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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恐龙横空出世
众Coser齐聚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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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从
())*

年第一届国际动漫艺术

周
+,-

走秀落地常州，到
+./0'12

这个新

兴事物在本土茁壮成长，如今已走过八个

年头。作为此领域常州首届全国性赛事，

“金恐龙”杯原创动漫网络游戏形象表演赛

吸引了龙城各大高校社团踊跃前来。众选

手积极响应组委会和本地
+,-

元老们的号

召，不约而同地组织起了自己的
+,-

团队，

编撰剧目，摩拳擦掌，积极应战。

夏日的一天，笔者在常州著名
+./34

夜

一的引导下，来到了一家茶楼，观摩常州各大

动漫社成员在此地的聚会，听他们坐而论道。

一桌人里，有位外形俊朗、成熟稳重的

男子，众人管他叫“树”，是一家名曰天方自

由联盟的民间
+,-

社的负责人。他向笔者

介绍说，他们的社团成立已有三年，成员分

布常州及周边各地。社团
+,-

风格偏华丽

和传统，从韩露老师的《长安幻夜》到华丽

至极的《圣魔之血》，再到
+'1"0

的《圣传》，

都是他们
+,-

的代表作。对于今年的金恐

龙赛事，树表示，他希望展现在观众面前的

是《圣传》这一舞台剧最完美的一面。

桌角一边有位个子高高的男生，叫朱

立波，人称“龙”，因他曾经扮演过十二生肖

传说里“龙”这一角色。龙是常州纺院动漫

社的社长，也是造型化妆专业的艺术生，看

似沉默寡言的他告诉笔者，他们社团此番

打算上演的舞台剧节目是《生化危机》，各

种诡异的造型和打斗戏都准备良久，他们

也希望努力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准。相信，

《生化危机》里的枪战动作和丧尸们的化妆

技巧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倚龙而坐，是一名五官清秀貌若女生

的男孩子，叫包子———河海大学动漫社负

责人。包子说，河海大学没有艺术和动漫类

的专业，
+,-

爱好者也不多，但今年学校社

团主打的节目却是现下很火爆的音乐游

戏———《初音未来》。包子透露，未出席这次

聚会的常技师动漫社也将在本次大赛中表

演《秘密警察》系列的歌舞
+,-

节目。

万莉为本次聚会中唯一一位巾帼，身

份是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动漫社社长，她所

率队伍也是本次参加比赛平均年龄最小、

唯一以高中生为主的社团。尚读高三的万

莉，对
+,-

，特别是对中国原创的古装
+,-

有着极端的热情。她这次将带领一群同学

演出一台古装剧目。

听夜一说，目前河海、刘国钧、纺院、技

师院等院校动漫社经常互通往来，在过去

一年里，已经有了很多次邀请演出和学校

文艺晚会。高校的力量将成为未来
+,-

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着这么一群年轻人纵论动漫
+,-

，

感情那么专注，让人不禁期待着八月份艺

术周期间即将举办的这场全国大赛上我们

常州新生代力量的表现。

作者沉思中，突然茶馆那头走过来俩

男生，一胖黑一白瘦。欲知这二人是谁，且

听下回分解。 游少华 徐杨

“金恐龙”杯 COS大赛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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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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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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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部自选题材作品将角逐五大类奖项

! ! ! ! 5

月
6)

日至
5

月
67

日，“金恐

龙”国际原创动漫作品大奖赛初

评评委齐聚大连鲁迅美术学院

金石滩校区，对征集到的自选题

材部分的参赛作品进行初评。在

国内外专家评委的严格把关下，

67)

部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

终评，并将参与五大类奖项的最

终角逐。

本着国际性、专业性和权威

性的特色，中国（常州）国际动漫

艺术周一贯按照国际顶级动漫

节的规范组织、实施常州艺术周

的各项活动。大赛在邀请评委专

家方面更是有口皆碑，除了终审

评委是国内外动漫界顶级专家

外，初选评委也非“等闲之辈”，

个个都是国内外动漫界的大腕。

66

位初审评委中，中方评委
8

人（包括台湾地区），国际评委
9

人，分别来自法国、荷兰、瑞士、

英国和斯洛文尼亚，此外，大赛

还特邀曲建方先生出任艺术顾

问。专业的团队保证了参赛作品

优中选精，使进入到决赛的都是

国内外顶级的作品，代表当下国

际动画创作在技术和艺术方面

的最高水平。

此次征集到的
8))

多部自

选题材的作品在经过北京初步

筛选后，有
())

多部亮相大连。

初评评委在仔细研究参赛作品

后，纷纷感慨原创动漫作品潜力

无限、各有千秋，原创动漫后起

之秀不容小觑。在紧张的初评之

后，最终产生了优秀入围作品。

它们中，既有中国的《魁拔》、《追

逐》、《城市导论》、《走西口》……

也有国外参赛作品《天空的歌》、

《光》、《甜品师》、《功夫鸡》等，这

也体现了艺术周的国际性和大

赛的知名度。终评将于
:

月
((

日至
:

月
(7

日举行，各奖项最

终花落谁家，答案将在
:

月
(*

日晚于恐龙城大剧场举办的颁

奖晚会上揭晓。

大赛的另一亮点在于单独

开辟的恐龙题材部分的比赛，此

部分作品征集将于
:

月
68

日结

束。原创动漫作者可以将已经完

成的恐龙题材动画片报名参赛，

也可以报送尚在设计和策划中

的方案。获奖者除了可以得到剧

本小说、动画片、漫画、衍生产

品、形象设计等相应奖项的奖金

之外，还能得到与常州中华恐龙

园进行主题形象开发、版权合

作、投资制作等方面深入合作的

机会。草根原创动漫作者们可要

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这

就是你们动漫事业的转折点哦！

王超

“金恐龙”国际原创动漫
作品大奖赛初评结束

!魁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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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精彩话题
选载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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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漫艺术周微博互动

