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给一起创造梦想的人—Dedicated to those who made our dreams come true.

2000 -2020



感谢你们 Thanks to you all



20 years ago, we set out to build a dream and an industry.  20 years now, we 
accomplished what we set out to do.  Together as a team, not a company, 
we have shaped, built and lead th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n Asia.

I am happy that we have come back together one more time after 20 years.  
Let keep the dream alive.

20年前，我们着手打造梦想和行业。 20年过去，我们完成了当初的目标。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
而非一家公司，共同塑造、构建并领导了亚洲的数字媒体若产业的发展。

我很高兴20年后我们再次聚首一堂。让梦想永存。

2000-2020 Happy 20th Anniversary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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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年感言--

光辉岁月

有你们才有20年后今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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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年感言--

Mr. Anthony F. Neoh 梁定邦

《魔比斯环》主席

光辉岁月

20年前,  Jean Giraud Moebius通过概念图开始了“魔比斯
環”的前期制作。全功能电脑产生图像的高清电影配合中英文
对话本, 于2004年完成制作,  2006年在中国上映, 这是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部CGI全功能电影。从前期制作到后期制作, 包括郁郁
葱葱的交响乐和合唱音乐的制作, 作为密切参与电影制作的制作
人之一, 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魔比斯环”不仅仅是一部故事片, 
更是我的弟弟Raymond构想的愿景核心, 为我们的国家建立产
业。
电影开始制作时, 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CGI艺术家, 没有人知道

如何制作一套完整的CGI电影。所以，这是一项巨大, 并且集合
艺术, 技术和组织要素的挑战。我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前期
制作的同时, 亦在深圳成立了一所培训数百名CGI艺术家的培训
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时, 学校附属的工作室已开始聘请他们制
作电影。 21世纪初期的计算机科技比现时的技术低几陪级别。
为令电影能够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 所有参与的CGI艺术家必须
得到一套完整的制作系统的支持, 而这个系统是从头开始创建
的。完成此操作后, 该系统可以制作模型, 并将其动画化为逼真
的动作、创建集合、操控相机角度、制作合适的灯光效果, 并配
合对话、声音效果和音乐, 将所有部分合成到成千上万个单独的
框架中。事实证明了市场上可购的计算机软件需要这项工作, 因
此, 只要完成多项内部软件开发工作, 才能完成一套完整的电
影。
毕业于培训学校的艺术家, 以及参与制作的CGI科学家和技术人
员有独一无二的机会, 在CGI历史上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中历练, 
犹如一场大火的洗礼。他们是中国第一批CGI艺术家、科学家和
技术人员。从“魔比斯环“的制作获得的经验中, 他们继续做伟
大的工作, 建立了今天的中国CGI行业。

中国香港

20 years ago, preproduction work began on “Thru the Moebius Strip” with conceptual drawings by Jean Giraud Moebius. The full

feature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 in HD movie was completed in 2004 with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dialogue and was cinematically

released in China in 2006. This was the first ever CGI full feature length movie produced in China. As one of the producers close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vie, from preproduction to post production includ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lush symphonic and choral music, this

was one of the proud achievements of my life. But “Thru the Moebius Strip” is much more than a feature film. It is the centerpiece of a

vision conceived by Raymond, my youngest brother, to build an industry for our country.

When work started on the movie, there were only a handful of CGI artists in China. No one knew how to make a full feature

length CGI movie. It was a monumental artistic,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 While the preproduction proceeded in California,

USA, a school for training CGI artists was started in Shenzhen to train the hundreds of artists who would be needed to make the movie.

When the first batch graduated, a studio annexed to the school was started to employ them for making the movie. Computer technolog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was many orders of magnitude below the capability of the present. To make a movie that tells a

compelling story, the CGI artists involved had to be supported by a complete production system that had to be created from scratch. When

this was completed, this system could produce models and animate them to lifelike movements, create sets, manipulate camera angles,

produce appropriate lighting, and compositing all of that into many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frames to be stored for synchronization with

dialogue, sound effects and music. The computer software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proved wanting for the task, and much in-house software

development had to be undertaken to complete the movie.

The artists who graduated from the training school and the CGI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had the

unique opportunity of cutting their teeth in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jects in CGI history.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They were the first

major cohort of CGI artists and CGI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in China. From the experience gained through the making of Thru the

Moebius Strip, they went on to do great things, and built the CGI industry of China today.

Tony Neoh

20th Anniversary



20周年感言--

Mr. Raymond D. Neoh 梁定雄

《魔比斯环》总制片

2000年建立中国首家CG学院IDMT,培养专业人才;
2006年耗资1.3亿, 汇集400余名动画精英精心打造中
国首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魔比斯环》三维动画电
影。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承载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精神, 
蒙以养正培育行业, 一切都是美好的印记。
时光流转, 仍心向阳光, 一种永不停歇的追求。
因为这种创造方能梦想犹在。
有你们才有20年后今日的我们！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动画主管

《魔比斯环》献给了魔比斯, 这是唯一一部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电影。 我们永远感谢他帮助中国启动CG动
漫产业。
。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Thru The Moebius Strip”is dedicate 
to Moebius and it is the only movie that 
bear his name.  We, forever grateful to 
him to help jump started the CG 
animation industry in China.

Ray Neoh

法国

个人简介：

Jean Giraud “Moebius”



20周年感言--Thoughts

Arne Wong

Co-producer 联合制作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Jean “Moebius” Giraud and I hatched a plan in 1982 to make an animated 
feature film after we met working together on “Tron”. It was to be called 
“Internal Transfer”, and we pitched our story presentation to Disney, but the 
new regime didn’t know who Moebius was nor understood his esoteric 
metaphysical content. It was too far ahead of its time. So, it sat on the shelf 
for another 15 years until I met Raymond in 1997. His business card read 
“Evangelist”; I knew he had the vision to bring Moebius’ art to the silver 
screen. Ray and his brother Tony Neoh put together an amazing business 
package, which included financing the feature fil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digital animation studio, spearheading the future of computer digital 
imagery in China. 

Once we established the new story idea which was now called “Thru The 
Moebius Strip”, my role was to set up the pre-production facility in Los 
Angeles. Jean “Moebius” served as concept designer and art director. I 
organized the storyboard dept. and supervised the storyboards and props 
that would set the tone for our animation team in Hong Kong, who would 
later relocate to Shenzhen, China, where the production studio was being 
built. 

It was crucial that Jean had his eyes and hands on all the pre-production art 
needed to jumpstart the China production team. It was my job was to keep 
Jean on track and on time, and make sure the pre-production team 
completed all the work needed.

