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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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第一届中国（常州）

国际动漫艺术周在常州开幕。今年
%

月

!#

日，我们又将迎来第八届国际动漫艺

术周。近
%

年来，常州动漫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
&

年前，

常州甚至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原

创动漫企业，
&

年后，提及常州动漫，我

们已经可以如数家珍：跻身全国首批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建有国内唯一拥

有主题公园的创意产业园区；配备全国

唯一的国家级二维无纸动画公共技术

平台；设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韩游

戏人才培训基地”；获批中国文化创意

产业领域首个服务标准化试点；由文化

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认定的首批
'""

家动漫企业中，江苏省
()

家全部由常

州收入囊中……

上世纪
%"

年代
*

常州曾是全国知

名的“工业明星城市”
*

但资源瓶颈决定

了常州不能继续走资源消耗型、劳动密

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之路。市委书记范燕

青指出：大力发展以动漫产业为代表的

文化创意产业
*

使常州从“工业明星”变

身为创意“梦工厂”
*

是常州实现经济转

型的有效路径。

然而，与国内动漫产业发展较早的上

海、北京、长沙、广州等城市相比，起步并

未占先的常州动漫业，缘何在短短的
&

年

时间里从零起步，一步步跃升为业界的领

跑者？细数家珍，现象背后有答案。

培育精品!

原创动漫"火#起来

前段时间，全国的许多小朋友每晚

都要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播出的《经济学园》，这部国内

首部经济启蒙类原创动画片，已是常州

走上央视荧屏的第
(+

部原创动画片。

不片面追求分钟数，把原创精品培

育为产业发展的立身之本。正如此，常州

的原创动漫才呈现燎原之势。近几年来，

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已在国家广电总局立

项的原创动画题材有
(,%

部，完成了
#&

部动画片、
+

部动画电影。《小卓玛》、《恐

龙宝贝》、《晶码战士》、《浩昊文字国历险

记》等
#,

部作品先后荣膺“全国动画精

品”一等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

视“星光奖”、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

奖”以及“美猴奖”、“金龙奖”、“金翎奖”、

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外国电影

最佳教育片奖”、戛纳电视节“创意
,+"

教育类大奖”等
$"

余项知名奖项。网络

动漫《炮炮兵》、电视动画《太空足球》和

手机动漫《佩佩小猪》被认定为“国家重

点动漫产品”。

接轨国际!

海外市场"热$起来

不局限于国内市场，常州积极帮助

企业拓展国际渠道，海外市场也不断“大

热”。法国戛纳电视节、韩国春川动漫节、

日本东京动漫节、香港国际影视展……

到处可以看到常州动漫的品牌输出、展

示———
!!

部拥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动漫、

游戏作品，先后打入欧美、中东、东南亚

市场。在“
!""$-!.'.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中，常州有
)

家企业、
)

个项

目上榜，领跑全国动漫业。以常州运河水

乡文化和古建筑为背景的动画片《果然

一町》，尚未制作完成就与意大利、西班

牙、新西兰、马来西亚等
!.

多个国家签

订了预售合同；三维动画片《小虫三宝》

目前已在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多国

热播，海外播映权收益超过
!..

万美元；

江苏久通动漫产业有限公司凭借手机动

漫和手机游戏项目《佩佩小猪》的内容创

作，成为日本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
/00

123242

公司的合作伙伴，项目出口额

达
(%"

多万美元。

突出交易!

动漫艺术周%俏$起来

!""#

年始创、一年一度的中国（常

州）国际动漫艺术周，从
!""&

年开始，连

续三年举办产品产权交易活动，以动漫

产品产权交易为核心，突出动漫全产业

链，寻找并不断探索一条让动漫企业活

下去、“俏”起来之路。这一举措，让中国

（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日益迈向国际

化、专业化、产业化，成为全国动漫游戏

产品的展示、交易、推广、生产中心。仅

!"("

年，就吸引了海内外
)""

多家企

业、机构前来参展、交易，有
%+

个项目合

作签约，总成交额达
!+5%

亿元。由国家

文化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

八届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将于今

年
%

月
!#

日
-,.

日在常州举行，目前艺

术周已经吸引了
,..

多家企业参加国际

动漫博览会、国际交易会和移动动漫游

戏产业高峰论坛、动漫游戏投融资论坛、

,1

技术与产业化论坛等各项业界活动。

搭建平台!

