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 金色九月，秋风送爽。9月 2日吉林动画学院，
高朋满座、嘉宾云集。第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开幕式暨
2011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在吉林动画学院新落成的文化艺
术中心隆重举行。

本届论坛由中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吉林省人民政
府、长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春市委宣传部、吉
林动画学院承办。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覃志刚，艺术家代表、世界动画协
会会长尼尔森·申分别致辞。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荀凤栖代表省
委、省政府致欢迎辞。 （下转T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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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长春在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
省长王儒林等省市领导陪同下，到我院
视察工作。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等
院领导热情地欢迎李长春领导一行的
到来，并陪同视察了学院整体工作。

首先，李长春等领导一行饶有兴
致地观看了吉林动画学院和吉林禹硕
公司最新制作的 4D环幕特种电影《青
蛙运动会》样片，郑立国董事长、院长
向李长春等领导介绍了该片的故事内
容、创作风格、制作技术以及市场前景
预测。接着，李长春等领导一行又参观
了学院综合展厅，了解学院的十年发
展历程。李长春十分关心学院的办学
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概览了动
漫、游戏、设计、传媒、广告五个分院的
发展态势。

驻足于吉林禹硕动漫游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展区时，李长春等领导观
看吉林动画学院和禹硕公司共同研发
的两款网络游戏《乾坤在线》、《山海奇
缘》以及动漫游戏综合门户网站“漫域
网”。当李长春来到次时代游戏展区
时，听完工作人员对自行车 3D漫游系
统项目的讲解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工作人员模拟演示后，他指出：这个
项目既增加了趣味性，又可以锻炼身
体。李长春等领导还听取了我院的国
际交流和师生作品的获奖情况。在此
期间，郑立国董事长、院长对学院课程
设置、教学质量等工作进行了相关的
汇报。

当李长春等领导一行来到学院动
画游戏工作室，雷鸣般的掌声与同学们
发自内心的一句“首长好”响彻全场。李
长春等领导观看了二维动画、三维动
画、网络游戏、电视游戏、手机游戏、新

媒体创作、定格动画工作室。每到一个
工作室，李长春都亲切地与在场的学生
握手，并不时地与学生交流着动漫游戏
技术领域相关问题，鼓励学生做出原创
动画片，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来到十五楼三维创作工作区，李
长春等领导深入到三维工作的每一个
生产部门，仔细了解生产研发的情况，
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师生原创特种电
影《青蛙运动会》、《乡亲》、《生命之种》
等影片。

视察结束时，李长春领导一行听
取了郑立国董事长、院长对学院学、
研、产一体化，开放式办学以及师资队
伍建设情况的汇报，对吉林动画学院
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学
院未来发展提出真挚的希望。他鼓励
吉林动画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水平、
理论和实践结合能力、产业化发展能
力上，都能够成为全国最高水平的动
漫基地，并成为最大最强、世界一流的
动画学院。

最后，李长春领导一行高兴地为
学院签名并与学院领导、师生合影留
念。 吉林动画学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省长王儒林的陪同下，来我院视察。李长春同志在听取了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郑
立国的工作汇报后，鼓励吉林动画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水平、理论和实践结合能力、产业化发展能力上，都能够成为全国最高水平的动漫基地，
并成为最大最强、世界一流的动画学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来我院视察

版面统筹：刘卓玉 编辑：常海军 版式：阿一 孔翠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
领导听取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
院长郑立国的工作汇报
②③李长春等领导参观学院院史
展览馆及客座教授手模展览区
④李长春高兴地为学院签名
⑤李长春等领导同志认真地观看
吉林禹硕动漫游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三维工作人员现场创作

图片说明

①开幕式上，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覃志刚,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荀凤
栖,吉林省人大副主任车秀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凤霞等
领导同志共同开启本届艺术周暨 2011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
游戏论坛的启动仪式球
②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等相关领导参加吉林动画学
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开幕仪式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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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第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暨2011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开幕式在我院举行

多元多彩 弘扬民族文化精粹 共建共享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2011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圆满精彩
>>>详见T02版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
物馆开馆 >>>详见T03版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孔颂龙来我院
参观“动漫大展” >>>详见T04版