Having a Moebius movie made by hundreds of inspired young artists, who 
traveled from the U.S., Hong Kong, and across the vast country of China to 
work on this project, was a brilliant plan on Ray’s part. Jean and I felt lucky 
and fortunate to be a part of history in the making: A Moebius animated film 
produced in China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uture of digital arts technology 
that has encompassed not only China, but the world. 

美国,夏威夷

魔比斯和我在 1982 年计划在继“Tron”的合作后制作一部动画長片。它被称为
"内部转移"（“Internal Transfer”），我们向迪士尼推销我们的故事，但新政
权不知道谁是魔比斯，亦不明白其深奥而抽象的内容。由於它在当时太超前
了，所以15年期间没人问津，直到我在1997年遇见Raymond。他的名片上写
着"传道人"，我知道他有能力和远见，把魔比斯的艺术搬上大银幕。
Raymond和他的哥哥 Tony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计划，其中包括为动画
長片融资和建设第一个数字动画工作室，引领中国计算机数字图像的未来.

当我们订立了新的故事大纲（现称为"魔比斯环"），我的角色是在洛杉矶建
立前期制作设施，魔比斯担任概念设计师和艺术总监。我负责组织故事板部
门，并监督故事板和道具，这些故事板和道具为我们在香港的动画团队定下
基调，他们后来迁往深圳建设制作工作室。

关键是魔比斯有所有前期制作艺术需要的眼光和画工，以启动在中国的制作
团队。我的工作是让魔比斯按时保持进度，并确保前期制作团队完成所需的
工作。

拥有一部由数百名来自美国、香港和整个中国、受启发的年轻艺术家制作的
魔比斯电影，是Raymond的一个精彩计划。魔比斯和我感到幸运，能够成为
动画制作历史的一部分：一部在中国制作的魔比斯动画长片，它不但为中国，
更为世界数字艺术科技的未来做出了贡献。

。



20周年感言--Thoughts Glenn Chaika

《魔比斯环》 导演

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Thru the Moebius Strip was an incredible 
journey for me as the Director of this very 
special CG film.  I remember how one of the 
Executive Producers, David Kirschner, had first 
told me about it.  Then I met with Ray Neoh 
who originally brought the project into his 
studio located in Shenzhen, China.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it I felt this has to be done.  
From what Tony, Ray and David were telling 
me. How grand and epic the visuals would be 
along with the story based on what Jean 
“Moebius” Giraud had created.  To be able to 
take the audience on this incredible thrill ride.  
What also made it special was how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CG film made in 
China.  What an honor.  For us all.  I was 
blessed too with an incredible team of talented 
artists who worked tirelessly at the studio to 
bring this special film to life”. 

Director

个人简介：

“作为这部非常特别的 CG 电影的导演，《魔比斯环》于我而言是一段不可思议的
旅程。我记得执行制片人之一的David Kirschner大卫·基什内尔最初告诉我这项制
作。然后，我会见了最初把这个项目带到位于中国深圳工作室的Ray Neoh。 当
我第一次听这个制作项目时，我觉得必须这么做。 Tony, Ray和David告诉我，如
何基于魔比斯创造的故事，创作带来宏大和史诗般视觉的故事，能够带给观众这
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刺激之旅。令其更特别的是，它是中国第一部CG电影。多么
荣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亦有幸拥有一支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团队，他们
不知疲倦地在工作室工作，使这部特别的电影得以面世。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公司秘書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二十年前, 梁定邦和梁定雄先生, 梁氏兄弟。 在2000年, 
兄弟俩为制作其首批数字电影《穿魔比斯環》打下了基
础,并由此建立并发展了由梁氏兄弟创立的“IDMT”, 成
为亚洲数字内容的领导者。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零开始, 在深圳成立了培训学校, 
汇聚了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潜在图形艺术家和工程师, 这
不仅是电影制作所必需的, 更重要的是将“计算机图形”
建设为一个行业, 以促进科学发展。生活质量要好得多。

我于2001年应聘加入该家族, 担任该团队的管理职务, 该
团队拥有600多名不同级别和专业知识的员工。不仅兄弟
俩将梦想变为现实, 但他们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决心和激情
使影片的制作成功。这部电影的制作和上映都没有浪费任
何时间和精力, 并且在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奉献精神的
帮助下, 影片的制作和制作都在梁氏兄弟的严格监督下完
成。当今数字内容行业的不断发展证明了梁氏兄弟的远。
有了决心, 一切皆有可能, 这是我从 梁氏兄弟那里获得的
生活指南。毫无疑问, 梁氏兄弟该行业的经验和领导才能
会回响20年前的事情。是的, 再做一次-一次还不够。

中国香港

Amelia Mak Lai Yu 麥麗如

Twenty years ago Anthony and Raymond Neoh ‘the Neoh’s brother’ started to put their dreams into 
reality. In 2000 the brother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its pioneer digital film ‘Thru The 
Moebius Strip’ and through which to set up and develop ‘Institute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founded by the Neoh’s brother as the leader in digital content in Asia.

It was a mammoth task. From scratch a training school was set up in Shenzhen to bring together 
potential graphic artists and engineer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necessary not only for 
production of the film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build “computer graphic” into an industry to promot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bringing about a much better quality of living. 

I was recruited to join the family in 2001 to take managerial role of the group which has a staff size of 
over 600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expertise.  I was impressed by the devotion not only in the brothers in 
walking their dream into reality but what struck me was the determination and passions of the students 
and crew into bring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lm to success.  No time and efforts were wasted over the 
production and with the unfailing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the crew and under stringent 
supervisions of the Neoh’s brother the film was completed and launched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today proves the Neoh’s brother foresight and vision. With 
determination nothing is impossible-a guide in life I earned from the Neoh’s brothers. What happened 
20 years ago will no doubt be echoed through the Neoh’s brother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dustry. Yes do it again one more time - once is just not enough.



20周年感言--

詹敏

《魔比斯环》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前, 一帮懵里懵懂的伙伴, 为了同一个梦

想走到一起来了, 于是成就了今天……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动画主管

光辉岁月

恩·肯尼迪的想法
为了追求伟大的事物, 必须先开始一段旅程。
九十年代后期, 中国体验了由皮克斯（Pixar）
在1995年率先制作的CG动画电影先进的技术,
整个世界都惊叹不已, 这个新兴产业触发了年
轻人和企業家的梦想。
”魔比斯环”为当时经验和技术落后多年的国
家奠定了CG动画产业的发展基础。从著名艺
术家魔比斯（Jean Giraud）的创意出发, 再加
上梁氏兄弟的热情和毅力, 一个新兴的行业便
诞生了。梁氏兄弟的态度是除非落水否則不会
学会游泳。
我和電影特效、动画行业的专业人士一起踏上
了这一伟大历程, 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年
轻人和艺术家制作了中国首部CG电影。 从这
些卑微的开始, 催生了一个备受全世界关注的
产业。

美国

20th Anniversary

Wayne Kennedy

To aspire for something great you must first begin the journey. In the late nineties, China had watched 
the virtuoso advancement of fully computer-animated movies, spearheaded by Pixar in 1995.

