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马区

动画之乡

1966

1958

动画之最!
练马区可谓是
“动画之乡”
。
这是因
为：它不仅是“日本动画鼻祖”
，
而且，
汇聚在此的日本动画企业数量可谓日
本首屈一指。

日本动画 正式起步
1958年，日本首部剧场版长篇动

「魔法使莎莉（TV第一季）
」c Mitsuteru Yokoyama, Toei Animation

画《白蛇传》播出。
这部作品由位于练

1969

1963

「白蛇传」 c Toei Company, Ltd.

马区大泉的东映动画（现在的东映
Animation）制 作，动 画 的 制 作 由 此
拉开了历史序幕。
东映动画广招优秀人才，
从而培育
出众多后来成为日本动画界蓬勃发展
的栋梁。
他们当中有代表日本动画界

1963

的著名电影导演宫崎骏、
高 勋；设

「穿长靴的猫」 c Toei Company, Ltd.

计创作众多动画角色的大 康生、
小

1970

「铁臂阿童木」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田部羊一等，
不久后，
日本著名漫画家
手 治虫也加入了作品创作的行列。

电视连续动画片开播
1963年1月，
动画界迎来了一个巨大

1965

《铁臂阿童木》
开播。这部作品由位于

「小拳王」 c Asao Taｋamori / Tetsuya Chiba / Mushi Productions.

1972

的 转 机：
日本首部 电 视 连 续 动 画片

「狼少年Ken」 c Hiroo Ohno, Toei Animation

练马区富士见台的虫制作公司制作。
《铁臂阿童木》
迅速蹿红，
各家电视
台开始广征动画作品。东映动画也开
始制作电视动画片，并于同年11月播
出《狼 少 年Ken》
，
顷 刻 间，
电视动画
片如雨后春笋迅速扩大开来。在制作
多部剧场版长篇作品的同时，不断完

「森林大帝」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魔神Z」 c Dynamic Planning, TOEI ANIMATION

1973

1966

善动画的丰富表现力。此时，动画爱
好者不断增多，动画制作人才也不断
涌现，日本动画产业得以发展壮大。

原作漫画也源自练马区
《铁臂阿童木》等根据热门漫画原
作改编制作的动画片大批涌现。松
「人造人009（1966年剧场版）
」 c Shotaro Ishimori, Toei Animation

本零士、千叶

弥、高桥留美子等大

「甜心战士」 c Dynamic Planning, TOEI ANIMATION

1979

批著名漫画家云集练马区。加上从
练马到东京都中心的交通便利、绿
色环保居住环境，一大批富有创作

1999

～众多优秀动画之作源自练马～

灵感的漫画作品不断涌现。这些作
品成为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原
动力。

动画制作企业云集练马区

1984

在动画制作的重镇练马区，云集着
众多的动画制作企业。动画制作可分
段制作后，
然后进入后期合成制作，

Hongo, Toei Animation
「数码宝贝（剧场版第一弹）
」 cc Akiyoshi
"1999 DIGIMON ADVENTURE" production committee

2003

「银河铁道999(1979剧场版)」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各家合作公司相距较近，练马区的
动 画 关 联 企 业 有100多 家，其 数 之
多，在日本名列前茅。
在练马区，动画被视为“区的象征
全区正在不断努力。制作发行本手

1986

「可

产 业”
。为 了 进 一步 振 兴动 画 产业，
册也是其中的一环，目的在于帮助

猫」 c TYO/dwarf・Komaneko Film Partners

2004

「北斗神拳（TV版）
」

人们更加了解动画与练马区之间密
不可分的关系。

源于练马区的众多动画作品
继
《白蛇传》
《
、铁臂阿童木》
《
、狼少年
c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光之美少女（TV第一季）
」Film
c 2004 Toei Animation Co., Ltd

Ken》
之后，
日本动画之乡-练马区，
又
陆续推出了与日本动画悠久历史密切
相关的众多作品。

2015

1998

「龙珠（TV第一季）
」

首部彩色电视动画片
《森林大帝》、
现在仍在翻拍的科幻（SF）动画《人造
人009》
、
首部面向少女的动画《莎莉
变 变 变》、体 育 动 画 名 作《小 拳 王》、
NHK吉祥物「多摩」 c NHK・TYO

大型机器人系列的奠基石
《魔神Z》
、

「歌之王子殿下 真愛REVOLUTIONS」

1999

20世纪70年代掀起热潮的科幻（SF）
动画代表作《银河铁道999》、
经久不
衰的名作《航海王》、深受少女粉丝追
捧的系列动画
《光之美少女》
。
昨日曾经辉煌、
明天更加灿烂
“动画之乡 练马区”创造出了众多

原作：
Broccoli公司（制作：
A-1 Pictures） c UTA☆PRI-R PROJEC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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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们铭记在心的优秀作品，今后仍
「航海王」

将不断的为日本动画史增添光彩。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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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之乡 重点关注！

ANIME CITY HIGHLIGHTS

东映 Animation

「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 c Toei Company, Ltd.

