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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精彩话题选载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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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常州）国际动

漫艺术周官方微博（
!""#$%%"&''&

()*%(+(,-.

）自
/

月
01

日正式开

通以来，每天都与广大漫友分享

最新鲜的艺术周资讯，一起鉴赏

最潮最萌的动漫形象，一起探讨

我们的动漫产业。上周我们推出

了微博互动首期话题：“今年的

动漫节，你最盼望见到谁？”广大

漫友的意愿精彩纷呈，有的甚至

很令人意外：

漫 友 李 文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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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见到的是"火影

忍者#里的宇智波鼬$他是位好

哥哥$为了家族忍辱负重$为了

自己的弟弟可以活下去$不惜杀

掉族人$背负叛逃的罪名% 他不

怕弟弟恨他$鼬总是想让佐助变

强%最终$佐助终是变强了$杀了

自己的哥哥$报了仇% 可是佐助

依旧空落落$最终等他知道鼬一

切都是为了他以后$他的泪水止

不住地流下来% &

施锐"

",-$./$(0$

#!!想见到

小新$想听他说'动感光波( 想看

着他牵着小白散步( 回忆初中那

会儿躲在书桌下面看 "蜡笔小

新#$他的善良$乐观$勇敢以及那

一点点的色$ 他陪伴了我三年初

中生活$ 怀念小新的)爸爸*+,,

永远的臼井仪人老师( &

老徐
1"#2345/6

!!最想与美

国暴雪娱乐高层进行交流$希望

其寻找一个更加有实力有良心

有耐心的经营公司%&

陈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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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蜡笔小新的-爸爸*已经不

在了$但-儿子*小新仍在$谨以

小新缅怀已逝的臼井仪人老

师% &

黑白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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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州的动漫周在全国还是

比较领先的$向往已久了$非常

希望到现场一睹为快$ 那种气

派.那种场面$那种氛围//如

果不是亲临是很难体会到的 %

"经济学园#天天看$非常喜欢(

常州的动漫水平居然有这么高

啊( &

以上发表精彩评论的各路

漫友都将得到由动漫艺术周组

委会提供的动漫艺术周博览会

门票
2

张，请每期被选中的漫友

在动漫艺术周期间凭借我们发

送的领票短信至现场指定地点

领取门票。

本期讨论话题为!$功夫是

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功夫

熊猫 '却是美国的 %由 &功夫熊

猫'在中国的热播%你想到了什

么( )欢迎各位漫友继续关注我

们的动漫艺术周，参与我们的微

博互动，有更多惊喜等着您！

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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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 COS，今夏本土作战
! !

据悉，为了准备这次比赛，天方自由

联盟的《圣传》、纺院动漫社的《生化危

机》等剧目都正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常

州
789

圈标杆人物小游正精心赶制壮观

程度远胜以往的《魔兽世界》铠甲……

作为本届艺术周的主体活动之一，

更作为常州本土
7)9

表演发展过程中的

首届大赛，赛事组委会特地邀请了
7:

7;<

御用主持人天狼和他的策划团队来

常，全力打造全国前三甲的国字号“动漫

网游形象表演赛”。奖项设置种类颇多，

奖值颇丰。除了现场团体、双人赛的设置

以外，大赛还开通了规模空前的网络赛

事。获奖选手除获得第八届中国（常州）

国际动漫艺术周的至高荣誉证书外，还

有机会赢取万元大奖。

大赛在即，盛事空前。想加入今夏

7)9

风暴的选手可以以双人或团体的名

义报名参加本次比赛，同时将参赛者的

姓名或社团名称、联系方式、地址、身份

证号码等详细资料填妥一并交至组委

会。 徐杨

《王者大陆》，王者风暴

! !

大型雪域神话史诗网游《王

者大陆》已圆满完成征战魔国阶

段运营，官网全新版本已于
/

月

0=

日正式上线。

作为常州本土研发的
>?

网络游戏中首屈一指的领头羊，

《王者大陆》成功地继承了
>?

所特有的唯美画面效果，并在此

基础上大胆创新，采用媲美国际

顶级视觉大片电影品质的画面，

配以浓郁的神秘藏族文化和雪

域风格，让玩家在体验游戏的同

时可以感受到视觉与心灵的强

烈冲击。藏秘祭魂、伏藏寻宝等

颇具民族特色的系统，气势恢宏

的大型部落战役，精彩绚烂的

@A@B

玩家对玩家
C

对决，全新的

网游升级方式，大大增强了游戏

的可玩性、趣味性、操作性，使得

《王者大陆》刚上市就受到了玩

家的疯狂热捧，运营期间，一组

服务器两条线路全线飘红，最高

同时在线人数突破
>111

。仅半

月有余，累计注册客户已达到

2011D

人，商城即获丰富营收。

依稀还能感受到《王者大

陆》首轮正式运营带来的余热，

《王者大陆》团队精心研发的新

资料片———埃德蒙之锤，又即将

与大家见面。除了原有中部阵营

“神岭”之外，全新西部阵营———

“洛汗”也将强势登场。全新的资

料片中除了增加
01

余幅场景地

图、数百个怪物模型外，更是将

游戏地图设计为迷你型世界地

图的模样，让玩家有一种征服世

界，踏足巅峰的欲望。

游戏研发团队常州市创意

产业基地企业金刚网络公司

7E;

