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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业设计是中国制造的短板，
那么汽车设计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

“痛点”。2011年，历经 8年奔驰熏陶，已
成为奔驰总部终身汽车设计师的张帆，毅
然加盟新组建的广汽研究院。8年来，张
帆带领他的团队，实现了中国汽车自主品
牌的突破，成为广汽传祺在市场上不断创
造销售奇迹的重要“幕后推手”，诠释了创
意设计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命题。

担纲广汽自主设计总师

“我的汽车职业生涯是从德国戴姆勒
汽车公司开始的。在那里，我度过了成长
阶段中最重要的 8 年时光。”张帆深情地
回忆。

2002 年，正在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
院读硕士研三的张帆，参加了德国《Au-
to Motor and Sport》杂志联合设计
院校举办的全球大学生汽车设计大赛并
获了奖，作为评委之一的德国奔驰设计部
负责人对他产生了兴趣。

2003年，张帆硕士毕业后接过了奔
驰向他伸出的橄榄枝——直接入职德国奔
驰总部。“在奔驰这样世界顶级公司的核
心岗位，最初的两年真是压力很大。”张
帆说，你必须顶着不被外国人看好中国汽
车设计师的偏见，在设计道路上狂奔。经
过两年“悟、思、学”的深度沉淀，因优
异表现脱颖而出，30岁的张帆被奔驰德国
设计总部聘为终身设计师。

从奔驰SL硬顶敞篷跑车，到SLK等
量产车造型设计，再到 A-Class 概念车
的全球首发。8年里，张帆作为主要外观
造型设计师参与的多个项目，在奔驰内部
众多设计师的激烈角逐机制中中标。这
在奔驰内部并不多见，有些设计师终其一
生都在“陪标”。

尤其是由张帆作为外观造型主设计
师的 ConceptA-Class 概念车在 2011 年
上海国际车展全球首发，让这个拥有百年
历史的德国品牌烙下了中国设计师的印
迹——张帆突破传统大胆设计了一个星
点状的格栅，以奔驰三叉星为中心，旁边
是几个星点状发散开。这样一个设计手
法、设计元素被奔驰应用在之后的所有量
产车上，成为奔驰全新的设计语言和一个
品牌符号。

“我认为，我应该属于中国。”张帆说，
在异国奋斗了8年后他问自己：什么时候
我可以为中国品牌设计出国际一流的好
车？2011年，张帆放弃了在奔驰的终身设
计师职位，回国加入广汽研究院。“当时，
我是广汽研究院设计部的第27位员工，我

觉得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需要由我们中
国自己的设计力量去支撑。”张帆说。

奠定传祺家族设计风格

走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设计之路并不轻
松，要解决设计痛点，就要了解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与对汽车的理解。“我们发现中国消
费者对于汽车赋予了更多情感上的附加价
值和符号。这方面中国团队有自己的优
势，这让我们的设计更接地气。”张帆说。

当时，新诞生的广汽自主品牌——广
汽传祺，提出走“品牌引领，品质驱动，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发展路径，这给了张帆
施展的机会。结合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的
新需求，广汽传祺率先在国内汽车自主品
牌中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
城市 SUV 市场的重要窗口期，避免低质
低价和模仿抄袭之路，瞄准中高端市场，
寻求向上突破。

2015 年 4 月份，由张帆率领的设计
团队推出了广汽传祺 GS4。在“颜值当
道”的时代，GS4以国际新派SUV的都市
造型令人眼前一亮，上市后成为一匹“黑
马”迅速打开市场，还在“中国汽车造型设
计大赛”中获得最具分量的2015“金圆点
奖中国汽车造型设计产业大奖”。

传祺 GS4上市不到半年便跻身全国
销量前三，当年 8 个月销售 13 万辆。从
2015 年 9 月份开始，受限于产能，传祺
GS4 在全国闹“车荒”，不少 4S 店里供应
断货，成为2016年至2017年中国车市上