创业成本"降$下来

创业的成本，往往成为制约创意型

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常州，依托国

家文化部、科技部、江苏省各级政府部门

的扶持，花巨资搭建的动漫技术公共服

务平台，让种种“先天”条件降下来。

香港电影界颇负盛名的特效专家丁

远大，如今的身份是常州春晖动画有限

公司总裁。促使丁远大来常州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常州人独具匠心的服务。针对

企业起步阶段资金不足、添置设备难的

问题，在国家文化部、科技部和江苏省政

府的扶持下，常州在动漫游戏企业集聚

的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内投资组建了动漫

技术公共服务平台，购置了一流的制作

设备，如二维、三维成套制作系统、动态

捕捉系统和渲染系统、二维无纸动画技

术公共服务平台等。在常州，类似的公共

服务平台有十多个。

“采用公共服务平台做动画渲染，不

仅费用比市场价要低
,.6

以上，而且大

大节省了时间，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丁

远大告诉记者，正是政府的支持，春晖才

能精心打造
)!

集高清三维动画片《小虫

三宝》，并远销欧亚数十个国家。

专注服务!

常州模式"立$起来

服务，是常州动漫走差别化竞争之

路的关键。为了推动服务的升级，
!..%

年底
*

常州与全国创意产业起步最早的

上海徐汇软件基地合作，引进其服务团

队，为常州创意基地企业提供“妈妈式服

务”
*

形成了从创意研发到制作生产、从

衍生开发到市场打造、从融资到销售的

一条龙服务体系。

除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外，从
!..)

年至今，常州创意产业基地陆续搭建了

主题公园衍生产品销售平台、
3/708

国

际服务外包平台、国内外会展服务为中

心的市场推广平台；以
&

家基金公司为

主体、规模达
!+

亿元的园区投融资平

台；以中韩游戏人才培训基地为中心的

人才服务平台；以“知识产权巡回法庭”

为核心的版权保护平台；此外，基地还与

中科院自动化所联合搭建了“
,1

数字技

术公共服务平台”。

!..$

年
+

月，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

动漫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被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列为全国试点，这也是我

国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首个服务标准化

试点。

嫁接产业链!

创意经济"活$起来

抓住国产动漫产业靠衍生产品盈利

的规律，常州注重挖掘动漫产业与出版、

玩具等传统产业的链接，通过下游市场

反哺上游生产。常州银河动漫公司原创

的
',.

集科幻动画片《晶码战士》，在制

片的前期就启动了图书音像及玩具的开

发，该片在央视播出的同时，配套的图书

玩具同步上市；常州恒鑫包装彩印注资

,...

万元，与春晖动画共同打造《果然

一町》项目，是常州民营资本与动漫产业

成功嫁接的典型案例。

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常州发展动

漫产业还有一个独特的资源———中华

恐龙园。紧紧抓住恐龙主题公园这一特

色，围绕“形象———内容———媒体———

体验———衍生”这条动漫旅游产业链，

常州走出了“动漫
9

旅游”的特色化发展

之路。恐龙园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原创的

主题动画片《恐龙宝贝之龙神勇士》，

!..$

年至
!.(.

年三度央视热播，并在

全国上百家省级、市级电视台轮番播

出，由此围绕其开发的衍生产品达
!..

多种。很多外地游客慕名来到恐龙宝贝

的家园，与心中的卡通明星一起穿越侏

罗纪，体验恐龙文化的乐趣。依托中科

院和常州创意产业基地的资源，中华恐

龙园目前还在实施“恐龙复活计划”。旅

游嫁接动漫元素，丰富了主题公园的文

化内涵，打破了旅游景区单一依靠门票

收入的盈利模式，动漫企业通过嫁接旅

游元素，增强了其线下的互动体验和衍

生运作，拉长了动漫形象的生命周期。

依靠恐龙创意产业联盟，“炮炮兵”等本

土原创动漫品牌的衍生产品免费进入

主题公园销售。

今年年初刚刚组建成立的“恐龙创

意产业联盟”，还将在今年动漫艺术周期

间跨出实质性的一步，龙城旅游控股集

团将与常州创意产业基地的动漫企业代

表春晖动画，网络游戏企业代表金刚网

络，传媒企业代表化龙文化传媒进行项

目合作签约。不久的将来，一个辐射动画

片、漫画、电影、游戏、舞台剧、图书音像、

服装玩具、主题演艺、主题环艺、主题游

乐等各种文化产品的立体的恐龙经济模

式，将让恐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角落，“世界恐龙文化体验基地”的版

图正跃然呈现。 万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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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蛋奇遇》

! ! ! !