东映 Animation 是日本动画制作龙
头公司。1956 年创建于练马区大泉（创
建时公司名称为东映动画）。1958 年上
映的《白蛇传》是日本首部剧场版长篇
动画作品。在此后长达 55 年的岁月里，
创作了无数可载入日本动画史册的优
秀作品。其中，由高

执导、宫崎骏参

与制作的作品《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
「航海王」

「魔法使

光之美少女！」 c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ilm c 2015 Toei Animation Co., Ltd

险》、快 乐 漫 画 影 片，现 成 为 东 映
Animation 企业标志的主人公佩罗《穿
长靴的猫》等剧场版长篇力作。电视作
品方面，有在国外深受观众喜爱的《龙
珠》
，博得女性青睐的动画系列《光之
美少女》等。老字号东映 Animation 正
在积极创作具有不同风格和时代特色
的优秀作品。

「魔神Z」 c Dynamic Planning・TOEI ANIMATION

02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聪明的一休」 c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剧场版长篇动画片、电视连续动画片均源于练马区！

ANIME CITY HIGHLIGHTS

手塚治虫与虫制作公司

图片提供：Tezuka Productions

手 治 虫 被 誉 为“漫 画 之 神”，生 前
他一直在练马区从事作品创作。1960
年手

在富士见台定居，他一边从事漫

画的创作，一边参与东映动画的动画制
作。1962 年手

治虫创建虫制作公司，

专门从事动画制作，不久推出日本首部
电视连续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其后，
接连不断地创作了动画《森林大帝》等
「铁臂阿童木 (鐵臂阿童木)」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森林大帝」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以手
本人的原作改编的。其间，还培养出
了山崎统、富野由悠季等大批日本动画
界的优秀人才。

PROFILE
手塚治虫
1928 年出生于大阪府、1989 年辞世。现代漫
画表现手法的鼻祖。生前曾创作《铁臂阿童
木》、
《火鸟》、
《怪医黑杰克》等众多名作。
「宝马王子 (寶馬王子)」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多罗罗(多羅羅)」 c Tezuka Productions/Mushi Productions.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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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之乡 重点关注！

ANIME CITY HIGHLIGHTS

石森章太郎

c Ishimori Production Inc.

“

画（注：
万画）家”石森章太郎的作

品数曾创吉尼斯纪录。1966 年，石森在
练马区樱台开始潜心创作。他的漫画表
现力形式多样，提出以“

画”一词来形

容漫画的无限可能性。他的许多作品被
改编为动画作品，如被多次翻拍的《人
造人009》等。此外，
《KAMEN RIDER》、
《机器人刑警》、
《秘密战队五连者》等，
「人造人009（黑白TV版）
」 c Shotaro Ishinomori, Toei Animation

「佐武与市捕物控」 c Ishimori Production Inc.

为特摄作品的制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愧为当今日本娱乐界奠基人之一。

PROFILE
石森章太郎
1938 年出生于宫城县、1998 年辞世。除前述
作品外，还创作有《阿俊》
《佐武与市捕物控》
、
、
《HOTEL》
、
《漫画日本经济入门》等众多名作。
「原始英雄」 c Shotaro Ishinomori, Toei Animation

「KAMEN RIDER EX-AID」 c 2016 ISHIMORI PRO・TV-ASAHI・ADK・TOEI
2016 年10月在朝日电视台联全国播网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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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动画的原作漫画也源于练马区！

ANIME CITY HIGHLIGHTS

松本零士

20 世纪 70 年风靡日本的动画代表作
《银河铁道 999》和《宇宙海盗哈洛克》
的原作漫画均出自松本零士之手。自然
环境优美、外出交通便利、工作环境舒
适，是松本零士在练马区大泉生活 50
多年之久缘由。在此他创作了众多且不
同风格的漫画名作。松本认为：
“做画
水平”
、
“故事的创造力”以及“为什么而
「船长哈洛克（2013年CG剧场版）
」 c LEIJI MATSUMOTO / CAPTAIN HARLOCK Film Partners

「银河铁道999（1979剧场版）
」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创作”是作品创作的重要元素。

PROFILE
松本零士
1938 年出生于福冈县。著有名作科幻（SF）作
品、四 半漫画《俺是男人》以及战场系列作
品《斯坦雷的魔女》等多种不同风格的漫画名
作。2008 年被授予练马区名誉区民称号。
「宇宙海盗哈洛克」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惑星机器人 丹加德A」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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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之乡 重点关注！

ANIME CITY HIGHLIGHTS

千叶徹弥

日本著名体育漫画家，在练马区居住
了 50 多年，创作了众多作品，如拳击漫
画的金字塔《小拳王》、少女漫画《酱渣》
（改编成题为《小茜》的动画作品）等。他
说练马区的魅力在于：想出去活动一下，
附近就有不少网球场、棒球场等健身场
所。他的作品始终充满着梦想和希望，
直至今天仍被人们所喜爱。
「小拳王」 c Asao Taｋamori / Tetsuya Chiba / Mushi Productions.