的现象级产品，并连续两年位列紧凑型
SUV 细分市场中国品牌榜首。目前，传
祺 GS4 的销量已达到 100 多万辆，创造
了超过1000亿元的营业收入。

“我们收到了很多对传祺 GS4 造型
设计的正面评价。很多人是因为车辆外
观开始关注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张帆谦
逊地说：“设计，在广汽自主品牌快速发展
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随后，广汽推出了第一个突破“20万
元天花板”的中国品牌汽车。“这就是让我
们自豪的传祺GS8。这款车的上市，打破
了中国自主品牌车长期处于20万元价位
以下的天花板。”张帆激动而自信。

后来，在中国汽车产业界几乎每一家
车厂都会把 GS8 买回去做对标分析、做
拆解，解剖这款车上的一些设计经验。这
款大7座SUV传祺GS8树立了中国自主
车型设计高水平的行业标杆。

张帆介绍说，传祺 GS8之后，实际上
我们在持续巩固设计上的一些优势，包括
后来的传祺GM8、GM6，以及去年上市的
全新传祺GS5，在设计上的这种探索一直
持续向前。“如果说传祺GS4、GS8是传祺
家族的第二代设计语言，那么从去年的
传祺 GS5 到今年初的传祺 GM6 再到即
将上市的全新一代传祺 GA6 轿车，则承
载着第三代传祺家族的设计语言，都奠
定了传祺作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设计
风格。”

张帆像即将走上舞台中央接受观众
检阅的“孩子”一样，期待着这款配置与性

能均堪比一些欧美豪华车的全新一代传
祺GA6，能够带动传祺再次向上突破。

撬动国际汽车设计大门

“奔驰 8 年，我从一只‘菜鸟’成长为
终身设计师，加入广汽又是一个8年。通
过团队建设、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三个维
度的提升，我们形成了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设计实力。”张帆平静地说。

张帆表示，在奔驰更多的只是简单重
复自己，而现在他关注的是消费者的整体
需求，是构建一个品牌，形成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车系。

的确，张帆由一名设计师转变为汽车
设计的策划者、组织者。“今天，我们已建
立了完善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设计工作
体系、方法、流程、标准。传祺在产品上取
得了一系列成功，已不单是一两款产品，
更多的是一个品牌。”张帆说。

如今，张帆率领的广汽研究院设计中
心已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设计团
队之一，具备全流程整车工业设计能力，团
队研发实力已跻身国内顶尖、达到国际水
准，并成为广汽自主品牌正向开发的亮点。

“我和我的团队每年都承接集团项目
超过20个。其中，除了自主品牌研发，还
为合资品牌的设计需求提供帮助。”张帆
说，我希望以设计为支撑，以创新为支点，
让我们的设计团队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参
与国际化竞争，擦亮中国设计品牌，把中
国汽车设计推向国际前沿。

把中国汽车设计推向国际前沿
——记广汽研究院副院长兼概念与造型设计中心主任张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时代先锋”座
谈会上，博山区首批“时代先锋”，源泉中
心卫生院院长、主任医师亓庆良，报告了
自己几十年的从医经历，真挚感人，扣人
心扉，人们热泪盈眶……

亓庆良，1952 年 8 月份出生于淄博
市博山区源泉镇源西村，虽然父母是文化
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民，但亓庆良从小学
到高中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1971 年，
正值全国高考中断，高中毕业的亓庆良
没能上大学，于是村大队党支部送他去
源泉公社卫生院培训，希望他学成回来
做一名村医。

因为勤奋好学，悉心钻研，亓庆良很
快掌握并熟悉了业务，回村当上了“赤脚
医生”。从此，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
来找他看，他总是认真热情、尽心尽力地
为乡亲们服务。亓庆良的医德、医术从源
西村迅速传遍周边村落，不仅本村村民找
他看病，还有很多邻村的乡亲们也来找他
看病。1975 年，源泉公社党委推荐亓庆
良到青岛医学院学习深造。

在青岛医学院临床医疗系学习期间，
亓庆良系统学习了医疗理论知识，见识了
专家教授精湛的医疗技艺，并跟随专家做
各类手术，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能力。毕
业前夕，学校领导找他谈话，希望品学兼
优的亓庆良能留校工作，但他谢绝了。毕
业分配，有多个到城市大医院就业的选
择，他放弃了，并且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
回到家乡博山区医院做一名医生。