由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出品的《恐龙蛋奇遇》，是此次

“金恐龙”国际原创动漫作品大奖赛的

优秀参赛影片。

该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神秘原始

的恐龙时代。偷蛋龙因为经常偷吃同

伴的蛋，成为恐龙谷里公认的大坏蛋。

这天，偷蛋龙趁包头龙睡觉之际，叼住

一只恐龙蛋转身就逃，惊醒的包头龙

在后面拼命地追赶。突然，偷蛋龙踩陷

了一个窟窿，滚下了一个有着许多恐

龙残骸的洞穴，这些残骸守护着一只

闪闪发光的恐龙蛋。偷蛋龙兴奋极了，

迫不及待地想品尝这只奇特的恐龙

蛋。奇怪的一幕出现了，那些恐龙残骸

自动架构成了一头霸王龙，紧紧追着

偷蛋龙不放。偷蛋龙低估了恐龙蛋的

魔力，终于摔下悬崖成了食肉恐龙的

美食。神奇的恐龙蛋回归原位。《恐龙

蛋奇遇》描写恐龙在生活上的一些小

片段，体现的是生命的延续和伟大；那

些恐龙蛋便是承载着流逝岁月的车

轮，虽经磨难但终究顽强，孕育着生

命，生生不息。

在影片的制作上，为了摆脱影片

中恐龙形象带给大家的单一直观印

象，让故事中的恐龙形象更加饱满、更

富生命气息，影片创作者在角色设计

时，努力地将聪明机智、坚持不懈等性

格元素融入到角色中去，并查阅了大

量关于记载恐龙的书籍，参照了大量

图片以及恐龙骨架化石，反复勾勒出

适合动画片的恐龙形象。为了模拟真

实、还原真相，制作者们还努力寻找突

破口，利用
,1

技术在计算机中不断

完善绑定、材质和灯光渲染，力求角色

的完美以及真实场景的再现，也因此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技术知识和经验。

虽然短短只有
'!

分钟，但影片融

合了制作组的奇思妙想和先进的动画

制作技术，在亮相伊始就赢得了一致

好评。在体验简单却生动有趣的故事

情节时，我们仿佛还能穿越到那个远

古时代，跟随片中一个个鲜活的恐龙

形象共同穿越一场奇幻玄妙、惊险刺

激的恐龙谷历险。 王超

穿越时空，“龙”行天下

———常州动漫产业巡礼

《小恐龙大战外星人》
六千五百万年前，在亚洲南部草

原上某处，有一个恐龙谷。山谷中有一

片长条状的湖。湖的一边住着食草恐

龙，另一边住着食肉恐龙。霸王龙们经

常从唯一连通双方的山路过来抓捕食

草恐龙。为保护食草龙，遁甲龙，剑龙，

三角龙，组建起一个铁甲军团，对抗霸

王龙。当双方爆发冲突，战斗如火如荼

之时，云层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外

星飞碟。飞碟中飞出很多小战斗机，外

星人抓走了几十只恐龙。意识到必须

团结在一起了，食草恐龙与食肉恐龙

双方终于结束了战斗。双方根据小舞

的计划，组建了一支联合救援特别行

动队，摧毁了外星人的母舰，最终恐龙

们彻底战胜了外星人。食草恐龙和食

肉恐龙也终于明白了团结起来是可以

打败看似不可战胜的外星人。

是的，团结的力量是无限的。他们

和解了。不再互相争斗，而是和平共处。

恐龙谷从此一片祥和。这是由苏州舞之

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为
%

至
'+

岁左

右的男孩量身制作的一部恐龙题材的

动画———《小恐龙大战外星人》。

片中有小恐龙之间的朦胧爱情、

不羁的孩子与家族长老的矛盾、军营

内的搞笑小故事、还有家族之间的互

相倾轧、地球生命和地外生命的相互

利用、外星人的高端武器和飞行器。相

信这些元素一定会让孩子们着迷并兴

奋，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团结和正义的

力量。可以说，这是一部适合少年儿童

观看的颇具教育意义的优秀动画大

片。 王超

! !

恐龙"一个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远古时代的神秘物种"却因为其威猛的

形象和神秘的色彩而成为让孩子们热血沸腾的经典形象#近年来"越来越丰富

的以恐龙为素材的动漫和网游形象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 走进多彩的恐龙世

界"我们才知道"原来恐龙可以活泼可爱得让我们爱不释手$原来恐龙也和我

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原来恐龙的世界也是很&有爱'的#

常州作为有着特色&龙'文化的城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和动漫产业繁荣发

展的今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原创恐龙形象和动漫系列作品# 为此"本届

艺术周的主体活动&金恐龙'国际原创动漫作品大奖赛特开辟了&恐龙题材'部

分#在征集到的作品中"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恐龙蛋奇遇)

和苏州舞之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的(小恐龙大战外星人)以其新颖的角度%

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优良的现代化的动画制作技术吸引了大家的眼光#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走进恐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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