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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JNTO）

动 漫 王 国
～日本动 漫之旅～
说起“动漫”，似乎近一、两年里出现这个词语的概率越来越频繁，小孩喜爱，青年人喜
爱，连带着大人们也喜爱起来。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故事的内容？可爱的动画人
物？更甚是故事所折射出的含义？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整个亚洲的

机器猫（DORAEMON）

动漫领头军带给我们许多优秀的作
品，如圣斗士星矢、铁臂阿童木、七
龙珠、灌篮高手、樱桃小丸子、蜡笔
小新等大片。一直以来，诸多影响深
刻的动漫画也伴随着 70、80 年代人的
成长，乃至现在的青少年动漫迷们更
乐此不彼的为动漫而痴狂。在日本，
动漫画不仅仅是青少年朋友们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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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就连日本的上班族们也乐此不彼
地享受着动漫带给他们的喜悦和作为调节身心的一种良药。

在日语里，
「动漫」这个词的发音和英语相近，读为「ANIME」(英语：Animation)，日本
就是以这样简略易记的单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动漫迷们，每年在世界各地还盛大举行各式各
样的动漫展、动漫模仿大赛（Cosplay）让大家共同的娱乐参与。
带着对动漫的狂热，让我们一起走进动漫王国---日本、感受日本动漫文化带给人们的影
响与快乐……
日本的动漫文化起源已久，从动漫书的热销到通过原著漫画改编的动画片，上世纪 80 年
代可以说是日本动漫界的一个飞跃时期，当时日本众多长片动漫画的制作兴热起来，高桥留
美子的《福星小子》，美树本晴彦《超时空要塞》等等，在 80 年代后期引发动漫高潮中受欢
迎的动画片如《圣斗士星矢》、
《城市猎人》、
《七龙珠》、等，此外，我们熟悉的宫崎骏《龙猫》、
《魔女宅急便》、
《风之谷》、还有 1997 年在日本上映时创下 193 亿日元高票房的《幽灵公主》、
以及号称动漫大师宫崎骏收山之作的《千与千寻之失踪》播出后，短期内就打破了日本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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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房纪录，看来日本的动漫画工业实力之雄厚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 影响 较 大的日本动 漫画 ：
○在模仿大赛中受欢迎的动漫
ⅰ)圣斗士星矢：
“燃烧吧，小宇宙。
”是其经典的台词。这部以希腊神话为背景，女神
雅典娜降生大地，一众守护女神的圣斗士们为了维护大地的和平和野心的教王、海
神、冥王战斗，丰富的人物刻画和故事背景，借助世界神话传说的魅力使作品增色
不少。可以说这部动画片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同时故事主人公大无畏的英雄形象也
深深地印刻在观众的脑海里，于是，模仿圣斗士的热潮悄然而起。
ⅱ）火影忍者「NARUTO」
：这是一个关于忍者的故事，在鸣人（NARUTO）的想法中，忍者
这个职业是所有少年们的梦想！他干劲十足，性格开
火影忍着(NARUTO)

朗，整天的嘻嘻哈哈，为了让更多的人认可他，鸣人
的目标是---成为第五代火影（忍者最高境界）！对于
这超高的目标，鸣人是否可达到？剧情此起彼伏，引
人入胜。忍者的形象也成为了青少年们努力的目标。
ⅲ）犬夜叉：主人公特殊的半人半妖的人物特征勾画
了此部动画的美轮美奂。犬妖与人类女子所生下的半
妖，有银白色的长发、红色的衣装，戴着一串言灵念
珠，腰间一把长刀，由于是半妖的缘故，会在朔夜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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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人类的模样，正是这亦正亦邪的性格吸引了众多
动漫迷们的喜爱。

○台湾引用日本动漫原作拍摄的动漫现代片
ⅰ）恶魔在身边（又名：我的淘气王子）：这是由台湾电视人改编后拍摄的现代偶像剧，
邀请台湾众多著名偶像演员出演。主要是讲述性格大咧地女孩茅乃与淘气王阿猛之
间发生的爱情故事。故事内容富含喜剧特色，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ⅱ）头文字 D：一部关于赛车的影片，相信喜欢刺激和
飙车的年青人对此部影片会爱不释手。