———王鹏博，曾任职于北大

方正，在进入公司领导层后为开

启创业之路毅然辞职。短短几年

间，金刚网络研究的领域从图形

图像、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到了电

影片质网游引擎的开发，实现了

从线下合作到线上经营的跨越。

他始终坚持通过一切文化内容

与技术手段，满足玩家的需求，

团队的所有成员也都因此被唤

起了进入游戏行业的最初理想，

将游戏做到自己都喜欢得不舍

得丢下，才推出交给用户去玩。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致力于

追求完美与创新的金刚网络必

定会为大家创作出更多高品质

的常州本土网游。 姜盼

本届动漫艺术周主体活动之一“万人动漫狂欢夜”：

金刚网络大型网络游戏

夜幕下的时尚狂欢

! ! ! !

每当夜幕降临，浮躁的气息仿佛就会

被湮灭，留下来的只是浪漫和激情，这里便

是中华恐龙园，每每让人悸动不已，因为即

使到了深夜，浪漫也不会停息。全新的鲁布

拉巅峰水世界就像是热情的海洋，火辣的

风情让人回味无穷。华灯亮起，热闹的恐龙

馆前就像一片浪漫的舞池，人潮涌动时不

时擦出美妙的火花；而库克苏克大峡谷里

面，时不时传出的尖叫声让人心跳不已；当

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让你的舌尖来

一场环球旅行。

热情海洋!

全新鲁布拉巅峰水世界

有一种格调，叫月光旅行；有一种风

情，叫比基尼；还有一种态度，叫狂欢。本

季，中华恐龙园全新升级后的鲁布拉巅峰

水世界，特别推出系列人气项目，将清凉酷

爽发挥至极致。当你踏入水域的第一刻，燥

热感便消失殆尽，旋即而来的除了酷爽还

是酷爽！

夜幕下的鲁布拉巅峰水世界更是别有

韵味，橘黄色的路灯照着身边的椰影丛林，

远处那七彩的直滑道仿佛天空中的一道彩

虹；傍晚，人们依然贪恋水中的清凉，池中

的嬉闹声伴随着水花泼洒在鲁布拉的空

中。而身边还时不时传来疯狂的尖叫声。快

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吧！

双子极限!

$极度深渊+

H

$超级大滑板+

乘坐共用提升塔至
>1

米的高空后，你

可以选择进入超级大喇叭“极度深渊”，接

受跌宕起伏的振荡洗礼；亦可以坐上大型

的滑阀，沿着蜿蜒崎岖的轨道，在瞬间感

受滑行、旋转、垂直坠落等多重刺激。惊喜

轮番上阵，刺激时刻紧随，而你唯一能做

的只有尖叫和享受！享受与海涛搏击的快

感！另外，自动提升系统减去人们提着沉

重滑阀爬上高台的吃力，也大大加快了滑

阀的运输速度。利用这系统，极度深渊与

大滑板两个项目每小时的接待能力提高至

/21F01=1

人次，大大缩短了游客排队等候

的时间。

! ! !

水上城堡!

巨型水寨

巨型水寨色彩明快，像一座矗立在水

面的城堡。大型的戏水池加上钢结构游乐

设备共同构成了一座梦幻的水上城堡。当

战争的号角吹响时，一挺挺别致的水枪向

上，向下，向左，向右，永不停息地射击，从

来都不用考虑弹药的多少。许多人呼啸地

冲向城堡的最高处，也有许多人欢叫地从

水中滑梯上呼啸而下，冲入“护城河”中。当

城堡顶端的水斗聚集了最强的“力量”时，

滂沱的大水醍醐灌顶般呼啸而下，冲向城

堡上和下的每一个人。

冰火温差!

比基尼歌舞秀

忽然一个巨浪打来，舞台上香艳的灯

光闪耀了起来，激情四射的比基尼歌舞秀

在鲁布拉水上舞台火爆开演，热辣的比基

尼女郎，动感的音乐节拍，当然还有夜幕下

被点燃的激情，一触即发。在这里，大家忘

记了时间，忘记了温度，只有欢呼，只有热

情，只有惊艳随着波浪阵阵欢腾。

浪漫舞池!