The whole world marveled, and possibilities of a new industry inspired the minds of both the young 
and the enterprising. “Thru The Mobius Strip” was truly an instrumental foundation building 
endeavor for a country that at that time, was years behind in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creative mind of the renowned artist Jean Giraud, and the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of brothers 
Raymond and Anthony Neoh, an industry was born, with the attitude that you cannot learn how to 
swim unless you get wet. I, and othe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from visual effects and animation, 
embarked on this grand adventure, working alongside young and dedicated artists from all over China 
to produce the country's first ever CG movie. From these humble beginnings spawned a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is taking notice.

Wayne Kennedy has cultivated and forged a wide-spanning slate of credits and expertise 
through his various experiences working in film, visual effects, animation and games. He led 
the model assets department and spearheaded the pre-production direction of the Moebius 
film..



20周年感言--

Kelvin Lee  李世民

《魔比斯环》 动画主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Kelvin passed away a few years ago.  
But his memory is always stay in our 
heart.
Kelvin 几年前去世了。 但他的记忆永远
留在我们心中。

Ray Neoh

中国

个人简介：

A native son of Hong Kong, and an established Animator 
on many Hollywood blockbusters, Kelvin Lee (Lee Sai Man) 
was a pioneer who embraced the challenge of Animation 
Director for China's first CG animated movie. He led by 
example, and embodied the brilliance of Moebius' vision.



20周年感言--

曹辉

《魔比斯环》 副制作总监

从环球数码成立, 20年来经历了《魔比斯环》
从前期创作, 生产制作、后期录制以及宣传
发行的全过程, 从制作始发, 从事生产管理以
及公司管理, 沉甸几代人的心血与付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同样也是中国CG电影的历史, 
一群行业的拓荒者彼此支撑经历风雨, 留下一部空前之
作, 每个人微小的付出聚沙成塔, 都是历史不可抹灭的光
环。从创立者的高瞻远瞩, 到一拔拔前赴后继的年轻人, 
让《魔比斯环》傲然屹立, 它带来了一个行业的兴起, 一
个产业的诞生, 一群有理想的人的聚集, 即便是离开也深
深地留下了烙印和爱拼的顽强。大家的参与为这个行业
留下了丰富的土壤, 滋养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新CG时
代！感恩每一位一起陪伴走过的人！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Sophia Zhu 朱嘉华

《魔比斯环》制片人助理

2001年加入中国首家CG学院IDMT, 參與三维动画
电影、电視制作。
现任司知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客户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青葱岁月！
最让人敬畏的奋斗精神！
最让人难忘的同事情谊！
《魔比斯环》修建了中国CG电影制作的康庄
大道。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Tammy 楊穎汶

《魔比斯环》 市場
產品

特許經營權主管

開拓市場, 產品設計, 参加外地電影展。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前,  Thru the Moebius Strip 出自於一位
法國著名漫畫家 Jean Giraud (Moebius) 手筆,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全CG動畫電影, 這也是我
們中國大陸文化產業零的突破, 打造出新的里程
碑, 真是我們身為中國人的一份光榮及驕傲, 畢
生難忘。這套電影在2005年5月在第58屆康城
電影節上試映, 也獲得第25屆金雞百花獎的最
佳美術片提名, 於2006年8月4日更在全中國大
銀幕上映, 簡直是圓滿。在此真的要衷心多謝梁
定邦先生及梁定雄先生創造 IDMT、GDC 及
GDC Tech , 在全國招生及培訓CG人才, 培訓後
再聘用我們的畢業生, 創造一班人才, 帶領一班
年青進入CG文化產業的世界。我最榮幸就是能
夠和一班有熱誠的年青人一同追尋夢想, 大家有
如兄弟姊妹一樣互相扶持, 感激你們每一位陪伴
我一同成長。 珍惜共同渡過的每1分每1秒, 我
愛你們❤️祝願大家前程錦繡, 身體健康。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姜辉

资深动画行业从业者,  2005年联合创立高路动画,  
2010年创立星乐影业, 期间制片、引进、发行二十

多部动画电影, 2016年创立友梦影业。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这个团队和项目对中国动画行业的意义
太大了。我个人什么都没有贡献过。

十五年前还只是和IDMT合作培训,真的

特别感谢Raymond 能带我入行。

友梦影业总裁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周迅

《魔比斯环》 动画小组长

大千阳光动画导演。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CG生涯, 非常感恩。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肖勇

《魔比斯环》角色动画师
副制作总监

深圳环球数码总经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代表艺术梦想和科技追求！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明

《魔比斯环》 艺术导演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师、编剧、导演。担任第
16届广州亚运会体育展示音视频内容和现场表演总导演, 上海世
博会《清明上河图》和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音视频内容创意总监。
深圳环球数码影视公司创意总监、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副总裁和
万达文化旅游规划院艺术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梁定邦先生和梁定雄先生！环球数码的

兄弟姐妹, 手足情深！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黄秀明

《魔比斯环》 财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二十年前CG行业从无到有的技术、人才, 前
途艰难能继续走过二十年是凭着一份执念之

心, 《魔比斯环》引领CG行业。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吴泓琏

《魔比斯环》场景道具部门监督

四川弘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创意产业联盟·动漫专委会主任;
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前, 踏出校门, 挥洒青春, 全心投入
《魔比斯环》— 中国三维CG动画电影奠

基之作。 20年后, 继往开来, 继续中国原创

动漫IP开发运营探索之路。 在此与所有一

起为《魔比斯环》辛勤付出的环球数码老

同事一起共勉, 不忘初心！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彬杰

《魔比斯环》特效师

动画导演, 漫画监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动画片不只是说故事, 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推广美学认知。由
于动画载体的受众大量在青少年群体之中, 所以动画艺术在
观众的美学认知形成阶段会造成巨大影响。所谓文化强国,
其实也是思想素质强国。把握住这一脉络, 推广动画文化的
事才能事半功倍。征途漫漫, 二十年的坦途逐渐总结出一条
国产动画创作经验：传统的东西不时髦就流传不出去, 时髦
的东西不传统就沉淀不下来。做能沉淀又能流传的动画, 将
是新一代动画人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晴宁

二期学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间如白驹过隙，再回首时，当初那群聚集在未名湖畔的
青年们已然散落各地，向上生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中
国的CG行业发挥力量。《魔比斯环》是一个行业工业化的
起点，更是串起IDMT人一根纽带，无论何时重聚时，凭
添几分亲切。