「国松积极活动」 c Tetsuya Chiba / Mushi Productions.

PROFILE
千叶徹弥
1939年出生于东京。作品风格多样，涵盖少女
漫画直至青年漫画。代表作《小拳王》
、
《好小
子》等。2012年起担任日本漫画家协会理事长。
「小茜」 c Tetsuya Chiba, Toei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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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拳王 2」 c Asao Takamori・Tetsuya Chiba / Kodansha・TMS

为数众多的原作漫画源于练马区！

ANIME CITY HIGHLIGHTS

高桥留美子

「福星小子」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巨作《福星小子》作者高桥留美子使
少年漫画历史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
变。高桥留美子认为“漫画要通俗易懂、
让人轻松阅读”
，她的作品充满女性特
有的视点及细腻。这些无不引发了读者
的共鸣。她的多部作品长期连载并受到
好评。2013年，高桥迎来了从事作画 35
周年，回顾自己近30 年在练马区的创
「相聚一刻」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乱马1/2」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作生涯，高桥留美子感慨地说：
“大小适
中、非常方便，安静舒适、适宜居住，特
别是到了春季，樱花婀娜多姿，我每年
都在满怀期待樱花盛开那一天的到来。
”

PROFILE
高桥留美子
代表作有《相聚一刻》
、
《乱马 1/2》
、
《犬夜叉》
、
《人鱼之森》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动画。
《RIN
-NE》2009 年开始在《周刊少年星期天》连载。
「犬夜叉」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YomiuriTV, Sunrise2000

「人鱼之森」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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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动画也源于练马区！

「月刊少女野崎君」
制作：动画工房
（制片：月刊少女野崎君制作委员会）
这部动画片根据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公司出版发行的 4 格漫画《月刊少女野崎君》原作改
编，于 2014 年（平成 26 年）7-9 月播出。这是一部以主人公 - 男子高中生，同时也是人气
少女漫画家的野崎同学为中心，由众多富有个性的动画人物演绎而成的少女漫画家男子
喜剧作品。作品制作是 1973 年在练马区创建的绘画工作室 - 动画工房。动画工房与东映

MORE ANIME FROM NERIMA!

Animation、STUDIO GHIBLI（吉卜力工作室）等共同制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近年
来，为片《干物妹小埋》
、
《可塑性记忆》等，人们热为所知的实力派制作公司。
c Izumi Tsubaki/SQUARE ENIX,GEKKAN SHOJO NOZAKI KUN Project

「可

猫物語」

制作：dwarf
逐格拍摄是一种利用人偶或小道具，有时则缓缓移动摄影机进
行逐格拍摄的传统摄制方法。
《可

猫》正是通过逐格拍摄的方

法摄制的。剧中角色造型可爱、动作憨厚可亲，人气不断上升、成
为世界各地热议的话题。该作品由 dwarf 公司制作，dwarf 公司
因设计制作 NHK 吉祥物《多摩》而广为人知。dwarf 公司于 2003
年由日本著名动画作家合田经郎创建，总部设在练马区，集摄制
棚和办公室为一体，目前正在创作众多作品。
c TYO/dwarf・Komaneko Film Partners

「歌之王子殿下 真愛 REVOLUTIONS」
原作：Broccoli公司（制作：A-1 Pictures）
（制片：歌之王子殿下 R 制作委员会）
这是一部由恋爱 AVG 险游戏《歌之王子殿下》改编的人气动画连续
剧，已 播 出 了 3 季。
（图 像 为 第 3 季）
，截 至 2015 年（平 成 27 年）12 月，
已正式决定第 4 季的拍摄。自 2010 年（平成 22 年）问世后接连推出了
多部续集。除动画片外，还推出剧中画人物歌曲 CD、纪念物等关联产
品，深受女性的青睐。原作由位于练马区的动画制作公司 Broccoli 制
作，目前，正在着手制作交换式卡片游戏 TCG《Z/X》等人气作品。
c UTA☆PRI-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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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制作、美术、摄影……热门动画片出自众人之手！

「机动战士敢达铁血的奥尔芬斯」
美术设定：草薙
（制作：日升动画）
2015 年（平成 27 年）10 月开播的《机动战士高达：铁血的奥尔芬斯》
，讲述了具有高度
戏剧性的故事且和富有阶梯性进化的“新一代高达”
，因此，自开播后立即引起热议。该
片的美术监督、美术设定、背景等剧务由位于练马区的实力派制作草薙动画工作室担任。
除此之外，草薙还担任剧场版动画片《海贼王剧场版 Z》的美术监督及美术设定、
《机动
MORE ANIME FROM NERIMA!

