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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长春市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前身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新中国汽

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

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

车在此诞生。同时，捷达、奥迪、迈腾等合作

品牌也拓宽了一汽品牌的成长之路。

一些汽车品牌不仅开进千家万户，还成

为了一个城市文化符号。由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的《安庆路5号》，忠实记录一些汽车品

牌形成的背后故事。

翻开《安庆路5号》，这本书以一汽-大众

近百位开拓者的奋斗故事为坐标，以一汽-大

众非凡的业绩为蓝本编写而成，是一汽-大众

30年的发展史，也是一汽-大众人的奋斗史，

凝聚着中德双方开拓者顽强拼搏、锐意进取

的开拓精神。《安庆路5号》书中记录着一汽-

大众人奋斗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其中，就包

括一汽-大众“传奇”车型——捷达的故事。

捷达一度曾是20世纪90年代的豪华车、

高档车的代表，到后来成为皮实耐用车型的

代名词。

近日，记者随着《安庆路5号》一书的编

委会一同采访一汽-大众的元老们，挖掘捷达

背后的汽车文化故事。

起好名字

第一辆捷达A2轿车下线

翻开历史的时间轴，1991年2月6日，一

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

按经济规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基

地。众所周知，一汽-大众引入生产的第一款

车型就是捷达A2。

德国产品进入中国生产，需要起一个中

文名字。一开始“JETTA”的中文名称就直接

按音译写成了“椰塔”，也没考虑什么寓意。

后来，一汽-大众经管会几位领导在一起商量

叫个什么名字呢？时任一汽-大众人事副总

经理的黄金河就说：“我看叫捷达吧，意思是

迅捷到达的意思。”“不错，就是这个了，中德

方都喜欢。”当时探讨的几位，大家异口同声

的认可。捷达这款车和捷达这个名字从此奔

行传遍中国大地。

“公司刚成立，那时候工作特别不容易，

当时厂子里资源很匮乏，只有十几个技术干

部，三四十个工人，工人们的技术还不熟练，

手工焊装线也比较简陋。”原一汽-大众产品

管理部部长黄春杰，工号230，是一汽-大众

第一批员工，他说，因为当时国内还是比较缺

乏生产汽车零配件的能力，所以就将整车零

部件全进口到国内，只能以CKD（完全散件生

产）的方式将捷达A2车型组装生产。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91 年 11月 1

日，一汽-大众CKD临时焊装线焊接出第一辆

捷达A2轿车白车身，同年12月5日，第一辆

国产试装捷达A2车组装下线，为中国汽车工

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开启了中国

轿车领域的“捷达时代”。黄春杰还记得，当

年他们在一汽-大众焊装车间里焊完第一辆

车的时候，几个德国专家在现场就激动得大

哭起来——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大家靠着极

大的工作热情，顶着巨大压力把这么难的事

都做成了，确实令人感慨不已，大家都太兴奋

了。

激动万分

第一个捷达合格证

“我是标准的‘汽车二代’。”一汽-大众质

保部材料技术中心原部长刘柏平开口就这样

说，“上世纪50年代初，我爸爸从清华大学、

妈妈从同济大学毕业来到长春，参与建设第

一汽车制造厂。他们经常给我讲当初艰难创

业的经历。受他们的影响，我大学毕业也选

择来到一汽工作。当一汽与德国大众合作成

立一汽-大众时，我就报名应聘了，我也想体

会一下创业的荣光。”1991年8月31日，刘柏

平到一汽-大众报到，成为第一批员工，到质

保部工作。9月1日，参加一汽-大众开业庆

典，当主持人宣布每个部门的员工一起上台

合影留念时，她才发现质保部就她一个员

工。一个月后，质保部第一任德方部长上任；

5个月后中方部长上任。后来其他同事也陆

续上岗。“按时间排序，我是质保部‘第一

人’！”刘柏平十分兴奋地说。

一汽-大众成立初期的质保部，主要工作

是对下线的车辆进行终检，发放合格证。材

料专业硕士毕业的她，为了胜任工作，在一

汽-大众第一批SKD车下线之前，就每天蹲在

当时一汽轿车厂总装车间现场，恶补汽车制

造专业知识。“在一汽-大众开始SKD生产时，

我从总装第一个工位开始，一个一个工位跟

着装车，一张一张PDM图对照着学习，对整车

的结构以及装配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全

面了解，以便在车辆终检时准确辨别缺陷。

那时，每天都是白班连着一段夜班工作，下班

回家基本都是夜里了。”

“随着产量的增加，车间开始两班倒，终

检的工作量也随之陡升。当时只有4个人，

也得倒两班，我们每班工作12小时是常态。”

刘柏平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零件误装配而

中间停线，导致车辆积压，她在现场连续工作

36个小时。“那段时间，我还在业余学习德

语，孩子也小，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一个

月下来，瘦了十多斤，那时我们工作热情特别

高。”

一汽-大众成立的第一年生产了156辆

SKD捷达车。“令我倍感荣幸的是，我们自己

为捷达车设计了第一版合格证。从草案的拟

定、文字内容，到字体字号的反复修改、优化，

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这版合格证一用

就是十几年。”终于，捷达车合格下线了。“为

第一辆下线的捷达车发合格证是当时令我最

自豪的一件事。当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签

章盖在这第一个合格证上，放在第一辆捷达

车前风窗玻璃下方的那一刻，好激动啊。”刘

柏平和在场的同事们争先恐后地与这辆得到

第一个合格证的捷达车合影留念。20多年

过去了，每每想起时，那个场面仍记忆犹新。

捷达品牌

将品质继续传承

“捷达60万公里无大修”在中国汽车市

场轰动一时，原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华明耀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1994年