话题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漫友

的热切关注。上周我们推出了微

博互动第二期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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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热映，你想到了什么？”

对此，漫友们各抒己见，不少看

法还很专业噢！

漫友盛夏的冬天

%

@AB%)CD8;333888

&

E

%动漫电影&落脚点是电影'

动漫只是一种表现方式& 或者

说&只是提供演员而已&戏怎么

演&关键看编剧' 美国人花重金

养编剧&而中国的动漫是没有一

个正规编剧参与的'编剧是一部

电影&更是一部动漫电影的灵魂

所在' 功夫(熊猫(电影&是谁将

他们一气呵成地结合在一起)好

莱坞的顶级编剧* +

漫友未来之星

%

@FG?=73

&

E

%!功夫熊猫"很可爱(很搞

笑&是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 这

源于外国人对中国熊猫和功夫

的喜爱&也正是我们对它们的喜

爱才创出了这部电影奇迹般的

票房'国内动画制作人应该好好

学习这部电影优秀的形象设计(

角色定位和情节设定&制作出我

们自己精良的国产动画' +

漫友馨忆

%

@HICJKC8;33

&

E

%!功夫熊猫"我只看过第二

部'不过很搞笑&场面做得很炫'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很多古典的

东西都由外国改编然后却更加

受到国人欢迎&!花木兰"就是很

好的例子&!功夫熊猫"也是' 不

是我们中国做不出&我觉得我小

时候看的!西游记"动画版就很

好' 不过& 能不能不要幼龄化)

!喜羊羊"是我们的骄傲&可是也

不用天天在电视放' +

漫友冰之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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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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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漫发展还是比较传

统的&在动漫教育系统发展方面

还不完善&国家说是扶持动漫产

业的发展&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没

有&美国懂得与世界的民族文化

结合&这是一个优点&为什么中

国不与他们合作&利用他们的技

术&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一味地

模仿&只会使中国的动漫发展停

滞不前&中西合作才是中国发展

的途径之一' +

漫友艾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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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美国

动漫对汉文化精神的把握还是

表面化和粗糙化了点&似乎还含

着对物崇拜的那种呆'中国动画

要玩玄妙我想定然是远在它之

上的&一直没看见国内杰出的尝

试' 只能在对,在技术尚低时候

的国画动画作品- 和宫崎骏(久

石让的老作品缅怀再缅怀&对日

本耽美画风敬而远之中&

!!

再

!!

了..+

以上发表精彩评论的各位

漫友将会得到由动漫艺术周组

委会提供的动漫艺术周博览会

门票
(

张，请每期被选中的漫友

在动漫艺术周期间凭我们发送

的领票短信到动漫艺术周现场

指定地点领取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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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除了各

种经典的动漫形象，同时还有很

多经典台词，如《喜羊羊与灰太

狼》中灰太狼招牌式的“我一定

会回来的”，幽默间透着一股不

服输的韧劲。所以本期我们微博

互动的话题就是：“令你记忆深

刻的动漫台词是哪一句，为什么

呢？”
! ! ! !

郑振

———开启经济启蒙的新视野

第一回

《经济学园》

! !

经济学在常人看来是一

门深奥而又枯燥的学问，一

般大人们都很难搞懂，更不

用说让小朋友去理解。但是，

有这样一部动画片把看似枯

燥的经济学知识，通过轻松、

有趣的动画故事表达出来，

让小朋友们在快乐地享受动

画片之余，又能学到一些简

单的经济启蒙知识———这就

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由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原创的我国首部

经济启蒙类动画片《经济学

园》。

该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

事：在一虚拟的城市中，一个

奸商团伙企图采用不法手

段，对城市的经济进行控制。

城市中
;<=

经济学校的优

秀学员们利用他们所学的经

济知识，化解了不法商人的

恶行，帮助城市恢复了良好

的经济秩序。

该片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便于观众理解和掌握，而

这些知识在经济时代能够武

装孩子们的智慧，培养更多

兼具“冷静的头脑”和“热情

的心灵”的人才。同时，该动

画片还用很多的笔墨表现了

孩子们的友爱、正义和热爱

世界的心灵，主题积极向上，

选材新奇独特，是一部非常

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观看的

动画片，已被国家广电总局

推荐为“
()66

年第一批优秀

国产动画片”。

出品方江苏卡龙动画影

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8

年
*

月
#

由常州广播

电视台等投资，是常州市创

意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也

是首批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授予“国家动画产业基

地”称号的动画企业之一、国

家首批认证的“重点动漫企

业”之一。目前，该公司总计

(8))

多分钟的多部大型的

原创动画项目《面具》、《云彩

面包》和《朋朋的世界》等已

将近全面完成，并均已将版

权成功输出海外。

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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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互动官方微博网址

>??0@AA?$BB$C."ACDCE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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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介绍

韩夏天

“经济之星”的领袖。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少根筋的样子，但

是对待朋友真诚无私，遇到困难总能迎难而上，运用经济知识化解

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经济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

李润一

“经济之星”成员。山城市大企业蒙特集团老板的千金，美丽智

慧、勇敢善良，充满自信与活力，做事总有股不服输的劲。

南路易

“经济之星”成员。父亲的公司破产后，为让妈妈重新过上幸福

的生活而进入
;<=

学习经济。温和善良、有点自卑的他，为了维护

山城市的和平也变得坚强起来。

'功夫鸡$#法国
"

比利时$

'追逐$#中国$

'城市导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