓬勃。“欣”，又有喜悦之意。
公桌上最夺目的摆设。
广袤无垠的世界，
平面
在蒋文龙看来，
“水欣”一词意味着水能
铺开，
被蒋文龙按在了玻璃台面下，
纵横交错
转化成资本，水能创造财富，水能给人类带
来愉悦与繁荣。而水
“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的经纬线构成了丈量生活足迹的坐标系。
“我办公室里可不止这两张地图。”
说着，
的品性，更是贯穿在蒋文龙奋斗一生的“水
蒋文龙俯身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摞，
浙江地图、
事业”之中。
在蒋文龙龙游投资项
自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杭州地图......除了这些，
挂着龙游地图；
在他三门房产
略、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部署后，实施农村 目的办公室里，
也放着三门的地图。
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成了美丽中国 项目的办公室里，
“不仅仅是工作之需，
每张地图背后都是
的重要组成部分。蒋文龙紧跟政策的步伐，
有故事的。
”
蒋文龙指着地图上的杭州，
指尖划
着力于水环境的综合开发。也就是说，把水
向云南，
“
刚刚我跟你说的独龙江，
得先从杭州
利工程和旅游项目对接，形成一个复合式的
开发模式，既可以通过水来产生效益，又可 飞到昆明，昆明飞到保山，保山再转车，才能
这儿离西藏很近了。”
以结合当地文化内涵打造旅游景点，改善乡 到达独龙江。你看，
“我有一次从云南开车到西藏拉萨，
再一
容乡貌。
一直开到青海格尔木。”
说起在地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做水利 路向北，

的质量，许多工程多次荣获中国建筑工程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水利工程
优质“大禹奖”
，水利部、交通部优质工程奖
和浙江省建设工程
“钱江杯”等奖项，连续多
年多个 QC 小组获全国、浙江省优秀 QC 小
组成果奖。
“浙水股份以施工为主，是做水利水电
建设的。当时水欣股份是下面的子公司，做
投资为主。我作为法定代表人，业务涵盖的
面太广了，管得太多。而且搞施工太辛苦，
那
是年轻人的事儿，我现在是个老年人。”
“老年人”
，
蒋文龙这样调侃自己。就是
这样一个
“不安分”的
“老年人”
，在年届花甲
之时转身，将水欣股份独立门户。在水欣股
份，蒋文龙延续了之前投资的水利水电项
目，并将投资的触角越拓越宽，寻求着水利
水电项目基础上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广
领域的运作。
多年的投资经验、独到的投资眼光，让
蒋文龙开始在各类有开发前景的领域里大
显身手：
国外水利水电项目、石矿开采、房地
产业、
机械设备、检验检测......
“近几年，
国家提出了
‘一带一路’战略，
水欣也紧跟时代的步伐，响应号召，跨出国
门。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斐济，我们在运
作投资水电站项目。”
除了老本行之外，
蒋文龙还在江西革命
老区瑞金投资了一个石矿开采项目；在浙江
省三门县的高铁站附近投资了房地产。这不
禁令人好奇，他星罗棋布的投资蓝图背后，
究竟有着什么秘诀？
“首先，有时候眼光并不一定要局限在
某一个部分，
它是触类旁通的。比如我投资
的三门房产项目，除了一定体量的楼盘外，
我把边上的山都租下来，打算在那里开发一
个公园。我会考虑通过共同改造周边的环 事业的，财富不是第一诉求，更重要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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