一汽-大众第一任市场科经理李志华，那时他

还在一汽-大众售后服务部，他到珠海出差

时，跟销售公司董事长劳建荣聊天。当时劳

建荣就说：“我有个客户叫苏耀洪，是开出租

车的，他的捷达轿车开60万公里了，还没大

修过。”随后，以此为契机，举行了“捷达60万

公里无大修”发布会，给出租车司机苏耀洪奖

励一辆新车，把他那个旧车收回来，一汽-大

众收藏了，现在去一汽-大众参观还能看见这

辆车。

捷达，从一辆车到一个品牌，捷达品牌开

启了向上之路。2019年6月20日，一代“神

车”——捷达，正式停止生产，28年间共生产

4418287辆，一辆驶下生产线的白色捷达，头

顶“No.4418287”字牌拍下最后一张照片。

同时，一汽-大众捷达品牌正式诞生。截

至目前，仅成立3周年的大众捷达品牌累计

销量已超50万辆，成为近10年来销量增长最

快的汽车新品牌之一。

不可否认，捷达从车型升级为独立品牌，

具备自立门户的先决条件。“一个产品能变成

一个品牌，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也有一些

时代背景作用。”早在2017年，一汽-大众销

售公司副总经理王林虎开始负责新品牌销售

事业部，暨捷达品牌，“这里是我的起点，我对

捷达有很深的感情。”

“捷达确实是在中国家喻户晓，本身这个

产品影响力确实做到了，具备了从一个产品

到一个品牌的一些基本条件。同时，捷达还

有独特的文化，是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地域

符号和特殊记忆。

一说到捷达的特点，皮实耐用，经济实

惠，大家都非常接受，也耳熟能详，所以它能

在中国市场上20多年，卖出400多万辆是有

必然性的。”王林虎认为，捷达的成功，根本原

因在于其不断进取的技术提升，而这，恰恰是

新品牌需要的精神内核。

最近，长春市汽车产业集群上榜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名单，并成为工业

和信息化部首批换电模式试点示范城市。在

日趋激烈的竞争中，长春对国内外汽车产业

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长春作为汽车城和新

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所在地，也会因汽车而

更加荣耀全球。

（本栏图片均摘自《安庆路5号》）

捷达捷达——

从从““传奇车型传奇车型””到文化记忆到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王秋月 王皓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由中国杂技家协会、黑

龙江省文联、吉林省文联、辽宁省文联主办，东三省

杂技家协会、齐齐哈尔马戏团协办的第六届东北三

省魔术展演举行。本次比赛旨在挖掘魔术人才，发

现魔术精品，促进技艺交流，推动东三省魔术事业的

繁荣发展。

在本次展演中，我省选送的 7个魔术节目获奖，

分别是由长春演艺集团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集体创

作的大型魔术《平安之盾》获舞台组最佳节目奖；由

丛学亮创作的《大变金钱》获近景组最佳节目奖；《花

仙子》（陈欣）《魔法空间》（杨博魁）获舞台组优秀节

目奖；《守望之心》（施海军）《魔术好棒棒》（张家瑞）

《概率论》（张舒怀）获近景组优秀节目奖；王亮获得

优秀指导教师奖。

本次获奖作品在技术和编排上有很多亮点，既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目，又有青年演员多元素的创新

节目，时代性强、完整度高，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

《平安之盾》用情景魔术展现消防救火，节奏紧凑、时代感

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守望之心》以抗击疫情为主

题，以道具平板电脑中的地图表现疫情标志，纸牌消失代

表情况好转，最后变出“国欣逢盛世”，寓意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创意新颖，引人入胜。

通过本次展演，我省魔术创演人员不仅展示了自

己的魔术才华，拓宽了自身的艺术视野，还在交流学

习中不断提升魔术技艺，为吉林魔术事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第六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举办

我省7个魔术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纪洋)日

前，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

2022 年 教 育 部 主 管 出 版

单位主题出版入选选题

名单，全国共有 52 家出版

社报送了 396 种选题。经

过推选，33 家出版社的 63

种选题入选。东北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了不

起的中国工程》丛书入选

名单。

我国在工程建造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成就。中国高速公路

网总里程世界第一；全球

吞吐量排名前十的超级

大港 ，中国包揽了七席 ；

中国高铁被誉为中国新

四大发明之一……因此，

用文字来记录这些工程

上的奇迹，对少儿读者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其

民族自豪感，具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

《了不起的中国工程》

丛书是送给少儿读者的

中国工程科普图书，内容

涵盖了中国高铁、中国公

路、中国建筑、中国桥、中

国网五大工程领域。本

套丛书通过奇妙而丰富

的介绍，活泼而富有童趣

的语言，解答少儿读者心

中对这些工程奇迹产生

的诸多疑问。同时，本套

图书涉及历史、地理、语

文、数学、生物、物理等多

学科知识，能够让少儿读

者学以致用，在阅读中将

这些知识点潜移默化地

牢记在心。

孩子的文化自信要从

小培养，孩子对国家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需

要尽早激发。本套丛书

的出版，能够让少儿读者

阅读中国故事，聆听中国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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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路5号》

1991年12月5日，一汽-大众产品工程部早期核心团队人员和第一辆捷达车合影。

捷达行驶在乡村土路上。

1996年4月8日，一汽-大众召开“捷达60万公里无大修”发布会，奖给苏耀洪一辆捷达

车。图为苏耀洪和家人在车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