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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最快乐职业

动漫 打造
!

版生活

!最快乐职业"

漫画师#插画师#动画绘制师#

游戏策划师#游戏美工师#游戏程

序师

动漫伯乐

王双红 !漫画月刊"上半月刊%哈版&

主编

动漫需求旺盛 产能不足

中国的动漫产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巨
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使得中国动漫
产业表现出需求旺盛"产能不足的现状# 由
于发展晚! 以及受认识问题和其他方面等
影响! 动漫产业还未形成完整和良好的产
业链!面临不少困难$ 而美日等国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 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近两
年!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动漫产业的发
展!对动漫产业来说!漫画创作很重要!漫画
是动漫形象的源头和动画成败的关键$

动漫人 最爱夜间创作

中国的优秀动漫人有北京洋洋兔工作
室%孙元伟!风行漫画工作室的韩锋!乔剑&

赵鹏等!他们一方面去了解市场!一方面还

得去了解读者! 挖掘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发
挥想象力去创作漫画!而夜深人静又是他们
创作的最佳时期!望着无限深奥的夜空灵感
也随之迸发!所以他们常常晚上工作!白天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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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最有生命

力

目前中国在动
画人才培训中存在
的最大误区就是'重
技术!轻创意(#太多
的无厘头&古典题材
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这就是所说的'画
烂(了的题材!这种类型的漫画属于'题材攀
附漫画(! 是攀附在现有大家熟知的题材上
的!所产生的效果很多是由原题材本身所衍
生的#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并非

$,,-

的
原创#我还是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是最有
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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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好者进入动漫专业

)漫画月刊* 上半月刊主编王双红认
为!对漫画感兴趣的青少年!平时要多看多
画!漫画并没有太多的诀窍!熟能生巧!画
得多了自然就提高了造型能力! 看得多自
然便会生动!要学会创作$ 目前有很多针对
动漫的培训班! 高考生则可考虑进入专业
动漫专业来学习$ 当然!也有一些漫画家是
自学成才的榜样!平常要多看多练$

动漫人才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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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动漫人到动漫人才

很多青少年都对动漫非常感兴趣!闲
来也喜欢画上几笔$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
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不想荒废!可以支持他
加入到影视动画公司或游戏公司! 或者加
入一些著名的动漫工作室! 也可以利用业
余时间进行动漫创作$ 动漫人首先要提高
自身素质!培养自己的创意和热情!提高绘
画技巧!还要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创作!对漫
画要执著"敬业!有自己独到的风格$

埃及皇家肚皮舞着重体现的是时

尚" 动感"健身"表演为主题的! 类似于

国外现代时尚派的肚皮舞种类!如果诸

位知道的全球流行乐坛的著名歌星夏

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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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野性中带有优雅! 性感

中又不失纯真浪漫气息的绝妙肚皮舞

表演!就明白我们想要传递的是何种流

派的舞蹈+

总店位于紫荆繁华商业区紫荆山

路与商城路交叉口金城国贸大厦
()(*

室! 本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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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迄今为止已

培训出专业肚皮舞教练上百名!娱乐健

身会员现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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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拥有独立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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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郑州市东西

南北方向开有多家分店为会员提供优

越环境及优质服务!方便广大市民出行

娱乐健身$ 总店场馆面积约
-++

余平

方分为接待区"休息区和练功房!另配

有更衣室洗手间及洗浴设施! 环境优

美!配备齐全!让会员来到我们的俱乐

部有种优越及全身心放松的舒适感

觉+ 自开办以来!郑州埃及皇家肚皮舞

专业培训中心努力弘扬的是世界宝贵

的民族文化! 即正宗的肚皮舞民族艺

术$ 目前培训中心已经拥有符合通用

标准的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及教

学环境$ 设有学员宿舍和专用的舞蹈

教室$ 课程设置方面!肚皮舞专业课采

用分级分班教学$ 肚皮舞初级班"中级

班"高级班"表演班!教练培训班等$ 其

它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 师资队伍全

部是埃及皇家肚皮舞自己培养的人

才$ 本着对自身培训机构独具特色的

'舞蹈
8

健身( 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素质

国际化的教育方式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现已逐渐形成强大的 '埃及皇家肚皮

舞(品牌魅力和优势$ 如今!不仅在郑州

已悄然形成一股'到埃及皇家肚皮舞学

习肚皮舞(的热潮!还吸引了很多河南

省各地级市的爱好者来此学习$ 学员来

自各行各业!有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白

领丽人"演艺人员"家庭主妇"留学生"