“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对得起父
老乡亲的养育，对得起村民期盼我回去的
心情。”即使到现在，亓庆良仍对他当年的
选择无怨无悔。

2003 年，大学毕业 25 周年同学聚
会。在亓庆良很多同学中，有的在国外医

院工作，有的在国家、省级医院工作，还有
好几个人已是博士生导师，当时只有副主
任医师职称的亓庆良还在乡镇卫生院工
作。同学们都为当年的高材生亓庆良惋
惜，可他却觉得值：“看到病人，看到山区
的百姓康复出院，比啥都幸福！”

从 1978 年 到 博 山 区 医 院 工 作 到
1993 年博山区医院彻底搬到城区，亓庆
良为山区百姓服务了整整15年。

1997 年，已是副主任医师、“博山区
十大名医”，被誉为“博山外科一把刀”的
亓庆良，放弃在本院升职和到市级医院就
职的机会，毅然决然回到源泉，担任源泉
中心卫生院院长。

1999年6月13日，亓庆良像往常一样
提前上班做手术，7∶30进手术室，开始第一
台，第二台，第三台……上午做了4台手术，
吃过午饭没休息，接连又做了4台。一天8
台手术下来已累得精疲力竭，亓庆良正想

回家休息，这时又送来一位急性阑尾炎病
人，必须马上手术。事情也巧，刚做完又送
来一例急性阑尾炎病人，接着做。之后，剖
宫产，急性胃穿孔，当手术切口缝合完毕
时，天已经蒙蒙亮了。算下来，这一天亓庆
良共做了12台手术，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几
乎都抬不起来了。

多年来，由于做大量的手术，导致亓
庆良的颈椎严重变形，压迫臂膀疼痛难
忍，有时衣服都穿不上、脱不下。但是，一
上手术台，他就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病
人，眼明手快，全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

2008 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南博山镇
下庄村送来一名14岁少年，因外伤腹痛，
入院不到一小时孩子血压下降，血色素降
低。当亓庆良迅速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
测不到血压，面色苍白，呼吸急促。以他
的经验，孩子很可能是脾脏破裂，腹腔大
出血，必须马上手术，但风险很大。亓庆

良没有犹豫，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放弃。
他立即走上手术台，剖腹探查，快速输液、
输血，手术持续了 4 个多小时，最终挽回
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亓庆良自主刀手术以来，成功实施的
手术已达2万例，成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最长的一台手术，做了14个小时。

亓庆良到源泉医院工作后，医院半年
实现脱贫，1年走向快速发展，3年从全区
乡镇卫生院榜尾跃居榜首。1999 年，组
织上有意提拔他到城区医院担任院长，却
被他再次谢绝，因为他“服务山区百姓的
承诺”早已根深蒂固。

亓庆良任职源泉中心卫生院19年来，
医院依靠自身创造了发展的奇迹。2015年
收住病人7038人，收入4200万元。从当时
的资不抵债发展到固定资产4000多万元；
床位设置从10张增加到460张；年业务收
入从不足30万元提高到4200多万元；医疗
用房从1000多平方米扩大到14000多平
方米；医疗设备从几乎为零，到配备了国外
螺旋CT、CR，彩超、数字电子胃镜，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等城区大医院才有的先进设备。

“医院规模大了才能服务更多的山区
百姓，医院实力强了才能让山区百姓享受
到更优的医疗服务。”亓庆良说，相同的医
疗检查，在城区大医院要花上千上万元的
医疗费用，在这里只需花几百元。“要让山
区的百姓敢看病，看得起病。”

近年来，源泉中心卫生院先后获得全
国群众信誉满意单位、全国“三好一满意”
活动百家示范医院、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多个
荣誉称号。亓庆良先后获得全国医院优
秀院长、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十佳卫
生院院长、首届淄博名医、淄博先锋党员
等荣誉。