○受孩子欢迎的动漫片
ⅰ）口袋小精灵（又称宠物小精灵）
：这原本是部动漫游

口袋小精灵

戏，其主人公 SATOSHI 和他的宠物皮卡丘为主角而发
生的一系列故事，属于冒险类故事系列剧，从故事中
小朋友可以学习独立、正义、勇敢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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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海贼王：主人公路飞为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海贼王而讲述的一系列冒险故事，人物
刻画生动，从而成为小朋友们模仿的对象。

口袋小精灵

ⅲ）名侦探柯南：故事主人公高中生—工藤新一
在一次游玩中因撞遇黑社会而被灌下毒药，虽逃过一劫，却从此变为儿童的模样。
名侦探柯南

为调查黑社会组织的情报，新一展开了一
系列紧张、刺激的侦察活动。剧情扣人心
弦，紧张之余不禁暗叹此片拍摄之细腻。
播出后，立马受到广大动漫迷们的爱戴。
ⅳ）七龙珠：传说世界上有七颗龙珠，只
要能收集起来就能满足任何愿望。以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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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为中心的一大群朋友在冒险中成长、学
习武术。《七龙珠》带动了整个东南亚的

漫画热潮，“气、冲击波、战斗力”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周围影响着动漫迷们。

通过 动 漫了解日本：
动漫的魅力往往在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在动漫的世界中可以达成，然而有些动
漫中的场景又似曾相识，似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而，动漫迷们对动漫王国—日本的兴趣
日益浓烈，踏着动画片里的足迹展开动漫之旅。
以下几部动漫结合了日本现实中的场景，让我们一起走进看看日本文化与动漫的紧密相
连。
ⅰ）蜡笔小新：此剧播放时许多家长视之为洪水猛兽，生怕小孩以样学样。其实《蜡笔
小新》是以一个 5 岁小孩的第一人称视觉观看我们这个大人的世界，以其独特的大人
思维加载的小新为我们创造出无数的笑话和话题，此剧中描述的地点就是和东京相邻
的现代化城市日本琦玉县春日部市为背景所
发生的故事。

钢之炼金术士

＞简介：5 岁的向日葵幼儿园小新，每天的日
程就是上幼儿园和同学玩，戏弄妈妈，看《动
感超人》卡通，逛街看漂亮的姐姐、睡觉、
吃、玩扮死游戏。
ⅱ）樱桃小丸子：日本静冈县（日本圣山富士
山附近的城市）清水市可以说是樱桃小丸子
的舞台，作者以自己小学生时代为背景，把
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一名称而描述的一系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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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简介：主人公是个其貌不扬却迷倒众生的小 Y 头。无忧无虑、性格乐观、对于不开
心的事也从不放在心上、好奇心重、胆小、爱模仿是她的性格；发呆、叹气、扭屁
股是她的习惯；梳着三齐头、说话嗲声嗲气是她的特征；就是以这样一个女孩为题
材制作，作者把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日常生活为舞台的动画片，对现在大人们来说是
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而深得大人、孩子的喜爱。
ⅲ）灌篮高手：神奈川县湘南市（乘地铁距东京不到一个小时距离，是年轻人喜爱之所）
场所为背景模拟，成就了灌篮高手，激发出动漫迷们对日本神奈川的向往。因而，在
动漫迷的心目中，除了打出精彩的篮球外，神奈川县湘南市也成为他们心中的圣地。
＞简介：以生动描写高中生们业余生活的“灌篮高手”把神奈川县湘北市作为模拟场
所。其中，高中生樱木花道从对篮球的一无所知，因喜欢篮球主将妹妹而踏上篮球
之旅。人物个性、运动感十足的比赛，人物原型来源于 NBA 球星如乔丹、罗德曼等，
故事气氛与 NBA 赛场可同日而语，剧情扣人心眩，可观性极强。而剧中主人公们乘
坐的电车原型就是日本江之岛铁路。
ⅳ）ＮＡＮＡ：在东京都调布市（郊外的住宅区）为背景发生的关于恋爱的故事。由日
本当红漫画家矢泽爱执笔的恋爱作品“NANA”，故事中出现的演唱厅与 NANA 所在表演
的酒吧都是位于东京现实生活中的场所。“NANA”可以说是 2005 年漫画界的一个轰动，
不管是漫画书还是电影都令“NANA”迷们为之疯狂。
＞简介：内容围绕着两个名字发音同为“NANA”
，性格却迥异的女生，一个梦想成为职
业歌手的大崎娜娜；一个是一切以恋爱为优先的打工族小松奈奈为中心人物而描述的
故事。美妙的人物描写、流畅的文字、彭克的音乐让“NANA”在 2005 年里风光极致。
ⅴ）千与千寻：熟悉宫崎骏这部惊人之作的动漫迷，应该很熟悉故事里出现的场景：江
户东京建筑园·爱媛的道后温泉（被称为日本古老的温泉胜地）和长野的涩温泉（日
本中部地区）用具店。在剧中出现的“油屋”就是以上述地点为模型而结合起来的。
特别是江户东京建筑园里，至今能看见在油屋锅炉房里模拟的药材棚。而爱媛的道后
温泉和长野的涉温泉用具店是被誉为历史古迹文化遗产的高级温泉旅馆。
＞简介：任性娇气的小女孩千寻不小心迷失在欲望之都---汤婆婆家。父母因禁受不住
美食的诱惑而变成了猪，千寻的名字也被汤婆婆偷走，她变成了游离在世界之外，
没有来由的“千”，于是，“千”要寻回本来的千寻，拯救父母……
介绍到这里，动漫迷们是否感觉像重温旧梦般？那么，除了从书本上、电视上了解动漫、
熟悉日本外，是否亲自去实地游览一番，亲身体验动漫之国的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
熟悉动漫王国—日本的动漫场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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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漫场 所：
说起动漫景点，类似东京大都市中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动漫模仿(COSPLAY)