战士高达 00 ‒先驱者的觉醒》的美术监督、游戏作品《Love Plus＋》的美术背景等剧务。

c SOTSU・SUNRISE・MBS

「其实我是」
美术背景：Stereotype smartile
（制作：TMS ENTERTAINMENT）
根据漫画杂志《周刊少年 Champion》连载人气作品中的人外娘主人公爱情喜剧作品
改编为电视动画片，于 2015 年（平成 27 年）7 月至 9 月播出。该剧以练马区为故事舞台、
加之丰岛园以及中村桥等场景登场而成为热议话题。
本片美术背景由练马区的 STEREOTYPE SMARTILE 公司担任。除本片外，在电视动画
片《棒球大联盟》等多部作品中担任美术监督的加藤靖忠率领下，该公司现已发展成为
一家引人注目的作画综合制作公司。
c Eiji Masuda (Akitashoten) / Jitsuwata Film Partners

小贴士
原作
原案

动画的基本制作工序
原画

剧本
角色设定

分镜头
剧本

配置

动画
色彩设计

彩色

策划
美术设定

背景美术

摄影（合成）

角色分配

动画制作大致分为“故事创作”
、
“确定演出内容”
、
“绘制人物角色等动态对象”
、
“绘
制背景美术”、
“摄影”
、
“声音及音乐制作”等部门。在练马区，除了动画综合制作企

配音

复制

完成

音乐
音响效果

业外，还拥有擅长分段制作的众多企业。多家企业及制作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完成
一部富有魅力的动画作品。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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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TO YOICHI KOTABE

动画的魅力在于能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少年忍者风之藤丸」 c Toei Animation

「空中幽灵船」 c Toei Company, Ltd.

c ZUIYO

INTERVIEW
作画导演、登场人物设计《空中幽灵船》、
《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

小田部羊一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画，也喜爱动画片。说是动画其实是

小熊猫》作品，然后又到了瑞鹰映像公司，参加制作《阿尔卑斯山的

漫画电影，例如迪斯尼的《白雪公主》
、苏联作品《伊凡的小马驹》
。后

少女海蒂》
，这是电视动画首次在国外拍摄外景的作品。当时，我在

来，我报考艺术大学竟然考上了。可是，到了毕业的时候，没找到一

现场画了草图，可是宫崎骏却什么也不画，因为无论是建筑物或是家

家就职公司。恰巧此时东映动画（现在的东映 Animation）临时招人，

具，对于宫崎骏来说“应该如何构成”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他把所

就去试了试，结果被录取了，这是 1959 年的事了。我和高

有的东西全都记在自己的脑子里了。

勋（
《公

主辉夜姬的故事》导演）
，还有池田宏（
《动物金银岛》导演）等人是同
一批进公司的，宫崎骏是比我们晚 5 年进东映动画的。
当时作画需要将近一个班的编制、大约 7、8 个人来负责，我呢，进
了楠部大吉郎，也就是后来 A 创作公司（后改为 SHINEI 动画）创始
人所在的班里。当时，记得我的师傅们开玩笑地说：
“这简直就是群

后来，跳槽到任天堂公司工作的池田宏让我们参加《超级马里奥》
等作品的制作，结果，人们都说：
“从小田部进来那年开始马里奥也
变了模样”
（笑）。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很开心，因为这意味
着将动画与游戏结合在了一起。
我从小每当看绘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进入到了绘画当中似的，动

雄割据的时代啊”。这时我才醒悟到，有才华的人才能引领一个班，

画世界在现实中并非存在的，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我认为这正是动

如同一国一主、各占一方。

画的魅力所在。动画全都是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作而出的。就如同除了

那个时候真的很有意思。有师徒制度，在工作现场大家会热心教你。
直到现在，我和朋友还在议论“那时真像是一所动画学校啊”
，作画系统
相当不错。不久后，电视动画片开始播出，但所采用的是Limited(注释：
减少1秒钟所使用动画的张数的制作方法)，所以会产生“这么简单没
问题吗”的感受，真的太轻松了，一点也没有感到费力。东映动画的所在
地大泉一带水田较多、杂草丛也不少，所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
些地方玩玩儿相扑（摔跤）或是散散步，有时会碰到青蛇，记得楠部先生
还抓住一条在手里转着圈玩儿呢（笑），那时，完全是一幅农村景象。
后来我、高

10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先生和宫崎骏一起进了A创作公司，开始制作《熊猫

老天爷以外别人谁都做不了的事自己却做成了一样。所以我认为天
下哪儿能找到这么神奇的工作啊？

PROFILE

小田部羊一

1936 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科。进东映动画后，先在
A创作公司任职，后来又到瑞鹰映像公司负责《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
的角色设计等工作。独立后，着手众多作品的制作，后在任天堂公司参加
《超级马里奥》等视觉艺术制作。目前在大学担任讲师以并积极参与宠物
小精灵的动画监修等。