20周年感言--

梁跃红

《魔比斯环》 数据库技术员

原IDMT数据库技术员, 
现黑屋文化制片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最难得的是还有一份热情在坚持, 感谢带路

人--Raymond。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郭华

《魔比斯环》剪辑主管

IDMT第一期培训后, 接着工作9年；
后来去了GDC－tech等其他公司工
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最好的年华、最大的热情都在那里了。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吴成五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师

江西情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经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入行就参与了国内第一部三维动画大电影, 并一直坚
持动画行业至今, 算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动画行业的发展,
虽然本片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但奠定了中国三维动画行业
的基础, 现今各大动画电影也都能看到当初IDMT团队的
身影, 印证了环球数码的组织使命：“我们是当今科技及
产业的开拓者。征途漫漫, 困难重重, 我们将披荆斩棘, 勇
往直前。我们深信, 人才的培养和今日的努力, 就是我们
的未来。 ……”

中国南昌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何立強

《魔比斯环》 前期製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謝謝何立強
跟我們設計這個封面
很多魔比斯環場景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Ray Neoh

西安美術學院



20周年感言--

陈成就

《魔比斯环》灯光材质师

IDMT三期3班的学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IDMT , 感谢《摩比斯环》让我认识很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摩比斯环》是中国cg界浓墨重彩的一
笔。项目培养出大量的专业人才！IDMT 是

中国cg界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杨健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师

动画行业从业十六载, 苦辣酸甜各滋味, 不忘初心, 
我心依旧, 虽逢不惑之年, 还抱动画大电影之梦, 仍
有不死之心。依然在同事眼里戏称的被动画耽误的
男高音,乘着技术和艺术的翅膀在歌声中挣扎着飞翔。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从历经艰辛的创作制作到上映虽然已过去许多年, 但看到魔比斯
环20周年纪念海报的一刹那, 却依然激动不已, 作为本部培训三
期留到制作部的学员和学长们一起摸爬滚打并肩作战欢喜有忧, 
虽然没有看到相应的商业回报, 但却开创了中国三维动画史上多
方面新的里程, 悲壮中有些许宽慰。曾今看到一则评论感慨由
然：“ 魔比斯环生不逢时, 没有赶上中国电影的好时候, 在如今
电影市场这么好的情况下是个烂片也能混上几亿票房的时代, 只
能怪出品太早, ” 谁说不是呢？无论怎样, 以往鉴来, 莫道沧桑
晚, 为霞尚满天！真希望有机会能再和参与过魔比斯环的兄弟姐
妹们集结一起挥起鼠标开启新征程, 画写新篇章！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谭美德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师

2000加入环球数码公司。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电影魔比斯环就像自己的宝宝一样, 从脚本
到测试, 到制作, 到最终的上映, 和公司里的
同事就像兄弟姐妹, 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
雨, 克服了很多困难, 也让我们一起成长起

来。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孟靖忞

《魔比斯环》培训部导师
制作部Rigging

好未来产品视觉设计制作负责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是中国动画电影开创之作,
拉开了中国CG行业的序幕, 承载了最好
梦想与执着, 20年犹如昨天, 不忘初心,
祝愿伙伴们身体安康, 前程似锦！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王怿奇

《魔比斯环》 合成师

上海福煦影视文化投资公司, 后期总
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 一代的时间。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
数字动画成长, 环球数码的基因已写入中国
动画的基因里, 并一直传下去。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梁朗培

《魔比斯环》 绑定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光如梭, 少年不再；
初心不改, 童心未泯；
业于其中, 存于其成；
个中苦乐, 同体同情；
一日三餐, 缘自于技；
感恩先生, 创立平台；
入行于始, 成长二十年！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3Ｄ场景组组长

环球数码第二期学员, 在环球工作四年。
2004年成立深圳市固有色数码技术有限
公司至今。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对于我而言是感恩的, 在这里认识
全国乃至全球做电影动画的一群好朋友！

拥有着非常深刻的工作经历影响至今。

中国深圳

骆俊



20周年感言--

庄伟珍

《魔比斯环》 财务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05年入职环球数码, 亲身经历魔比斯环

首映前前后后。庆幸自己的青春参与过环

球数码的岁月！祝福GDC, 祝IDMT20周年
生日快乐！

中国贵阳



20周年感言--

阮文輝

《魔比斯环》 动画部主管

丛书动画制作超過18年,
現在从事电影后期制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很高兴参与这个 Moebius Project, 
有幸遇到 Jean Moebius。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何錫蔭

IDMT 尚在醞釀階段已經存在的一個人

物。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經歷了多個魔比斯環前期工作的籌組及創作的會議。回
首由梁先生提出這個電影概念那一刻到現在，原來已經
20個寒暑。在這個過程間經歷的一切一切，認識了一個
個的朋友。當中有不少是美國的專業製作人，還有不少
今天已成為行業中翹楚的朋友。現在想來百感交集。畢
竟沒有魔比斯環，就沒有後來的中國三維動畫。而且
IDMT也成了中國動畫的一個搖籃。所有一切都要多謝兩
位梁先生（梁定邦先生和梁定雄先生），努力不懈地把
不可能變成可能。是他們及IDMT 所有人的努力，令中
國動畫走上能與西方一較高下的舞台。

中国东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梁晓智

《魔比斯环》 AIA 流程监控制作管理

现在是脱口秀表演者、喜剧编剧,

动漫策划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是青春期追寻理想的过程, 虽然每次网络搜
索相关, 都因为资料不多和评论相关有点遗憾, 但无碍在
自己所见证的历程和价值。 20周年之际, 当年同学同事, 
都有所成长, 环球数码历经多年亦取得优秀成绩, 希望
GDC能有更多让大家共聚和了解彼此的活动, 例如直播分
享、参观公司、联谊等线上线下活动, 让大家增进情谊, 
促进发展！祝老公司和同学同事们越來越好。

中国东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郭云钟

《魔比斯环》R&D

2002年在IDMT 的R&D部门任职, 在KC的领导下开发
灯光插件,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动画电影的制作, 非常开
心的一段时光。
目前是美国VES视觉效果工会成员, 在北京从事电影制
片人、视觉效果制片人等职务,继续在电影行业发展。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回首20年非常庆幸20年前的选择, IDMT给

了我不可或缺的行业经验, 打开了我的国际

化视野。同时在IDMT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 获得技术与经验的同时, 也收获了