「动漫」已成为一种文化被整个社会所认知，动漫景点也渐
渐地被大家所注目。此外，不得不提到这个和动漫景点密切
相关的词语—OTAKU。「OTAKU」意思为“疯狂迷·爱好者”。
在动漫世界里被形容是热爱动漫的超级粉丝（Fans）,和一
般的“崇拜者”不同，
“OTAKU”更倾向于“没头没脑，疯狂
的喜爱”。
“OTAKU”除了用于动漫界外，一般还形容对其他领域
的着迷和痴狂的状态，例如养生之道、电车铁路等方面。随
着日本动漫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欢迎和高评价，
“OTAKU”这
个词越被广泛地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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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漫之观光景点
日本东京秋叶原
说起电器街一定会想到秋叶原，这里连接着几百家大大小小的电器店，只要能想得到的
电器产品在秋叶原一定可以找寻。最近，著名的大型电器商店「YODOBASHI CAMERA」在秋叶
各种各样的 COMICS

原站开设了。
提起动漫街秋叶原的成名是在 2000
年，贩卖游戏软件商店的增加，卡通动漫
中人物玩具商店的开设，使得秋叶原作为
大型动漫街而出名。由于电器街的缘故使
得来此购物的客人已男性为主，因而，这
里的动漫商店内的商品也是主要针对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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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为中心的。另外，最近秋叶原还开设
了一些女服务员打扮成保姆的样子接待顾

客（把顾客当作自己的主人）的咖啡厅和酒吧，以体验与众不同的感觉为目的，深受男顾客
的喜爱。
东京池袋乙女路
东京池袋乙女路是在 JR 地铁池袋站东口出来步行 10 分钟的地方。在这里聚集着“动漫
池袋总店（ANIMATE）”，“池袋喜剧馆（KBOOKS.COMIC）”，还有专门针对女性爱好者的漫画书
和动漫玩具店等 6 家场所。相对秋叶原动漫街以男顾客为主，池袋乙女路则主要为女性顾客
而服务，因此，这里的街道在动漫界里也是赫赫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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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百老汇大街
因收藏中古时期漫画而闻名的商店街被称为“中野百老汇大街”。这里不单单是商业大厦，
在大楼的低层中被作为商场，因此也称
为“大厦中的商店街”。此座大楼建造于
1966 年，当时社会各界名人纷纷入住在
此，类似现在东京的六本木大厦、表参
道大厦等当今最新场所。
在这里，汇集了以动漫画为主的玩
具、食品、音响器材等丰富多样的商品。
总之，中野百老汇大街是深受全国各地、
甚至全世界动漫爱好者喜爱的地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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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中还有食品、衣服等生活用品，
价廉物美，是购物的绝佳场所。

