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天书奇谭 4K纪念版》首映礼在上海举行

38年后登上大银幕
童年回忆涌上心头

在这场“迟到了 38 年”的首映礼上，中国
动画先驱再聚首，当年的主创共同回忆了与已
故导演王树忱、编剧包蕾、造型柯明等老艺术家
一起创作《天书奇谭》时令人难忘的瞬间，在场
观众无不动容。
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钱运达看完后十分激

动，他表示，38年了，能够在电影院参加首映式
很荣幸也高兴，他还自谦地说：“我们做的还很
不够，能够做的话还要多做一些工作。美影厂一
直在努力做一些能够符合时代要求、能够满足
大家需要和感兴趣的新作品。”
上美影厂长速达表示，电影《天书奇谭》

是老一辈优秀动画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此
次通过技术手段让电影成功登陆银幕，既能
让更多观众欣赏到这部经典动画，也是对老
一辈动画艺术家的致敬，上美影将沿着老艺
术家积累的经验，探索、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中
国动画。
美术设计黄炜和动画设计范马迪回忆道，

1981 年刚到摄制组时，两位导演就要求他们放
开手，敢于闯敢于创作出与以前动画不同的造
型，负责设计、原画等工作的同事们一起画了
整整一年时间。

主要负责袁公和蛋生这两个人物的
薛梅君对当时的一个细节印象很深，现

在回忆起来还是感慨两位导演的辛苦，“我们
当时画完铅笔稿的草稿后是要导演审查的，当
时钱导看铅笔稿不是单单看动作人物画得怎么
样，而是自己边看边给角色配音，他把每个镜头
的对话都背出来了。导演工作很刻苦，一年下来
真的很累。”
为小皇帝配音的曹雷则在现场重现了“我

要鸟”这一句经典台词，让台下观众忍俊不禁。
她说，当时为《天书奇谭》配音对于上海电影制
片厂来说是新的探索，“之前大多都是为外国
电影配音，要根据他们的原声口型来配。这部
片子没有声音，但画面很吸引我们，很生动。
我们配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创作空间，都
很起劲，充分发挥想象力来配。”
她还特别感谢了当时的配音导

演苏秀，对方的建议给了她帮助。
“她跟我说，你看画面上小皇帝
多生动，还流口水，你配的时候
可以含半口水在嘴巴里，说
话就不利索了。这个提
醒非常重要，后来我给
他配音前都会喝半
口水，小皇帝赖了
吧唧的劲儿就
出来了。”

晨报记者 陆乙尔 图片 主办方提供 制图 潘文健

昨天下午，即将在 11 月 5 日上映的电影《天书奇谭 4K 纪念版》“迟到 38 年”首
映礼在上海举行。 《天书奇谭》联合导演钱运达、美术设计黄炜、动画设计范马迪和薛
梅君，为小皇帝配音的曹雷都出现在了首映现场，与观众分享影片早年创作的幕后故
事。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向钱运达导演送上即将上映的
《天书奇谭 4K 纪念版》主海报，并表达祝贺。

诞生于 1983 年的《天书奇谭》在历经 38 年后，终于要登陆大银幕，这让大家的童
年回忆一下子打开，这是对老一辈动画艺术家的致敬，也是对新一代动画人不断弘扬
动画创作精神的激励。

有现场观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完后，感慨儿时观看对几只狐狸印象深刻，长大
后在银幕上观看体验感完全不同， 除了生动立体的角色形象， 影片中美轮美奂的景
致，展现民族瑰宝的元素，以及体现出的深意，都令人回味无穷。

还有观众表示影片中的戏曲、民俗、水墨、建筑等元素深深感动了自己，“中国动
画不输任何国家。 ”

来到
首 映 礼
现场的除
了电影《天

书奇谭》的老
一辈创作者，也
有不少新一代观

众慕名而来，他们之
中不乏青年导演、运动员
代表，以及众多年轻观众

朋友。
动画电影《姜子牙》导演李炜

表示，他小时候看《天书奇谭》就
印象很深刻，也特别喜欢片中的人物

袁公，因为他特别像引领孩子成长的父
亲形象。时隔多年再次重温，他感慨良多，

“我觉得动画片不在于投入多少，而在于坚
持，这些创作者前辈就像星辰一样，我们可
以抬头看看这些星辰确定方向，低头继续走
自己的路超越自己。”
青年动画导演李豪凌表达了对老一辈

动画艺术家的敬佩。他表示，能在当时的创
作环境下创作出 《天书奇谭》 十分不容
易，时至今日，影片经过数字化修复登上
银幕，视听效果更加震撼，作为晚辈他会学
习前辈的匠人精神，在中国动画创作道路上
继续探索。
中国第一代少儿主持人陈燕华表示，

《天书奇谭》虽是 38前创作，却包涵诸多超
前思想内涵，在今天观看仍不过时，影片独
具跨越时间的深远影响力，对中国电影行业
发展同样具备特殊意义。
奥运冠军徐莉佳对《天书奇谭》有着特

殊的情感，老一辈艺术家匠心创作精神打动
了自己，让她更相信中国动画能够站到世界
之巅，她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一代喜欢上动
画，进入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要多做一些”

“前辈像星辰一样，
抬头看确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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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更加珍惜你肤白温柔女教师退休 74 岁丧偶
未育独居静安区华山路洋房条件优越喜欢看书

听音乐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速婚13524180951
共度夕阳红住静安别墅银行退休女 62
岁丧偶无孩肤白漂亮显年轻有多套房条

件优越觅年长的有缘男士 13524180951
肤白漂亮女护士 43 岁未婚由于忙于
工作至今未嫁有独立住房条件优越急

寻年长脾气好健康男士 13524180951

C5254 先生可来我家或厂里看看漂亮
贤妻大学教授女 67岁未婚独居洋房父
母留企业家产丰多房寻年长扑实忠厚

男相伴为爱付出随缘 (女付)63337606
C5255 如同子女同住不方便请来我家开支
我来美丽富有徐汇新房女公务员退休 71 岁
丧偶未育健康多房出租有遗产无亲人觅 87
岁内速婚男有子女我奉献 (女付 )53833358
C5256五官科主任医生女 61 岁丧偶
经济优房七套寻伴(女付)63337606
C5257 金融遗孀寻缘女 51 岁丧偶未
育漂亮徐汇有多房条件优觅年长贫

富不计男士共度一生(女付)53833358
C5258 可家访你愿陪我共度幸福晚年
吗费用我来漂亮女护士长退休 77 岁
丧偶未育薪丰党员继遗产持家烧一手

好菜独居徐汇无亲人深感孤独渴望你

关爰不计你条件随缘(女付)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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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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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