丈夫入狱，女儿上中学，自己又
突发脑梗导致偏瘫，独自撑家的河
北沧州献县农村妇女王树英，生怕
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的病在身体，但思想包袱也
不轻。”前不久，王红心得知王树英
的情况后，带着“红心志愿服务队”
13 名志愿者的爱心和 3700 元捐
款来到王树英的病床前。就这样，
曾经陌不相识的两人成了“亲戚”。
一有空，王红心就到医院探望王树
英，并抽时间去狱中见王树英的丈
夫。同时，王红心还把王树英的女
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照顾
她的生活，学业也没有耽误。

像王树英这样的“亲戚”，王红
心有很多。现任河北沧州市公安局
高新区分局政委的王红心是个“老
公安”，参加工作近30年来，她自己
也记不清到底帮过多少人。但她始
终认为：爱，是与生俱来的。

早在1990年，王红心还是一名
警校实习生时，就帮教、救助了一名留宿派出所、无家可归
的失足少年，从此便开始了志愿服务之路。参加工作后，
她一直关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孩子，先后帮教200多
名失足少年，给予他们关爱和鼓励，帮助他们找工作。

在王红心的文件柜里，放着十几本厚厚的“剪贴本”，
有探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关于生命教育的，有关
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上面承载着她对失足青少
年帮教的思索和心得。王红心还被多所学校聘为校外辅
导员。2003 年以来，她开展了 300 余次爱国、法制、安
全、励志等校园主题宣讲，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在多年从事志愿服务基础上，2010 年 9 月份，王红
心发起成立“红心志愿服务队”，把更多人聚在一起，共同
为老百姓做事。在王红心带领下，“红心志愿服务队”先
后组织开展了慰问孤残儿童、贫困母亲和公安英烈母亲
活动，开展了“关爱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捐
建“爱心书屋”活动等，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送到弱势群
体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心里。

以“奉献爱心、播种希望”为主题的“红心志愿服务
队”，目前已拥有3000多名志愿者。自成立以来，王红心
带领大家每月至少两次走访慰问贫困家庭，累计开展助
残、义诊、助学等活动300余次，行程8万多公里，捐助款
项达100余万元，服务群众20余万人。2014年，经民政
部门注册为“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后，王红心和她的志
愿者团队先后启动“守护童年”红心警务站、“红心婚姻家
庭公益维权家园”等7个专业化志愿服务平台，使志愿服
务向制度化、专业化、项目化发展，由受助人员组建的“失
独家庭互助会”等爱心组织次第花开，温暖了一座城市。

用一颗“红心”，为困境中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
在崇德向善、播撒爱心的路上，王红心荣获了全国最美志
愿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公
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全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先后荣立二等功4次，荣登“中国好人榜”。

乡镇卫生院院长亓庆良——

不 忘 初 心 做 良 医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魏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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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画出新天地
文/摄 陈地长

今年42岁的卢保华，是江西赣州市定南县鹅公镇大
风村贫困户。幼年时不幸患病，导致双腿残疾，生活离不
开轮椅。贫困和不幸曾让他一度自卑抑郁，对生活失去
信心。2018 年 11 月份，大风村扶贫工作队员张扬帆在
大风村小学开设“同心画室”，义务教学生和村民画画。
对绘画感兴趣的卢保华成为画室的第一个“大孩子”，一
边潜心绘画，一边奋力摆脱贫困，重拾生活信心。

今年6月份，鹅公镇举行“扶德扶志，感恩奋进”主题
书画义卖活动，卢保华的9幅画作被一抢而空，不仅获得
了自己绘画的第一笔收入3200多元，还收获了一批绘画
订单，这让他燃起了创业脱贫的斗志。“只要肯努力，即使
双腿残疾，我也一样能用双手画出一片新天地。”卢保华
说，目前他正在筹备开设个人画室和电商服务站，希望通
过绘画和农特产品销售，实现脱贫致富。

定南县鹅公镇大风村村民卢保华在室内绘画时引来

村民围观学习。

定南县鹅公镇大风村村民卢保华（左）与张扬帆交流

绘画心得。

图为亓庆良带领科室医生为患者做检查。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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