当然，除了动漫的商品贩卖外，还为动漫爱好者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动漫观光设施，
这里有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工作模拟室、还有东京动漫中心、松户万代博物馆等都是不可错过
的参观之处哦！

○相关日本动漫设施
·三鹰之森吉卜利美术馆
三鹰吉卜利美术馆位于东京都三鹰市，这里是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一手打造的“王国”，
亦是成千上万动漫爱好迷们的天堂。绿色的铁牌是美术馆的招牌，生机勃勃的树木簇拥着，
正如动画片一样，这里也充满了梦幻的色彩。美术馆整体的外观色彩鲜艳，造型别致，看
上去就是童话里的梦幻家园。
除了给人娱乐之外，这里还展示动漫画制造的过程，创造者的工作室等等，让人欣赏之
余不禁感叹天才动漫家的想象力和努力。三鹰吉卜利美术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动漫迷们，
观光客们的喜爱。
场所：

东京都三鹰市 JR 三鹰地铁站有专用接送车。

开放时间： AM10：00～PM18：00（星期二休息）
门票费：

1000 日元（相当于 70 元 RMB，需要预约。）

展示内容： 以宫崎骏作品为主
·东京动漫中心
东京动漫中心开设于今年 3 月份，位于动漫之街--东京秋叶原地区内。在该馆内，主要
以举办各式各样的动漫活动为主，还可体验后期录音、购买相关动漫物品等，是一所综合
的动漫场所。另外，这里还发布日本各地动漫设施、动漫活动的信息。
场所：

东京都 秋叶原（JR 秋叶原地铁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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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AM11：00～PM19：00（年终无休）
门票费：

免费（如体验后期录音需收费）

·松户万代博物馆
松户万代博物馆位于千叶县松户市，是一所综合的娱乐场所，这里有动漫人物的展示、
还可扮演动漫人物表演。当然，也少不了动漫玩具等可向游客销售，除此以外，还开设了
钢之炼金术士
玩具医院等。
场所：

千叶县松户市（JR 松户地铁站）

开放时间：AM11：00～PM18：00（年终无休）
门票费：

免费（除一小部分收费外）

展示内容： 万代的动漫人物
当然，除以上介绍的三处动漫地带以外，日本各地还有许多惹人喜爱的动漫场所，我们
在这里卖个关子，等着您亲自去日本惊喜一番（更多场所请看附件罗列表）。

○日本动漫活动
·日本东京动漫展
日本东京动漫展应广大世界各地动漫迷的呼应，更为振兴日本动漫产业和蓬勃动漫事业，
每年会在东京隆重举行，这是聚集世界各地动漫爱好者和动漫产业相关人士而展开的盛大聚
会。自 2002 年举办第一届开始，至今年 2006 年 3 月份止已举办过 5 届。
在今年第五届动漫展中，有适合孩子至大人（各个年龄层次）欢娱的各式各样活动，如
「商品展览会」、海内外动漫创作家争夺的「东京动漫奖」、
「动漫座谈会」等等；可以说此次
动漫展之盛况是史无前例的。
日本动漫之游到这里我们要接近尾声了，大家是否意犹未尽呢？那么还等什么，去日本
亲自体验一下动漫带给人们的乐趣吧！

◆照片版权所有: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JNTO），如需使用请和我们联系！
★ 更多信息尽在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 JNTO 上海观光宣传事务所，欢迎来电咨询和索取最新日本
旅游动态和有关照片。
★ 如在贵刊上登载，请注明资料、图片由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提供的字样，邮寄二份或告知我事务
所，非常感谢！
联系方式：
日本国际观光振兴机构 JNTO 上海观光宣传事务所
电话：21-5466-2808/2868 传真：21-5466-2818
联系人：成
敏 （Ms） cheng_min@jntosha.cn 远藤麻衣子（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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