「人造人009」
c 2001 Ishimori Production/Cyborg009 Production Committee

INTERVIEW TO SHOWTARO MORIKUBO

作为演员我应当天天向上、不断进取

「新鲜歌剧 练马大根兄弟」
c 2006 Aniplex Inc./Studio HIBARI Co.,Ltd

INTERVIEW
声优（配音演员）
（《火影忍者》中饰演奈良鹿丸；
《弱虫脚踏板》中饰演 卷岛裕介）

森久保祥太郎
本来，我并没打算当一名配音演员，而是一直希望能当一名演员。

大的场面，小孩子难以理解故事的真实意境，而长大成人后自己才

虽然知道有配音演员这个职业，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干这一行。最初

发现其中的深奥之处。时光流逝但其精髓保持不变，我觉得这一点

是因为自己干得不好，所以很讨厌这份工作。追着电视画面去配音，

真了不起。

我觉得筋疲力尽。可是几年的时间里，每当看到那些配音大腕们工作

动画是日本人独有的一种文化，只有经过长时间细心培育，许多作

时那种开心的样子，心里在嘀咕：
“人家到了那把年纪，还那么津津

品才能够在全世界获得高度好评。男孩儿也好女孩儿也好，每个人都

乐道、精力充沛，说明这份工作肯定有很大的魅力”
，心里这样想，心

有看动画的时候，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此外，动画是自由的、

情也慢慢开始转变。自己配音水平差，所以会觉得枯燥乏味，所以，

也没有终结，无论是大人还是儿童都能从中享受各自的快乐。

我就下决心开始自学并猛练基本功。渐渐的，自己走进了配音演员的

动画自身的质量今后仍将不断进化，我们作为演员，每天也必须吸

世界，技巧等都是后来学会的。我原先对自己的声音并没有太多自

取精华不断进化。不能在前辈们留下的财产前止步不前，而应当与前

信，从来没想过靠声音吃饭，所以说，这纯属意外。与其说自己“成为”

辈们共同挑起重担！我认为，我们自己一定要肩负起将源于练马而

了一名配音演员，倒不如说是“习惯了”这份工作。

代代相传下来的动画这一优秀文化传承下去的历史重担。

我亲身感受到，自己接触到配音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很好的机
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前辈们在风格、文化什么都没有的时
代不辞劳苦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出现在自己眼前的
时候它已经被铺设的很完美了。对于我们后辈来说，能够以一种崭
新的感觉，在宽阔的道路前进。道路铺设好了所以才能进行扩建，老
前辈的接力棒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传给了我们幸运的后辈手里，我
常常这样认为。

PROFILE

森久保祥太郎

1974年出生于东京，隶属VIMS公司。
声优、
舞台演员、
电台主持人、
音乐家。
参加以练马为舞台的《新鲜歌剧 练马大根兄弟》作品的演出。2013 年秋

我有幸在平成版《人造人 009》
（电视版）中饰演杰特林格角色，自

季开始在电视版动画《弱虫脚踏板》中饰演卷岛裕介。电影《剧场版 薄樱

己要饰演小时候看过的作品的角色这一点我感到压力较大。石森先

鬼 第二章 士魂苍穹》
（饰演冲田总司角色）将于 2014 年春季上映。其它代

生的作品描述的是人的尊严、善与恶之间发生的种种纠葛。如此之

表作品有：
《Major》
（饰演茂野吾郎）
、
《火影忍者》(饰演奈良鹿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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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动画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WHAT ANIME HAS BROUGHT TO JAPAN

撰 文：樱 井 孝 昌

如今一提起“日本制造”
，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应该是动
画吧。为什么不是家电用品也不是汽车，而是动画呢？
2008 年，在沙特阿拉伯、缅甸进行演讲活动之际，我提出

统文化与普及动画等流行文化，在文化外交层面并非是对
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例如，当前“便当”
（盒饭）一词十分流行，用罗马字表示

了“动画文化外交”倡议，迄今为止，通过文化外交活动，我

是：
“OBENTO”，外观设计可爱的便当深受人们的喜爱。

着手策划在 25 个国家 120 多个城市进行演讲、时装表演等

中学生、高中生多为动画作品中的主角，这样，在学校吃便

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化宣传活动。借此之机，与世界各国热爱

当的场面就一定会在动画中出现，虽然是短短的一秒前后

日本的许多人士进行了对话。

的时间，但却是日本动画工作者的细腻之处。日本人创作的

交谈中了解到了在他们对日本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一个
国家，日本是一个只有日本才能创造出某些文化的国家。

“匠心”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如今全世界以动画为轴心宣传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可谓

对于他们来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动画。

是为数众多，一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也并不少见。这些活动

他们还提到，日本是一个认真制造生产的国家。而且，日

大多都是当地人为当地人举办的。这种由外国来推介日本

本人非常珍重自己的传统。
其实，其根源在于，支撑日本生产制造的是“匠心”精神。
全世界也正是透过这种“匠心”来看待日本的动画。
在提倡动画文化外交最初时，我一直将在霞关举办文化

文化的国家，我想并不多见。
全世界相互理解的日子已相距不远。在众多报道全球是
如何进行互相竞争的背景下，动画可以说是希望的曙光。与
受日本动画熏陶成长的日本年轻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

外交活动视为重点。喜欢动画的人也仅仅是喜欢动画，而并

日本人也应该更加理解外国人的感受，这就需要我们好好

非喜欢日本人。因此，文化外交应该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

思考，为什么一提起“日本制造”时，全世界的人会自然联

我在多个场合指出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动画并非局限
于现代的事物，而是要描写出包括社会、文化、生活在内的
整个日本。通过动画而喜欢上了日本象棋，通过动画开始接

