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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八哥”之父
鲍勃·吉文斯去世

据报道，定义了“兔八哥”形象的著
名动画人鲍勃·吉文斯于12月14日去
世，享年99岁。她的女儿证实父亲因
急性呼吸衰竭在美国伯班克去世。

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吉文
斯曾为迪士尼、华纳兄弟、汉纳巴伯拉
动画等知名公司制作动画。1937年，
他开始在迪士尼公司作为动画校对人
参与唐老鸭和白雪公主卡通的制作。
1940年，他转投华纳兄弟，就是在那
里，他重新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后来
这个名为“兔八哥”的卡通形象享誉全
球。

根据《动画杂志》记载，“吉文斯人
生中最重要时刻在1940年来临，那时
候他被要求审核一个新的卡通形象设
计——一个对于谐趣卡通来说‘过于可
爱’的灰色兔兔”，吉文思觉得这个兔兔

“太可爱而不够狡黠、且更像穿着兔子
服的达菲鸭”，他改变了兔八哥的草稿，
使它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可爱、
活泼又不失精明的样子。

另外，吉文斯还参与过猫和老鼠、
唐老鸭、鼠来宝、大力水手等动画形象
的设计。其女儿透露：美国动画工会将
在2018年2月10日播出纪念他的特
别节目。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昨日，书法家林邦德的新书《丁
酉降》首发式在五一广场举行。这可以说是林邦德的一本自
传，书中，林邦德通过回顾自己一个甲子的经历，真实地记叙
了他从放羊少年到文艺青年，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普
通书法爱好者到书法家的人生经历。

林邦德1957年10月出生于宁海，现为宁波大学艺术学
院美术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曾入选

“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精品展”等大型展览，还曾获文化部
“群星奖”、宁波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荣誉。在
《丁酉降》中，林邦德用散文笔调叙述了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困
苦、趣闻轶事以及努力奋斗后取得的成功与喜悦，全面讲述了
其艺术历程和艺术感悟，文字生动、情感真切，字里行间流淌
着感恩，透露着人生的哲理。全书分“我的家”“年少时”“喜文
艺”“好书画”“当教师”“教书法”“重养生”“冠庄人”等章节。

在首发式后举行的“聚焦林邦德书法人生”研讨会上，书
法家陈启元认为，一个人书风的形成，除了师承、修养、见识
之外，生活的经历特别重要，“林邦德的书法个性非常强，看
了他的书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后，发现其书法和人生经历是
一致的。因此人要在逆境中奋力前行，才会有质感的生命。”
市文联党组书记王晓勇评价《丁酉降》是一部励志创业的生
动之作、慈孝尚德的典范之作、艺术素养的启示之作。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马程成）系列动画片《超
级飞侠》覆盖了全球50多家主流儿童频道以及我国的四大
网络播放平台，让超级飞侠成了孩子们喜爱的动漫偶像。如
今，一部全新的超级飞侠舞台剧《小爱的奇幻旅程》将于12
月30日亮相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给小朋友们演绎一个有
关亲情与成长的冒险故事。

《小爱的奇幻旅程》讲述了在风光明媚的夏威夷群岛上，
小红和家人在度假时意外走散，救援飞侠小爱与乐迪、多多
一起踏上了寻找小红爸妈的旅程。观众不仅可以随着剧情
游历夏威夷、希腊、埃及等地的异域风情，还能和剧中人物一
起开口说外语，体验各国文化等。

亲子舞台剧《小爱的奇幻旅程》的主创团队来自台湾。
该剧将通过绚丽的舞台变化、美轮美奂的灯光，让观众瞬间
进入剧情。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节目单被设计成登机证任务
卡的样式，让小朋友们拿到节目单后，感觉仿佛要搭乘一趟
刺激、有趣又惊奇的旅程，观众席就是即将起飞的飞机座位。

讲一个放羊少年成长为书法家的人生经历

林邦德新书《丁酉降》首发

“超级飞侠”有了舞台剧版

《小爱的奇幻旅程》来甬贺岁

《小爱的奇幻旅程》剧照

林邦德在新书首发式上接受采访。
记者 周建平 摄

兔八哥和鲍勃·吉文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