友谊。在IDMT的经历为我日后的发展不仅

提供了很多极具价值的专业技术储备还沉

淀了大量管理经验。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锐

深圳数虎图像股份有限公司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匆匆那些年！

中国深圳

《魔比斯环》技术部
渲染组



20周年感言--

千满胜

《魔比斯环》绑定师

1976年生, 祖籍河南焦作, 现居上海。
20年CG行业经验, 资深动画导演, 监制。熟悉影视动画制
作流程, 参与过众多动画项目的策划, 制作和管理工作。
传统艺术师从篆刻书画大家韩天衡先生。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02年参加IDMT第三期培训, 2003年留公司绑定
部门工作, 期间也曾借调参与《魔比斯环》群体动
画以及场景模型的搭建。在公司的学习和生产实践
磨炼, 奠定了这么多年在CG行业摸爬滚打的硬功, 
内功, 受益终生！非常感谢IDMT曾给了我们那么有
热情和活力的平台, 青春无悔, 因为有你——我们永
远的环球数码！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Wing Tam 譚詠旋

《魔比斯环》制片

2004年加入中国首家CG学院IDMT, 參與三维动画
电影、电視制作。
現職國際4A广告公司監製。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你们才有20年后今日的我们！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Harry Liu 刘峰

《魔比斯环》材质/灯光总监

1999年, 中央美术学院, 电脑美术工作室, 教师。
2000-2005年, 环球数码（IDMT） , 材质/灯光制作主管。

參與三维动画电影《魔比斯环》及电視制作。
2006年, 深圳中视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07年-2016年, 深圳数虎图像股份, 联合创始人。
2017年-至今,北京聚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IDMT）是中国CG先驱的摇

篮。
感谢这段闪光的岁月。期间的收获和经历,
让每一个亲历者受益终生！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Janas Lau 劉佩佩

《魔比斯环》制片助理

2003年加入中国首家CG学院IDMT, 參與三维动画
电影、电視制作。
現職自由插畫師。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你们才有20年后今日的我们！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盛龙

《魔比斯环》 合成主管
兼任后期主管

关键时候执著, 关键时刻果断, 临危时受命！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站在未来说历史！

中国福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沈娟

《魔比斯环》 合成师
培训老师

CG行业的一名老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非常有幸参与中国首部三维动画电影魔比斯
环的制作, 当时的团队精神至今使我受益。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吕勇

《魔比斯环》 合作伙伴

原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生命中所有灿烂,终将用寂寞来偿还”—

—《百年孤独》。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刘丽华

《魔比斯环》 模型师
动画师

2000年加入中国首家CG殿堂IDMT, 全程参
与中国首部3D动画电影《魔比斯环》制

作。之后一直在动画、游戏行业任职 。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爱上动画的人永远不会老。
感谢《魔比斯环》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遇, 让我
这个CG小白接触并从事动画游戏行业数年。作
为20年前IDMT的第一届毕业生, 能参与制作《魔
比斯环》很自豪！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 AIA

执着的CG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很遗憾未能去电影院观影魔比斯环！

中国广州

成弢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 网络组

执着的CG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梦想成真的奋斗20年，感谢环球数码提供
的事业平台，我们继续拓展做国际数字文
化科技创新生态、产业生态、事业生态。

中国广州

李劲松



20周年感言--
深圳元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互
联网IP孵化和投资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是中国CG动画电影的里程
碑，是我进入文创产业的起点，感恩致敬
当年的每一位老环球人！

中国深圳

张宝珠
《魔比斯环》制片



20周年感言--

郭磊

《魔比斯环》材质组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未忘初心。

中国北京



20周年感言--

《魔比斯环》后期合成师

一个好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这个电影把我带进动画行业！
时隔20年, 仍历历在目！

中国深圳

也是瓜



20周年感言--

冯潜

《魔比斯环》原画

目前在做游戏美术工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青春定格在这个城市、这个公司、 这个

影片里！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吴芳

《魔比斯环》材质组

第1期的学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朋友, 家人, 青春, 都在这部电影里, 个人
的成长都在电影的缩影里。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石雪梅

《魔比斯环》技术支持

IT女,  20年不间断为大家的制作
提供软硬件和网络支持。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人生中宝贵的20年啊, 愿环球人都越来
越好。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万寿龙

《魔比斯环》 技术指导（TD）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人生第一部参与的电影, 甚幸甚幸。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李宏

《魔比斯环》网络渲染技术支持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满满的回忆！

中国广东



20周年感言--

王从信

《魔比斯环》材质灯光部门
副leader

上海炫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技术未脱线的管理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愿余生是当年！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吴文辉

《魔比斯环》流程控制和制作管理

入行18年, 仍然对动画好奇如初！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 弹指一挥间, 曾经的我们, 都还好吗？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吴芃

《魔比斯环》灯光组长

目前在参与开发3D编程教育产品。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恩lDMT伴随我人生的成长！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孙广洋

《魔比斯环》后期合成师

上海极映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 动画先锋; 披荆斩棘, 终身难忘; 
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邹燚

《魔比斯环》动画师

动画电影《豆福传》导演;
动画电影《镖师虎墩》出品人监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动画路无怨无悔！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于亚慧

《魔比斯环》毛发布料解算

动画从业接近20年, 目前为项目制片。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光飞逝, 转眼间参与的第一部动画电影
《魔比斯环》已有20年, 非常怀念和曾经的
同事们一起为电影制作努力奋斗的那些日
子！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金龙

《魔比斯环》角色模型师

2000年加入IDMT ,  01年开始有幸参与到Moebius
项目的制作, 后又进入培训部, 培养了多届学生进入
生产部, 在IDMT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5年光阴。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一晃而过, IDMT的一部电影培养了无
数的中国CG精英, 也给我们的人生创造了
无限机会！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白杨

《魔比斯环》灯光材质

目前就职于腾讯Ai Lab。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谢谢环球给
我良好的基础和工作习惯！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鸣东

《魔比斯环》TD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第一份毕业后干的比较长的工作！

柬埔寨



20周年感言--

梁川

《魔比斯环》 模型师

环球数码第一期学员, 在环球数码工作

10年, 2012年加入四川弘耀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参与中国首部三维动画电影《魔比斯
环》制作, 继续努力前行！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芦晓梅

《魔比斯环》特效师

我是健康生活的代言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梦起航的地方！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蒋毅

《魔比斯环》概念设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梦的开始, 从此远航！

中国上海



20周年感言--

丁黎博

《魔比斯环》特效师

广州动觉奇想公司技术总监; 好莱坞外资数字制作公司制作总监;
水晶石影视传媒公司项目二部技术支持及制作部总监;
北京金海岸影业有限公司视效总监;未来新影集团副总裁;
北京未来新影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一晃二十年, 现在还在奋斗在电影的道路
上。目前在兰州拍摄一部自己投资的科幻