汗水浇绿地溢彩迎嘉宾 >>>详见T08版

来自我院“论坛”、“动漫大展”、“博物馆开馆”
活动的一线报告 >>>详见T09、T10、T11版



”
在论坛闭幕式的欢送晚宴上，吉

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发表
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吉林动画学
院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学、研、产一体
化的发展定位，注重两个产品的输

出。第一，为社会输送创意产业所需
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具有国际视野的
专业化人才；第二，创作出更多令大
众喜欢的文化艺术产品。目前，吉林
动画学院正以开放式国际化，学、研、

产一体化和高科技化的文化战略发
展定位向前推进。吉林动画学院作为
教育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将一如
既往的为各位专家提供优质服务，搭
建高标准的交流合作平台。”

“ 本届论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
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吉林省委宣传部、吉
林动画学院承办。

从 2002 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中
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在国际行业协
会、教育机构、产业公司专家、学者的热情参
与下，已成为较具学术价值、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

本次论坛历时三日，共邀请到 20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国际动画、漫画、游戏、设
计、传媒、广告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以及
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朝鲜的总领事、领事
参会。

本次论坛期间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动漫
游戏教育和产业发展议题进行交流探讨、专
题报告、学术讲座共计百余场次。这其中包

括世界动画学会会长尼尔森·申的《电影制作
中的想象与现实》、世界动画协会秘书长维斯
娜·多夫尼可维奇的《动漫作为艺术形式与全
球产业的关系》、中国台湾漫画家萧言中的
《用创意成就的漫画人生路》、韩国漫画家金
童话的《与漫画出版同步发展的新媒体时代
的漫画创作及世界化战略》、美国迪斯尼动画
电影制作公司高级画家范新林的《迪斯尼动
画电影制作公司的文化氛围》、日本漫画学院
院长木村忠夫的《前途闪耀的中国漫画》、美
国人类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嘉伯·卡达斯的
《视频游戏研发与外包》、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传播系教授兼理学院长马成龙的《从传媒生
态变化谈传播观念演变》、中国台湾淡江大学
大众传播系专任教授兼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
团董事长赵雅丽女士的《打造故事产业的基
础工程：意义科学的分析架构》等。

名家荟萃论剑动漫招数 专家云集弘扬原创精神
2011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圆满精彩

本报讯（记者 刘卓
玉 常海军 雷明 孔翠）
来自世界 20 个国家和地
区近百位动漫、游戏、设
计、传媒、广告界的专家
学者相约吉林动画学院。
2011 年 9 月 2日上午，第
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
化艺术周暨 2011 中国吉
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开
幕式在吉林动画学院新
落成的文化艺术中心隆
重举行。为期三天的论坛
于 2011 年 9 月 4 日 19
时，在风光迤逦的长春南
湖宾馆主楼一楼大厅落
下帷幕。

论坛荟萃T02 2011 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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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多彩 弘扬民族文化精粹、共建共享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第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暨 2011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开幕式在我院举行

第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暨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开幕之际，国内外嘉宾相聚吉林动画学院

（上接 T01 版）省市领导车秀兰、任
凤霞、龙华以及东北亚有关国家领事、
文化官员、艺术家等出席了开幕式。长
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王
振华主持开幕式。

荀凤栖在欢迎词中介绍，第二届东
北亚文化艺术周作为第七届东博会的
重要内容，将继续致力于东北亚区域文

化交流平台建设，秉承 " 多元多彩·共
建共享 " 的宗旨，进一步增强国际性、
交流性的特色，通过文艺演出、文化研
讨、展览交易，集中展示东北亚各国文
化精粹和产业发展成果，努力把本届艺
术周打造成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盛会，打
造成充满时尚魅力、群众广泛参与、气
氛欢乐和谐的文化艺术节日。

王文章在致辞中指出，第二届东北亚
文化艺术周进一步发挥了吉林省文化资
源的禀赋，规模逐步扩大，内容日趋丰富，
方式不断创新，相信艺术周必将成为东北
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新的桥梁和纽带，
为加速推动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
进程，为促进东北亚区域文化交流与发
展，谱写新的华彩篇章！