想到动画上来的真正原因所在。
练马区有众多动画关联企业，练马将何去何从？认真思
考一下这一点，我想对于日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触日本料理。动画是日本与全世界之间的一扇大门。普及传

PROFILE
樱井孝昌
1965 年出生于东京。娱乐媒体制作家、作家、电子好莱坞大
学大学院特任教授。曾担任外务省动画文化外交有识者会
议委员、外务省流行文化（时装领域）对外宣传有识者会议委
员等职务。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计 150 多个城市巡回演讲，
并开展时装展策划等文化外交活动。著有《动画文化外交》
（筑摩新书）、
《太喜欢日本的中国女孩儿》
（PHP新书）、
《世界
可爱革命》
（PHP 新书）等众多书籍。
西班牙巴塞罗那“漫画沙龙”
年轻人汇聚一堂，扮演日本动画片登场人物、尽享 Cosplay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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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孝昌先生在确认本稿再版不久后离世。

畅游动画之乡 尽享开心一刻！
感

景

街道

魅力
！
是
皆
比
比

画
受动
点

c Tezuka Productions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c Asao Takamori・
Tetsuya Chiba /
Kodansha・TMS

WELCOME TO ANIME CITY ICHIBAN!

大泉动画门

c Rumiko Takahashi /
Shogakukan

2015 年（平成 27 年）4 月，作为“动画之乡 练马区”的一个新象征，在大泉学园站北口人行廊桥落成。
它是日本动画发祥地 - 大泉的对外窗口，在这里，有《铁臂阿童木》中的阿童木、
《小拳王》中的矢吹丈、
《银河铁道 999》中的星野铁郎、中的
梅德尔、
《福星小子》中的拉姆等众多主人公的真人大小铜像，还有“练马动画年鉴”
、
“图表墙”等众多珍贵资料，是一个能够亲身感受到练
马动画文化气息的美妙空间。

活动项目

练马动画嘉年华

动画工程 in 大泉

图为练马动画嘉年华 2015舞台

Go! Princess 光之美少女展

自 2014 年（平成 26 年）起，每年秋季都在练马站北口周围设施举

这是为了通过动画使练马区更有生气和活力，在东映动画等企

办“动画之乡 练马区”动画嘉年华活动，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练

业的协助支持下，以大泉地区商会为中心、每年举办的动画宣传

马区的魅力所在，加深区内外对“动画之乡 练马区”的印象。会

活动。其间，在大泉 Yumaetel 商店街等多个会场，有动画业界

场上，不仅有著名声优（配音演员）
、创作家的现场演讲、动画音

人士的现场演讲、商会承办的露天摊点、由专业动画家指导的动

乐会和动画人物舞台演出；还有上映动画片、体验各种制作、展

画制作体验教室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还能欣赏到动画音乐

览、销售纪念品等各种活动。今后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敬请期待!

会和动画人物的舞台演出。

c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ilm c 2015 Toei Animation Co., Ltd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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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AIT, THERE'S MORE!

多彩活动应有尽有！

与安纳西市签订动画产业交流协定

动画产业与教育相结合

从戛纳国际电影节中独立而成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动

练马区正在积极尝试与区的象征性产业动画相关的各种

画电影节，每年在法国安纳西市举办。电影节期间各类样

教育活动。以动画文化加深对当地的爱心，同时让学生亲

板展示一应俱全，全球动画界人士汇聚于此。2009 年，练

身体验创作的乐趣以及动画专业知识，以期实现自我成

马区与安纳西市签订动画产业交流协定，旨在互换全球

长。此外，与签订协定的安纳西市儿童互换动画作品等，

商务信息、联合举办各种活动。这是我区第一次尝试以动

通过动画与教育相结合，使学生们有机会开展国际交流。

画为传媒与国外都市开展交流活动。

大泉Yumaetel 商店街

999车牌

c Leiji Matsumoto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c Leiji Matsumoto

位于练马区西部的大泉学园被一片绿色所环抱。
“Yumaetel 商 店 街”是 从 西 武 池 袋 线 大 泉 学 园 站 北 口 往 东 映

2012 年起，推出《银河铁道 999》中的“梅德尔”图案的电

Animation 方向延伸的一个大型购物街。它的名字是居

动自行车牌照。
“梅德尔”车牌的电动自行车在区内四处

住在大泉的著名漫画家松本零士的大力支持下，取“梦想

行驶，为动画进行大力宣传。除“梅德尔”图案外，还有练

＋梅德尔”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而成的。在这里举办参

马区官方动画人物“练丸马璐”图案的车牌。

加 动 画 工 程 的 舞 蹈 表 演 等 多 项 活 动，商 店 街 吉 祥 物
“Yumaetel Chan”届时会在现场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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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连连！详情请登录网站哦！

http://animation-nerima.jp/

推特：@anime_nerima

BUT WAIT, THERE'S MORE!