电影！加油！

中国兰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韩冰

《魔比斯环》灯光渲染合成

目前开展原创项目, 任公司副总经理、
运营总监、技术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我的青春！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罗晓星

《魔比斯环》灯光师

二十年动漫行业从业经验。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我的开始在这里！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蔡沂华

《魔比斯环》 材质模型师

喜欢尝试和感受不同的新鲜事物,
待人对事喜欢简简单单！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人生开始工作的第一公司, 有幸参与了这部
电影的材质和模型制作, 感慨青春不再, 一转
眼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乔文斌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师

2001年～2006年。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不知道说啥…… ！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刘浩东

《魔比斯环》 动画师

当过兵扛过枪, 当过官干过总, 

现在依旧曲线救国！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因为有你, 才有我对动画的了解和职业的生
涯！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阮宜扬

《魔比斯环》 二期教师
生产部动画组动画师

从环球数码开始与动画结下不解之
缘, 二十年过去了心中依然有个动画
梦！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最美好的五年青春留在了环球数码, 献给

了魔比斯环, 成为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祝福环球数码！

中国珠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梁剑波

《魔比斯环》 故事板主创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哈哈哈~那真是一段美好难忘的创作时光~
感谢IDMT！感谢这部电影！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刘晓清

《魔比斯环》 合成组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是和伙伴们一起
做魔比斯环的日子！

中国成都



20周年感言--

张剑锋

《魔比斯环》 动画师

CG动画从业者。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魔比斯环,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马新宇

《魔比斯环》 模型师

环球数码模型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 白驹过隙！

中国湛江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蔡婷

《魔比斯环》 前期设计
中期导演助理

91年从事2D动画制作, 十年后
转型3D动画制作的环球数码。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01年加入IDMT, 经历了整个电影过程, 
认识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和死党, 非常难忘

的回忆。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肖毅

《魔比斯环》 分镜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 白驹过隙, 弹指一瞬间, 笃行致远,
砥砺前行!

中国桂林



20周年感言--

冯挽澜

《魔比斯环》 流程管理

热爱动画的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怎么就嗞溜一下滑过了二十年？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苏伶俐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难忘的时光, 在IDMT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收获了爱人, 朋友, 感恩一切！

中国重庆



20周年感言--

伍云峰

《魔比斯环》 二维部场景设计

怪蜀黍一枚。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好快, 各位同事们都还好吗？！

中国韶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傅欣勇

《魔比斯环》 编辑室编导剪辑师

少年追梦赤子心, 
冷落长安话悲凉。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那不是一部电影
那是一次战争!
二十年前开创中国CG动画电影的战争。
那不是一个公司
那是一个战队!
一个影响并引领中国电影特技发展的战队。
无论今天多么牛逼的公司
诞生了多么牛逼的数字电影
也离不了那一批奠基者
虽然,我已退伍
但人生永不退却的依然是那颗骄傲的心
骄傲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那次为期创作六年的“战争”
我喜欢孤独
一个人可以在剪辑室做一星期
一个人可以在屋里“狂欢”几天
我有很多自己好玩的事情
我不寂寞
因为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们挂念和骄傲。
这就是一个人一辈子
创业虽已落败,
只因江湖基因修炼不够
我不想再成为打工者
是因为不想把今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上。
我只寻找创造者的价值，能自由的天马行空发挥想象思
维和实业生产制造, 为苍生造福。
目前还没想好做什么, 仍需继续修心～
人生就像做了一场美梦！

中国渭南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曹竞时

《魔比斯环》 特效组

现在在高校带动画专业… ;
怀念当时的老朋友们…… 。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周年了……当年在电影院一直坐到最后
看到自己的名字…现在带着一群学生, 告诉
他们, 要热爱生活, 只有热爱生活才能更好

的描述生活, 展现生活…… 。

中国哈尔滨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贺敏

《魔比斯环》 材质师

坚持了快二十年的多媒体
动漫内容设计和制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很高兴那么早能接触CG动画制作, 也
很高兴现在动画电影发展越来越好
啦！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蒋常青

《魔比斯环》 动画师

曾经的动画师, 动画培训师,
现在的户外培训师,户外健康管理专

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梦想开始的地方, 又承载另一个新的梦想！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鹏坤

《魔比斯环》 灯光材质组长

游戏行业从业人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二十年转眼已过, 在环球数码渡过的时光终
身难忘！

中国重庆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赵菁

《魔比斯环》 场景模型

IDMT三期学员, 为了一个做动画
电影的梦想走进了环球大家庭！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学生时代以后最美好和难忘的一段青葱岁
月, 在那里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 遇到了一
辈子的爱人, 也有了一辈子坚持的事业！

中国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张立琼

《魔比斯环》 网站编辑

文案老王子, 广告小机灵。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铁打的动画, 流水的动画青年。

中国广东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黄文彦

《魔比斯环》 行政专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在20年前参与了《魔比斯环》的制作
过程, 感恩！

中国珠海



20周年感言--

张春月

《魔比斯环》 制片

在CG行业中慢慢爬行, 哈哈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我为参与过这部片子的制作感到荣幸和自豪。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惊宇

《魔比斯环》 实习动画师

2003年去的深圳IDMT, 后面回川
后自己做了游戏外包公司到现在。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IDMT带我入行, 感谢我的组长、主管

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 有你们我才有现在的

事业。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梁晓艳

《魔比斯环》 行政主管

2001年—2005左右有幸在环球数
码任职, 积极参与了《魔比斯环》
的后勤保障工作！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为中国3D第一部电影的制作尽一份绵薄之
力而深感荣幸和骄傲！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吴梓桑

《魔比斯环》 灯光渲染合成

我制作了3Ｄ重制版哈。。。真是怀念。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基佬们好久不见！有机会再相见吧。。

中国佛山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郑海滨

《魔比斯环》 特效

IDMT第四期学员, 毕业后进入特效组参
与摩比斯环项目, 后期调到R&D组, 
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大学珠海学院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IDMT , 是IDMT让我有机会进入CG圈子, 
在IDMT遇到的人和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IDMT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占有不可取代的位
置。

中国中山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Azon Zhou 周琛

《魔比斯环》 动画主管

FLY导演监制工作坊：创始人
动画剧《三体》监制
动画剧《斗破苍穹》S2导演
动画剧《夜刑侠影》导演
VR电影《拳皇：命运》导演
动画电影《最终幻想：王者之剑》监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环球数码, 感谢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想念当年一起奋斗的小伙伴们。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上海



20周年感言--

失望牛肉丸

《魔比斯环》 材质组

在Jack一家重聚那个蘑菇林材质打

酱油好久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多谢蘑菇林！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明达