覃志刚在致辞中也对东北亚艺术
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首届中国
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的成功举办，
让东北亚艺术瑰宝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缔结下珍贵的友
谊。艺术周必将成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
文化品位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成为东北
亚地区姹紫嫣红的文艺盛宴，成为和谐

欢乐的人民节日。
尼尔森·申在致辞中说，第二届中

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周把 2011 中
国吉林国际动漫游戏论坛作为开幕式，
这充分说明了贵国对动漫游戏产业的
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及相
关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培育出一批像吉
林动画学院这样国际一流的动漫生产

和教育基地，相信本届论坛必将进一步
推动吉林动画学院的发展，不断开拓中
国和东北亚区域各国动漫游戏共同发
展的新局面。

第二届中国长春·东北亚文化艺术
周在王文章、覃志刚、荀凤栖、车秀兰、
任凤霞的共同启动下，正式拉开帷幕，
开启了文化盛宴。

近百位专家学者“论坛”亮剑
在本次论坛活动中，吉林动画学

院还聘请了五十七位专家作为学院的
客座教授。通过聘请客座教授，让全院
师生及时了解世界动漫、游戏领域的
前沿信息，深化与国内外动漫、游戏等
教育和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艺术、
技术和市场的对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论坛期间，吉林动画学院还与俄罗
斯国立格拉西莫夫电影大学、韩国釜

山大学艺术学院和法国高布兰动画学
院等多所高校、产业公司签订了校际
交流和产业合作协议。

各分会场分别由中国动画学会
常务副会长欧阳逸冰教授，吉林动
画学院游戏分院副院长李民光教
授，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常务副
秘书长李中秋教授，吉林动画学院
副院长常光希教授主持。

论坛现场，掌声雷动，各界学
者、嘉宾及吉林动画学院的师生认
真听取了各位专家的主题演讲。通
过论坛，吉林动画学院与国际动画、
漫画、游戏、设计、传媒、广告界有影
响力的专家、学者加深了了解，增进
了友谊，深化了国际动漫游戏教育
和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
艺术、技术与市场的完美对接。

新聘请 57位专家为我院客座教授

向开放式国际化 学、研、产一体化战略目标努力

A B

C

世界动画协会会长
尼尔森·申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
郑立国做主题演讲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荀凤栖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文化部副部长
王文章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覃志刚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
谭森在“动漫大展”开幕式上致辞

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
松本盛雄在“动漫大展”开幕式上致辞

世界动画协会秘书长维斯娜·多夫尼可
维奇在“博物馆开馆”仪式上致辞

世界动画协会好莱坞分会会长
安传·马努吉安在“论坛”上演讲

中国动画学会常务副会长
欧阳逸冰在“论坛”上演讲

长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
王振华主持“论坛”开幕式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
孔颂龙观看“动漫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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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开馆

“哇噻”东北首家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

维斯纳·多夫尼科维奇在开幕式上致辞

有百年宝贝

本报讯（记者 常海军） 9月3日 10点，在
吉林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园一楼，东北首家动漫
游戏博物馆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
漫游戏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

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常光希主持开馆
仪式，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中
国动画学会常务副会长欧阳逸冰，世界动画
协会秘书长维斯纳·多夫尼科维奇，吉林动画
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馆长
罗尔夫·杰森，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等分
别致辞。郑立国董事长、院长为罗尔夫·杰森
馆长及其夫人颁发杰出贡献奖杯。

历时两年策划筹备，吉林动画学院罗尔
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以征集、收藏、研
究中外动漫游戏精品为重点，应用声、光、电、虚
拟现实等媒体技术手段，展示动漫游戏艺术和
技术融合发展的历史变革，是集展览、收藏、研
究、学术交流等多功能的国际性平台。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
戏博物馆将发挥动漫游戏博物馆的功能和作
用，整合国内外动漫游戏的学术资源和人才
资源，突出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的
办学优势，为在校师生提供广阔的教学和学
习空间，为促进我国动漫游戏教育和产业发
展提供咨询平台。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
戏博物馆共展出温瑟·麦凯、定格动画片、迪
斯尼公主的梦幻世界、漫画艺术、欧洲动画、
德国动画、中德合作动画《劳拉的星星》、特
伟、游戏等九大主题模块，约 300 余件国内、
国外动漫游戏精品，系统展示世界动漫游戏
的发展历程。