练马动画网站

本网站对外发布与练马区有关的动画业界人士的采访录像，练马区内
的动画景点动态。官方指定动画吉祥物-练丸马璐的最新信息、宣传动
画片《时间胶囊＋》等信息。此外，还为您介绍练马区内外实施的动
画相关活动、事业信息等，可加深了解练马区及动画方面的详细内
容，欢迎您上网浏览。

练马区的奋斗目标
练马区位于日本首都东京西北部，自1947 年建制以来，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生
活环境绿意盎然、拥有 72 万人口的繁华街区。
练马区是日本动画的发源地，也是动画成长发展的培育之地。众多源于练马区的
动画名作，如今已经成为向全世界展现的优秀文化。动画发展的历史正是练马区的
一个真实写照。
练马区正在通过多方努力，大力推动“产业”和“文化”，为了区内经济的繁荣昌盛、
为了让动画成为区民的骄傲而不懈努力。
今后，练马区将与出自于“动画之乡”的众多优秀作品一道，使整个街区变得更
加富有魅力。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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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练马区动画地图

西武池袋线

在练马区畅享动画乐趣！

西武新宿线
都营大江户线
谷原天然气储存罐

东京地铁有乐町线 / 副都心线

T-JOY SEIBU大泉

景色与众不同，曾在特摄连

西武有乐町线

与东映东京摄影基地邻接的

续剧《归来的超人》中登场。

在的事物”；二、发现“作品中所描述的事物”
。这张
地图为您介绍畅游景点。

东武东上线

9 屏 幕 电 影 院。可 欣 赏 各 种

游玩“动画之乡”的两大策略：一、寻找“现实中存

热门动画及特摄作品。

东映东京摄影基地
东映电影公司的摄影基

大泉学园

光丘

地。
《KAMEN RIDER》等

《机 器 人 少 女 Z》的 舞 台 是 大
泉学园光子力町（虚构的街道）
© Dynamic Planning, TOEI ANIMATION
©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 Robot Girls Research Laboratory

14

是《数码宝贝（剧场版第一弹）
》的

特摄电视作品现今仍在

背景舞台。在剧场版第一集中，曾

此拍摄制作。

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19

地铁赤冢

东武练马

©Akiyoshi Hongo, Toei Animation
©"1999 DIGIMON ADVENTURE"
production committee

大泉Yumaetel商店街

11

Animation 方向的购物街。图为路
CHECK IT OUT! NERIMA ANIME MAP

灯上《银河铁道 999》的造型装饰。

光丘

15

©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资源回收循环中心（谷原）

大泉学园站
c Tezuka
Productions

票口处有真人尺寸列车员造型。
北口处有大型壁画，电车发车提

c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大泉动画门

示音为《银河铁道 999》
。

大泉学园

贡献的竹宫惠子、 尾望都同居、

石神井公园

众多女性漫画家居住在此，被称

© Leiji Matsumoto

区内唯一的游乐园。成为《其实我是》
第 5 集中，以此园为制作构图，是男女

治虫创建，以日本首部

联合影院丰岛园

作而闻名遐迩。
（不接待参观）

©Eiji Masuda (Akitashoten) / Jitsuwata Film Partners

9 屏 幕 电 影 馆。可 在 一

乡音乐大学的原型正是武

个屏幕上欣赏 IMAX3D

藏野音乐大学。

丰岛园

石神井公园

03

《时 间 胶 囊＋》是 练 马
区制作的一部短篇动

© Yasumi Yoshizawa / Office Yasui・TMS

04

13
练马文化中心

更全面了解练马的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有
多平面动画摄影台等动画关联物品资料在此

中村桥

奏会场多次在剧中亮相。

在《其实我是》第 5 集中，有女

Your lie in April Committee

陈列展出。
（通常展免费/9:00-18:00/休息日：

主人公在中村桥商店街奔跑

周一（周一逢法定假日时则为次日（节假日除

的一幕。

外）
、年末年初、其它临时休息日/）

©Eiji Masuda (Akitashoten) /
Jitsuwata Film Partners

03 富士见台
铁臂阿童木

04 中村桥
咯咯咯鬼太郎

05 丰岛园
06 练马
Yes! 光之美少女５GoGo! 白蛇传

07 樱台
人造人009

Toei Animation

Tetsuya Chiba /
MUSHI PRODUCTION

PRODUCTIONS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ilm © 2015 Toei
Animation Co., Ltd

Toei Animation

16 ANIME CITY ICHIBAN: NERIMA!

© Toei Company, Ltd.