《魔比斯环》 角色模型师

完美鲲鹏制片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IDMT, 感谢魔比斯环, 感谢那时都还年
轻的小伙伴们！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直

《魔比斯环》 TD组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没想到一晃就过了20年了, 回想当年历历

在目, 真是感慨万千！

中国海口



20周年感言--

吴东君

《魔比斯环》 角色模型师

川美毕业, 喜欢3D动画, 喜欢摄影, 乐活
轻创业, 专职宝爸, 持续收入倡导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一晃20年过去了, 从踏入深圳环球数码IDMT
大门那一步起, 让青春燃烧在中国三维动画行
业里, 如今年过40, 回头来看曾今的那段经历, 

依然是历历在目, 愿IDMT越来越好。

中国四川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钟俊英

《魔比斯环》 AIA

你交托的任务, 使命必达。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让大多数参与者打下坚定的基石, 

期待第二套、第三套的诞生。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龙亚非

《魔比斯环》 动画

退伍兵。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好快！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朱晨鑫

《魔比斯环》 培训部

动画组后转培训部, 再励志做导演, 
考取中国美术学院, 后留校做。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18年, 最好的时光, 文山湖餐厅的拉面到每

天熬夜的桂庙。

中国杭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蕾

《魔比斯环》 PA

二期学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岁月如梭, 感觉和一群同事们加班还发生在

昨天一样。一转眼就过去了20年了。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韩冰

《魔比斯环》 灯光合成

目前原创项目, 公司副总经理, 运营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我的青春我的梦。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冯尹华君

《魔比斯环》 执行制片

从美国上完高中和学士后, 环球数码是我的第
一份工作。从做英文翻译到慢慢一步步成为
执行制片, 甚至后续陈征主席告知我成为环球
数码创意最年轻股东, 环球对我意义非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对于我个人以及我事业路径的塑
造、影响, 意义非凡！

加拿大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张昊女

《魔比斯环》 角色建模师

平面设计师/角色建模师/房地产职
业经理人, 跨行业的体验者。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曾为制作团队的一员, 中国CG加油！

中国东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王科

《魔比斯环》灯光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前, 参与电影制作的那些日日夜夜, 至今
仍时常让我回想。怀念那时的我们, 怀念那段

美好的时光。

中国大连



20周年感言--

陈铭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

任职十月文化制作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人生事业的起点, 20年后没有改变, 依然还在

做动画电影。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卢勇

《魔比斯环》 培训部教师

普普通通。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日光如梭, 大伙还好吗？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米晓林

《魔比斯环》 特效组长

这就不用了吧？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一场雄心勃勃的实验, 为中国CG产业的技术
进步奠基。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暗已不在

《魔比斯环》 实习解算师

二期学员。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往事不堪回首, 历历在目, 砥砺前行。

中国苏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绮云

《魔比斯环》 AIA

喜欢动漫如愿进入动漫的大小孩。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一起讨论, 追着填表, 不断重复看镜头, 一起
加班, 一起打机, 一起66, 一起玩耍, 就像昨

天发生的事一样。感激自己的任性, 感激有
你们一起的日子。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陶凯

《魔比斯环》 剪辑

老同事一枚。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难忘那些年。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何菲

《魔比斯环》 培训部讲师

2002年担任环球数码培训部（深圳）技术讲师, 2009
年于上海文广集团下属幻维数码公司培训学校负责
人；
2013年创立上海时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承接影视动画
项目, 开发出了儿童教育AR产品, 儿童Steam动画课
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多年来一直坚持CG梦想, 尤其为自己是环球
数码的一员感到骄傲！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刘巨红

《魔比斯环》 电影发行
网站设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记载着青春的梦想 都在《魔比斯环》的那个

年代。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刘放

《魔比斯环》 角色模型师

45岁加入制作团队, 热爱CG电影。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梁哥们, 指引我走进数码艺术金光大道。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宋杰

《魔比斯环》 灯光师

我是一个灯光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恩在这里遇到很多朋友。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谭弦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

2002年进入了环球数码, 期间在

材质灯光组, layout组。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青春年少的年龄加入环球数码, 经历了也见

证了魔比斯的诞生, 人生足矣, 现在不管我身

在何处, 我都以我是一名环球人而感到自
豪。

中国长沙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周建武

《魔比斯环》 特效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间真快, 一晃二十年了。

中国长沙



20周年感言--

李彬

《魔比斯环》 动画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再回首, 恍然如梦~

中国上海



20周年感言--

徐涛

《魔比斯环》 模型

还介绍啥。从业半生。累但喜欢。

也只会做动画片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间过的太快。

中国潍坊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曹阳

《魔比斯环》 特效组服装解算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不负青春, 不负韶华。

中国广州



20周年感言--

张润华

《魔比斯环》 动画师

大千阳光负责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在这里认识了大家, 开始了新的事业, 感恩大

家。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汪杰

《魔比斯环》 2D设计

从动漫到CG再到游戏一路走来。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对我青涩稚嫩的包容。

中国成都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晓竹

《魔比斯环》 动画师

从事动画制作与教学20年。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参与中国CG里程碑式的作品, 感到十分
荣耀。

中国珠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张翊

《魔比斯环》 特效

一期学员, 现任职于数虎图像。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自20年前从IDMT入行, 到如今还在本行行
走, 真好。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郭剑华

《魔比斯环》动画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动画, 再见, 二十年。

中国



20周年感言--

彭飞

《魔比斯环》 动画小组长

2016年动画学院动漫分院副院长。
2018年苏州炫客科技有限公司合伙
人、导演。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未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中国苏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蒙智慧

《魔比斯环》 动画师

深圳市黑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CEO。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二十年了, 怀念那些年可爱的人儿们。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陳曦

《魔比斯环》特效师

原來已經20年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夢開始的地方。

中国香港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何子力

《魔比斯环》 TD 组

太空狗何子力。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转眼20年啦。回想当年真是非常幸运,  第一
份正式的工作就是自己的梦想职业。能与业
界一众大牛一起合作,  学到了很多。过程辛
苦但快乐！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曹昊

《魔比斯环》 3D角色美术

角色美术。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愿老同事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马新宇

《魔比斯环》模型师

大学毕业工作后, 凭着热爱来环球。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依然！

中国湛江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肖亚民

《魔比斯环》 动画师

周迅组的动画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一晃20年了，现在仍然在为中国动画事业
而奋斗。



20周年感言--

陶凯

《魔比斯环》剪辑师

我记得那时我的内部ID叫无名小足凯凯。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我心依旧, 看来永恒的
只有记忆。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迎