事业有成的女性等等$ 凭借认真专业负

责的教学态度埃及皇家肚皮舞俱乐部

得到广大学员的认可!并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现在正跟国外优秀的同行保持

密切的联系!经常组织老师和学员去国

外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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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自由人

唐立燮

'西雨绘画(漫画专业教师!创作绘本式漫画人物'漫
客熊(!出版动漫插画图书)曼谷的星星不想睡*")当我们
这样相爱*等$

动漫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动漫而言!它不只是一张张好看的图片!而是一个
产业$ 动漫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对我们的影响很深!里面
的人物要么很卑微!要么很搞笑$ 往往是生活在底层的小
人物!他的生活能引起大部分人的共鸣$ 绘本在台湾的发
展比中国早!代表作家是几米$ 几米绘本受欧洲绘本影响
比较深$ 大陆的绘本代表是'刀刀(!最近比较流行的漫画
还有职场人物盒子漫画"虾米的'甜蜜生活四格漫画($ 动
漫突出小人物!加入一些娱乐的元素!从而得到人们的认
同!使人们得到放松和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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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及年龄更大的那
代人!对漫画的了解并不深$ 让他们产生感情的!可能只

是连环画"小人书$ 而
.,

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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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小就是由动漫伴随
着他们成长!对动漫的感情更深厚!从穿戴"打扮到行为都
深受动漫文化的影响! 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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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让动漫更繁荣

网络的繁荣促进了动漫的发展$ 很多人加入到动漫
创作中!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就能产生反馈!

在网络世界受到追
捧$很多优秀动漫作
品就是这样被发现
的$中国目前的动漫
还没有自己鲜明的
风格$目前最流行的
动漫特点是线条简
单" 很概括的那种!

比如'兔斯基($

有没有发觉!自从有了'动漫(!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
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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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上的卡通图案"手机来电显示的卡通头像"电
视上的动画节目! 还有乐趣无穷的游戏都让生活更加可
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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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 把真实的世界变成动漫里面的可爱模样!

抽离了现实的残酷!延长了青春的时间$在一份最快乐职
业排行榜中!漫画师高居榜首$ 人们共同认为!这是既能
给别人快乐也能让自己乐在其中的职业$ 明星漫画家朱
德墉和几米!征服了华人圈的男女老少!让人莞尔一笑的
漫画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漫画人平时是怎么进行漫画
创作的-他们怎样收集起生活中零星的趣味!并为其奉献
一生-

'动漫(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幅幅精彩的
漫画!怎会诞生出栩栩如生的动画-有了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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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动漫人可以把静态漫画轻松地转化成动画! 最常见的动
画就是

9341:

!简单易学$ '动漫(和'游戏(有难分难舍的
关系!制作一部大型游戏的产品!需要几十个游戏美工!

他们创作出复杂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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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场景和游戏人物$

现在!中国的动漫"游戏开始向产业化进化!职业动
漫制作"游戏制作也成为新兴"热门的职业$ 本期特别策
划'走进最快乐职业(!将让您深入了解动漫人"游戏人的
职业生活$

动漫掌门人
杨尚君 郑州小樱桃卡通艺术公司董

事长#创作小樱桃系列漫画$

河南动漫 登陆央视

;!!.

年!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成功落户
郑州!)小樱桃*")独脚乐园*动画片成功登
陆央视! 各地市动漫企业和工作室不断涌
现! 一些大专院校的动漫专业先后兴办起
来! 具有品牌效应的动漫企业正在向产业
化进军!产"学"研"供"销一体化的结构正
在逐步形成!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河南动漫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动漫团队很年轻

只说动漫!也许只是创作人员"编辑"

美编"发行!而动漫产业则需要品牌管理"

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宣传策划"销售"物流
等等各个方面的人才! 这样才有可能运作
好整个产业链$ 动漫公司的动漫创作人员

除了签约漫画家! 主要从高校动漫专业引
进$ 其他领域的人才也多是聘用优秀大学
生$ 因为创意产业要求思想活跃" 贴近时
代!所以动漫团队是非常年轻的$

探索中国式幽默

灵感来源于生活$ 我喜欢小孩子和小
动物!在和他们玩的时候很开心!也就尝试
着用画笔表达这种开心$ 最欣赏的是我们
早期的漫画家丰子
恺! 他笔下的孩子!

像给椅子穿袜子"用
芭蕉扇做单车等等!

天真烂漫! 富有童
趣!给了我很好的启
发$中国动漫越来越
多地认识到传承民
族文化的重要性!越
来越多的漫画体现
出了中国式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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