在博物馆开馆仪式上，来自世界不同国
家和地区三十多位国际知名的动漫游戏专家
向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
博物馆捐赠了 30 多件作品。

本报讯（记者 海军）在吉林
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
戏博物馆中展出了两件“镇馆之
宝”，它们是美国商业动画电影的
奠基人温瑟·麦凯的手稿《恐龙戈
蒂》和《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

《恐龙戈蒂》、《露斯坦尼亚号
之沉没》是距今约 100 年的原版动
画电影，本次展出也是首次在中国
亮相。《恐龙戈蒂》中，真人的表演
和动画角色的表现相得益彰。《恐
龙戈蒂》的诞生源于温瑟·麦凯和
朋友的一个赌局，当时他们在博物
馆看见了一个恐龙的骨架，麦凯兴
奋之余告诉朋友他可以用手绘动
画让恐龙动起来，朋友也欣然同意

与其对赌。为了实现自己的豪言壮
语，麦凯亲自绘制了上万张连续的
图画，甚至计算出自己的呼吸频
率，运用到恐龙的身上，让拟人化
的恐龙戈蒂更显真实。《恐龙戈蒂》
被誉为美国动画电影的经典之作。
温瑟·麦凯也被尊崇为美国商业动
画电影的奠基人。片中赋予了主角
恐龙戈蒂全新的面貌，一改以往其
它动画角色的呆板单一。影片一开
始，戈蒂就听从温瑟·麦凯的指示，
从洞穴中爬出来向观众鞠躬，结束
时温瑟·麦凯还骑上恐龙背，让戈
蒂载着他慢慢走远。温瑟·麦凯就
像一个驯兽师，恐龙戈蒂的行动完
全听从他皮鞭的指挥。表演过程

中，戈蒂还顽皮的吃掉身边的树，
其模样憨态可掬，让观众忍俊不
禁。这种卡通角色与真人一起互动
的表演方式，让当时的美国观众耳
目一新。继《恐龙葛蒂》之后，麦凯
又制作了《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
这是第一部以动画方式制作的纪
录片。

《恐龙葛蒂》和《露斯坦尼亚
号之沉没》在世界动漫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对世界动画事业
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此次在吉
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
漫游戏博物馆展出成为众多展
品中的一大亮点。

距今约 100 年的原版动画电影手稿
《恐龙戈蒂》、《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首次中国亮相

《恐龙戈蒂》 《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

吉林省教育厅厅长 卢连大

吉林动画学院作为我国重要的动漫游戏教
育与研发基地，办学 10 年来，拥有一批有创意
的动漫游戏教育及产业技术开发人才，创作了
一大批原创动漫游戏产品。今天我们揭牌的罗
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是创建国内一
流动漫游戏专业博物馆的良好开端，也标志着
吉林动画学院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和提升。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
博物馆利用新媒体展示手段，动静结合，形象
展现了世界和中国动漫发展的历史沿革，成为
俱征集、收藏、展示和研究于一身的国际性研
究平台，使喜爱动漫游戏的后继者可以从中不
断地汲取养料，取长补短，继往开来。

我相信，博物馆的建成必将有利于国内外
动漫游戏发展的融合，有利于进一步保护和弘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也必将为打造我国
动漫游戏品牌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为丰富吉林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再创佳绩！（节选）

为文化生活再创佳绩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
戏博物馆，设有中国馆、国际馆、动漫游戏体验
馆，展示了来自中国、捷克、西班牙、德国、美
国、英国等国家 300 余件国际动漫游戏精品。
博物馆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定位，以征集、收
藏、研究中外动漫游戏精品与文物为重点，应
用声、光、电、虚拟现实等新媒体技术手段，动
静结合地展示世界动画游戏艺术和技术融合
发展的历史。