© Shotaro Ishimori,

虫制作公司、光丘团地、石神井公园乡土文化
馆、丰岛园、石神井公园以及猪牙花等。
插图：久保田誓
（作画导演及动画人物设计师）

在《练马大根兄弟》中多

曾就职于东映 Animation 研究所，参与制作

次登场。此外，石神井公

《小魔女DoReMi 大合奏!》
、
《妮嘉寻亲记》等。
在细田守导演作品《穿越时空的少女》、电视

园也出现在这部作品里。 区役所 20 楼展望大厅，练丸

动画人物为游客介绍车站附近的观光景点。
截至 2013 年10月，已在19 个车站设置。
下车后一定要找找看哦！

02 练马高野台
小拳王

练马区街景 : 练马区役所、东映 Animation、

© Naoshi Arakawa, Kodansha/

练马区役所

/bunka/furusato/

01 大泉学园
银河铁道999

本手册封面

男女主人公相识的地点，此演

http://www.city.nerima.tokyo.jp/manabu

© Toei Animation.

新江古田

石神井公园乡土文化馆

©2006 Aniplex Inc./Studio HIBARI Co.,Ltd

© Mizuki Productions,

08

樱台

是《四月是你的谎言》第一集中

台，也有西武铁道的电车的出现。

© TEZUKA

新樱台
江古田

中村桥

© 练马区

《四月是你的谎言》以练马区为舞

© Asao Takamori,

07

06

18

轻松愉快的故事。

10

上石神井周边

练马

17

背景、叙述了男女之间

上石神井

09

富士见台

画片。以练马的四季为

05

小竹向原

《交响情人梦》的舞台桃之

影片之震撼效果。

练马高野台

动画界知名人士均毕业于该大学。

武藏野音乐大学

主角约会的游乐园。

02

在《根性小青蛙》原作中多次登场。

冰川台

电视动画《铁臂阿童木》等名

20

石神井公园

演员）古川登志夫、小野大辅等众多

16

由手

曾保留至 1970 年前后。

© Leiji Matsumoto,

练马春日町

虫制作公司

须 直 导 演（执 导《In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
、声优（配音

丰岛园

”
，据说在大泉

武藏关

12

03-3995-6711）

可亲身体验“动画之乡 练马区”的好去处。

为少女漫画的飞跃发展做出巨大

达》
）
、片

（展 示 区 可 参 观，详 情 请 垂 询 ：

真人一般大的动画人物铜像在此迎接八方来客。是

01

富野由悠季导演（执导《机动战士高

门口处“梅德尔”画像格外醒目。

c Asao Takamori・ c Rumiko
Takahashi /
Tetsuya Chiba /
Shogakukan
Kodansha・TMS

在大泉学园北口人行廊桥，有众多出自练马区的和

© Leiji Matsumoto, Toei Animation

为女性版“常磐

日本大学艺术学部

是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中心设施，

在《银 河 铁 道 999》多 次 登 场。检

大泉沙龙

平和台

©2006 Aniplex Inc./

Studio HIBARI Co.,Ltd

动画片《一拳超人》等作品中担任作画导演。

马璐人偶在迎接宾客的到来。
秀丽风景一览无余

08 江古田
交响情人梦
© N・K/N

09 武藏关
聪明的一休

©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0 上石神井
超 空要塞 Macross
© 1982 BigWest

11 光丘
数码宝贝

©Akiyoshi Hongo,
Toei Animation

12 练马春日町
新鲜歌剧
练马大根兄弟
©2006 Aniplex
Inc./Studio HIBARI
Co.,Ltd

13 新江古田

可

猫

©TYO/dwarf・Komaneko
Film Partners

14 地铁赤冢
亚子的秘密

15 平和台
森林大帝

16 冰川台
神奇小丫头

17 新樱台
小魔女DoReMi

18 小竹向原
勇敢的故事

19 东武练马
魔法使莎莉

Toei Animation

PRODUCTIONS

Toei Anim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GONZO / WARNER
ENTERTAINMENT
JAPAN / DENTSU / SKY
Perfect JSAT Corporation

Toei Animation

©Fujio Production,

©TEZUKA

©Shotaro Ishinomori,

©Toei Animation.

©2006 FUJI TELEVISION

©Mitsuteru Yokoyama,

20 石神井公园
根性小青蛙

© Yasumi Yoshizawa /
Office Yasui・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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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泉学园站北口通往东映

我是练丸马璐，
是练马区官方指定动画吉祥物！
请大家多多关照哦

自称是小英雄的练丸马璐，为了向日本、向全世界宣传“动画之
乡 练马区”而诞生。练丸马璐这个名字取自练马的“练”和以及
它那圆圆胖胖、憨态可掬的形象。
“练马萝卜”和区名“马”字的合成可谓是天下一绝。

宣传活动不辞劳苦！
为了宣传练马区的动画，活跃
在练马区各种公告中，
还参加动画活动以及在庆典会
场演出，为现场增添气氛。

c 练马区

练丸马璐动画 公开中！
介绍练丸马璐的日常活动
以及练马区内的各种设
施、活动情况。详情请登录
官网或YouTube。

练丸马璐纪念品销售中！
手机挂绳、透明文件夹等
多种纪念品供您选购。详
情请查阅网站。

CHECK NERI !

信息发布中！

布娃娃手机挂绳

透明文件夹

LINE 表情

推特 ：@nerimaru_nerima

官网 ：http://www.animation-nerima.jp/nerimar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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