牛仔女郎星光大巡游

提起中华恐龙园的夜狂欢，怎能少了

让人热血沸腾的星光大巡游呢？白天满怀

热情挑战完恐龙王国的艰巨任务，当夜晚

来临，就与牛仔一起庆祝狂欢吧。每天晚上

这里都会有身姿曼妙的牛仔女郎舞蹈表

演，热辣的舞姿，女郎的热情，让你在享受

清凉与欢乐的同时，充分感受奔放热烈的

西部牛仔风情，一切仿佛置身异域，“舞”与

伦比，美妙万分。

每晚
21$GH

开始，恐龙馆周围都会有香

艳、惹火的牛仔女郎星光大巡游。随着富有

节奏感的音乐声，身着闪闪发光的牛仔服

饰的女郎们组成的巡游队伍出现在一阵游

客的欢呼声中，一个美女身着牛仔热裤或

许会让你觉得稀松平常，但若是一群身材

惹火的牛仔美女领军的游行呢？是不是闻

所未闻。今夏，中华恐龙园的牛仔女郎星光

大巡游将挑战你的视觉极限：伴随着曼妙

的音乐，美女们身着热辣的牛仔比基尼、破

洞仔裤、牛仔裙舞动在恐龙馆前的广场上。

香艳惹火的比基尼女郎，性感神秘的牛仔

辣妹，她们的舞姿，定将撩拨你的心弦。全

新打造的牛仔花车光影璀璨，把整个恐龙

园的夜空都映得五彩斑斓，漫天星光。摇曳

舞姿，赶快跟着动感的音乐扭动起来，一起

狂欢吧！

心跳天堂!

库克苏克大峡谷

不要拒绝冒险，因为快乐会随之而来。

中华恐龙园库克苏克大峡谷是冒险家的乐

园，在这里你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大胆尝

试顶尖刺激项目，换来久违的笑容。想了解

暴风眼、水火动力、通天塔、翼龙穿梭等顶

级刺激项目，不妨亲自体验，摇身一变成为

真正的勇士，夜游库克苏克大峡谷。听说有

“恐龙”出没哦，敢来挑战吗？

夜幕下的“跳楼机”通天塔似乎比平日

看起来更高更深一点，
=1

米高空直接坠落，

体验瞬间极限；星光熠熠的水火动力，
>D1

度天旋地转，感受灵魂出窍般的临界体验。

而“翼龙穿梭”，超大型
>?

情景式过山车，

让你体会非一般的极限快感。除此以外，假

如你是暗夜浪漫的狂热粉丝，不如来到“翼

龙穿梭”和心爱的
I-

一起坐上座椅，在光

怪陆离的天幕下体验非同一般的浪漫之

旅，让彼此找到久违的心动之感。抑或戴上

特制的眼镜，坐上特效的座椅，在四维特效

影院中体验《地心历险记》：狂暴的霸王龙、

不断下沉的熔浆，让你恍若回到那喧嚣的

侏罗纪时代。怎么，仍觉得不给力吗？那就

去“跳楼机”通天塔，在
=1

米的夜空感受突

升急坠的双重刺激吧，在尖叫声中放飞心

情，过滤所有的烦恼。

美食聚集!

舌尖的环球旅行

来到下沉广场的西部美食小镇，喷香

扑鼻而来。作为去挑战恐龙王国艰巨考验

的前沿补给站，美食小镇为准备上阵的勇

士提供了丰盛的美食。在烤箱中滚动着的

美国西部的特色食物烤香肠，金黄酥脆的

甜饼圈，来自日本的铁板章鱼烧，正宗劲道

的意大利通心粉，还有澳大利亚鲜嫩多汁

的烤鸡翅……美味不可挡，无论已经接受

过历险洗礼的勇士，还是整装待发准备开

展库克苏克征服之旅的新进挑战者，都能

在此畅快地享受美食带来的欢乐。鲁布拉

门口的“常州味道”，旨在为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传递常州味道，物美价廉、经济实

惠：大麻糕、甜酒酿、臭豆腐等传统非遗小

吃将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

今年的馆前广场下沉舞台还被打造成

一片融特技表演、美食与啤酒大赛为一体

的综合性娱乐广场。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

欣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正宗牛仔特技表

演，是不是更过瘾呢？在整个狂欢节期间，

每天晚上这里都将会上演激情澎湃的西部

风情表演，西部经典角斗场面，飞镖，火球

的娴熟表演将把狂欢的气氛推向高潮；同

时还有热辣火爆的互动演出，让人们
J+KJ

翻夜晚。此时，你也可以来到场边，享受用

木桶盛装的醇正啤酒，尽情挥洒自己的汗

水，举杯与亲朋好友，与牛仔伙伴们一起疯

狂一把。 陈青成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播客

动漫

! ! ! ! !""#

年$ 常州的
$%&'(

破土而

出$有了一批高校社团$有了
$%&

的

萌芽%

!"")

年$常州有了第一届
$%&!

*+,-

邀请赛$ 当时小游和七匠所在

的!骨公馆&荣膺冠军%

!"".

年$!骨公馆& 在上海.杭

州刮起动漫旋风$收获诸多荣誉%同

时$其他一批社团也开始走出常州$

扬名埠外%

!""/

年$七匠带领的
001

联盟

在杭州获得了最佳舞台效果奖的至

高荣誉%

!""2

年$

$%&

随着漫展一起出

现在了恐龙园%

!""3

年$常州地区出现了各类

专门主题的
$%&

活动%

!"4"

年$

!2

楼动漫社成为
/

年

来最华丽的演出团$ 一些新兴大学

$%&

社团力量重新崛起%

!"55

年$!金恐龙&杯原创动漫

网络游戏形象表演赛的集结号角已

经正式吹响$不但常州本地的
!2

楼

动漫社 .天方
$%&

社 .祀夜
$%&

等

都将悉数到场$ 国内众多顶尖团队

也都将前来报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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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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