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
博物馆的建成将有助于加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有助于弘扬世界和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有助于打造国家文化精品，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丰富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
同时，还将潜移默化地培育青少年的民族自豪
感与文化自信心。随着博物馆的不断充实和发
展，并依托吉林动画学院十余年来的教育成就
和文化积淀，它将成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的一个
文化精品单位和国际交流的平台，为传承世界
文化遗产和中国民族文化、促进中国动漫游戏
的教育和产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节选）

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 郑立国

传承世界和民族文化

2004年，我第一次来到吉林动画学院。今天，
我再次来到吉林动画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巨大的
改变给我以及所有嘉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
院一天一天的在壮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活动
也是不断丰富和多样化。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
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的成功建成，是凝聚了
学院领导的智慧和努力，以及员工的辛勤劳动。
12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不但能够成为展示中国
动画以及传媒技术发展的中心，也能够成为展示
世界动画以及传媒发展的中心，当然也能够成为
动画以及传媒的科研中心。

蒸蒸日上的事业展示了吉林动画学院对
动画艺术以及动画产业的极大兴趣，才使得吉
林动画学院投巨资为动画艺术以及动画产业
开辟新的道路，以及为保护世界动画遗产做出
巨大贡献。（节选）

世界动画协会秘书长 维斯纳·多夫尼科维奇

为动画产业开辟新路

郑立国在与中央电视台记者交谈

卢连大与美国驻华官员谭森为开幕式剪彩

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
在吉林动画学院罗尔夫·杰森国际动漫游戏博物馆指导工作

学院副董事长、副院长刘欣
主持博物馆开馆仪式

世界动画协会会长尼尔森·申与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为博物馆揭牌

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为罗尔夫·杰森夫妇颁发杰出贡献奖杯

世界动画协会秘书长维斯纳参观博物馆

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向捐赠者颁发证书

■九大主题模块三百多件展品呈现艺术盛宴

■三十余位国际知名动漫游戏专家向博物馆捐赠作品

■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向罗尔夫·杰森夫妇、常光希颁发“杰出贡献奖”

各国专家向博物馆捐赠作品

罗尔夫·杰森先生激情洋溢地演讲



最佳四格奖 《鬼差在世》

本报讯（记者 韩健） 9 月 2日
下午，作为 2011 中国吉林国际动漫
游戏论坛重要项目之一的第五届中
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暨法国百分之
百国际漫画与图像展、日韩作品展在
吉林动画学院图书馆二楼隆重开幕。

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
本着“和平、和谐、发展、健康、向上”
的宗旨，倡导“高品质、高品格、高品
位”的理念，在动画、漫画及其相关艺
术创作领域设立奖项。通过中外动漫
作品的交流评比，积极鼓励原创，挖
掘和培养优秀的动漫作品和动漫人
才，推动中外动漫事业的繁荣发展。

本届大展由吉林省教育厅、国际
漫画及图像博物馆、法国驻华大使
馆、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日本国驻
沈阳总领事馆、韩国动画学会、韩国
漫画家协会、吉林动画学院主办，吉
林动画学院、吉林禹硕动漫游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吉林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胡志强，
世界动画协会会长、第五届中国吉林
国际动漫大展评委会主席尼尔森·
申，法国驻华大使馆影视专员戴蔺
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谭
森，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松
本盛雄，大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教
育领事崔终锡，吉林动画学院董事
长、院长郑立国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开幕式由吉林动画学院副院长
常光希主持。

本次大展首次携手著名的“法国
百分之百国际漫画与图像展”以及日
本、韩国的名家名作同时参展。大展
设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获
奖作品展区、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
漫大展优秀作品展区。还专门设立了
法国“百分之百”国际漫画专区、日本
漫画作品专区、韩国动画、漫画作品
专区。

大展组委会历时 3 个月的作品
征集，面向全球共征集 880件作品，其
中动画竞赛单元参赛作品 396 部，漫
画竞赛单元参赛作品 484部。这些来
自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乌克兰、

波兰、韩国、阿根廷等 8个国家的作
品，题材广泛、风格各异、技巧精湛，体
现了世界当代动画、漫画的创作水平，
展现了独具魅力的艺术特色。

此次大展的评委，法国高布兰动

画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埃里克·瑞维
尔评价说，此次动漫大展作品整体风
格多样化，中国的许多作品取材于中
国传统乐曲和历史故事，形成了浓郁
的民族风格，这是他乐于看到的。

日本漫画家中川胜海通过对此
次大展获奖作品的点评，盛赞中国的
漫画出现了越来越多非常优秀的作
品，她说，日本学生要更加努力了。

①②③④⑤为动漫大展展厅

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漫作品大展暨法国百分
之百国际动画与图像展、日韩作品展佳作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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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说：太棒了，太好了，很有水平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孔颂龙来我院参观“动漫大展”

“这些人物的故事我都能讲”，清
丽素雅的林黛玉，刚正威猛的关公，
面对一幅幅中国古典题材的漫画作
品，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感叹不已。

9 月 4 日，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总领事孔颂龙来我院参观第五届中
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暨法国百分之
百国际漫画与图像展、日韩作品展。
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院长郑立国，
副董事长、副院长刘欣陪同参观。

13 时 30 分，孔颂龙总领事兴致
勃勃走进图书馆楼一楼动漫大展展
厅，在解说员的讲解下孔颂龙总领事
饶有兴致地欣赏每一幅参展的动漫
作品，并不时地驻足品评。

走到日韩漫画展区时，孔颂龙总
领事对绚丽着色的漫画作品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日本作为动漫之国，漫
画作品精细的角色造型不仅丰富了
观众的想象空间，而且使观众如临其
境，不自觉得将自己想象成为作品的
主人公。

本次法国百分之百漫画展展出
了 100 位漫画家的 227 幅作品，这些
风格各异，技艺超群的漫画作品让中
国漫画爱好者去发现当代漫画家审
视昔日大师的视角。两年来，来自世
界各地的创作者围绕自己选择的一
幅图画而工作，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
加以重新诠释，这些选择出的图画大
多来自各大博物馆久负盛名的藏品。
法国百分之百漫画展将文化遗产与
创作结合起来，传达了当代最伟大的
漫画家和历史杰作的对话。在法国百
分之百漫画展区，孔颂龙指着多幅漫
画兴致勃勃的说：“许多作品都是我
在法国经常看的连载漫画。我小时候
对漫画很感兴趣，画了很多漫画，很
多世界经典的漫画我都有很深的记

忆。”他还例举了许多大师的作品，此
刻孔颂龙激情溢于言表。

在中国漫画展区，孔颂龙总领事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当看到我院
创作的动漫作品《长白精灵》中极具
吉林特色的人参娃娃等动画形象时，
他非常好奇，听了一旁刘欣副院长介
绍《长白精灵》的故事后，他竖起了
大拇指，连声说“非常棒、非常棒”。

得知《长白精灵》在本次动漫大展评
比中，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奖时，孔
颂龙带头鼓掌，并连声祝贺。孔颂龙
对于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形
象很熟悉，对《红楼梦》、《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故事
如数家珍。

孔颂龙观看了每个展区的作
品，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

他仍然热情不减，在一些作品前流
连忘返，他高度评价了第五届中国
吉林国际动漫大展暨法国百分之
百国际漫画与图像展、日韩作品展
的规模大，征集作品水准高，获奖
作品表现了世界动画、漫画的艺术
风格和技术水平，他说：“中国是一
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浩瀚
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为艺术创

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
源。过去曾听朋友介绍过吉林动画
学院是中国一所非常好的动画教
育高等学府，今天，看到了本届动
漫大展的权威性、影响力，吉林动
画学院太棒了，不愧国际知名。”

上图为吉林动画学院副董事长、
副院长刘欣在向孔颂龙总领事介绍
我院电视动画片《长白精灵》。

获奖作品选登

最佳电视动画片奖 《长白精灵》

最佳动画短片奖 《Mobile》（移动）

最佳造型奖 传说系列新演绎（《窦娥冤》）

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动画竞赛单元获奖作品名单

第五届中国吉林国际动漫大展漫画竞赛单元获奖作品名单

最佳插画奖 四大名著系列插画（《西游记》）

最佳技术奖 《青蛙运动会》

最佳编剧奖 《怕怕不怕》

最佳电影动画片奖 《犹太女孩在上海》

● 刘卓玉 常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