《魔比斯环》学习

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总经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01年参加lDMT第二期培训班,  有幸接触到了当时
掌握着世界前沿CG技术的CG艺术家们,  在当时来说
可谓耳目一新、受益匪浅。虽然学成之后因个人原因
未能继续留在IDMT工作,  但是,  IDMT传递给我的企业
文化与行业工匠之精神,  一直陪伴与激励着我前行。
无论身在何处,  一直因为曾经的IDMT经历而自豪。
IDMT是中国CG行业当之无愧的黄埔军校, 我相信遍布
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名IDMT人, 都在为中国CG技术的崛
起在默默地坚守并贡献着微薄之力, 不枉青春的热情, 
不枉内心的执着, 只为圆一个共同的梦。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钟硕

《魔比斯环》layout

制片人、项目管理（co-produitrice et 
régisseuse）。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十年又十年。

中国沈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华明

《魔比斯环》 IT支持

深圳市环球数码科技公司技术研发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第一份工作, 美好回忆。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邱永梅

《魔比斯环》 模型
layout      

合成

92年进入动画行业,  从传统手绘做到三维动画,  
跟随动画行业的发展一起成长。因具有多年工作
经验, 后转入培训部搞教学,  为动画行业尽一份
力。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能参与制作中国首部三维动画感到自豪。

中国中山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邱嶷泉

《魔比斯环》 渲染组助理

03年第三期毕业学员,  9月入职渲染组,  主
要是协助组长及小组长进行渲染进度管
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银幕上完美的画面, 浸透着艺术家们无数的心
血, 很开心参与了这部电影, 独一无二的体
验。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喻襄生

《魔比斯环》 学员管理主任

一直都在IDMT,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当年招来的学员绝大部分都参与了《魔比斯环》的
制作, 很多人后来成为数字视觉行业的精英。在邦哥
和Raymond的感召之下, 因为《魔比斯环》而聚集
起来的这个集艺术和技术于一体的伟大团队在21世
纪的起点开始引领了中国乃至亚洲数字视觉产业的
新发展。 如今, 人才的培育和产业的兴旺这些当年
的愿景和使命都得以实现, 邦哥和Raymond作为拓
荒者功德无量。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侯昱峰

《魔比斯环》 系统工程师

环球十年。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十年, 22岁-32岁, 够了。

中国长沙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李晴宁

《魔比斯环》 材质灯光师

动画制片人, 动漫内容制作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时间如白驹过隙,  再回首时, 当初那群聚集
在未名湖畔的青年们已然散落各地, 向上生
长,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中国的CG行业发挥
力量。《魔比斯环》是一个行业工业化的起
点, 更是串起IDMT人一根纽带, 可以缩减彼
此间寒暄, 凭添亲切。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刘永鑫

《魔比斯环》 动画师

不忘初心, 依然热爱动画热爱CG。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IDMT的兄弟姐妹们永远一家亲 ,  事业长
虹。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萧玫

《魔比斯环》PA

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理事。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当年是抱着进入中国的皮克斯, 工业光魔
进来的环球数码, 可惜事与愿违, 梦想与现
实差距有点大, 还好梦想一直在, 从来没有
泯灭过, 希望有朝一日,  活着见到中国人自
己的科幻电影团队能够与世界第一流的影
视制作公司比肩, 创造史诗级的辉煌奇迹!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林挺

《魔比斯环》AIA & PPS 组员

广州像素顶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环球, 感谢魔比斯环, 带我入了行。
所有过去的经验, 都令未来的自己变得更好。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史天赫

《魔比斯环》 培训部讲师

在环球工作5年, 负责材质和后期教学, 培训
学员300多人, 为电影输生产送了大批人
才。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20年过去,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都是那么充
满记忆！！！

中国贵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赵治名

《魔比斯环》 动画师

混迹在动漫, 游戏和互联网领域的82年东北
大叔。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被《最终幻想8》的MV点燃, 参与到电影
制作是当时最的大梦想, 在环球、在国外的
总监指导下, 在亲密的兄弟陪伴下, 经历了
一段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广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杨卫

《魔比斯环》动画师

目前在北京狮门广告影视公司担任动画总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有幸参与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电影, 时过境迁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好快呀。这里我感谢
《摩比斯环》给我带来的宝贵的经验, 也感
谢那个充满热情,团结的制作团队给我留下
来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中国滁州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王龙

《魔比斯环》特效师

徘徊影视动画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一晃20年过去了,真怀念还年轻的日子。

中国青岛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马新宇

《魔比斯环》 模型师

大学毕业工作,  因为梦想来到环球。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依然爱你！！！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刘书剑

《魔比斯环》 动画师

毕业后环球数码, 读研留校武汉大学国家软
件学院聘用老师, 恩绘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做
运营主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认识了很多一辈子有交集的朋友们, 难忘的经
历, 难忘的人和事, 有幸加入这个行业里来。

中国武汉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杨骏

《魔比斯环》材质灯光

一直毁人不倦的杨老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Raymond为代表的环球数码创始团队,
让曾经年轻的我们在激情、混乱、忙碌中一
起度过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陈兆强

《魔比斯环》 场景组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广州



20周年感言--

王澄宇

《魔比斯环》 培训部教师
AIA                                         

2000～2002 就职 IDMT  银河长兴制作总
监。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张蕊

《魔比斯环》特效师

吉林动画学院副院长。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环球数码（IDMT）是中国三维动画的黄埔军
校, 为动画行业培育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
祝福所有的“环球人”功成名就, 实现自己的梦
想。也感谢环球给予了我走入动画行业的机
遇, 这18年所有的成长都源于环球帮助奠定
的基础。祝福环球越来越好！

中国长春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苏娜

《魔比斯环》特效师

Huhu中国区代表, 华尚天成合伙人, 创始人。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将来,皆为可期。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曾艳

《魔比斯环》灯光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不忘初心（学三维）方得始终！

中国深圳



20周年感言--

崔颖

《魔比斯环》特效制作及培训

参与电影结算制作及为公司培养人才。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在环球的日子好像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都
在为了同一个愿望而努力,为爱发片。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乐伟

《魔比斯环》角色模型

曾经的青葱少年, 现在的中年男子。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上海

个人简介：

Moebius感觉是代表了青春,  刚到IDMT
的时候20岁,  现在转眼41岁了,  太多的回
忆停留在那个年代。



20周年感言--

魏丽萍

《魔比斯环》 后期

带着枷锁起舞的艺术家！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怀念过去！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田亮

《魔比斯环》行政部职员

2002年4月入职, 环球数码行政部。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特意找到一张老照片,  一起怀念与青春有关
的日子。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任莉

《魔比斯环》灯光师

因为喜欢, 在动画行业工作了18年……为今日
仍在努力的同学们加油！期待看到更多优秀
的中国动画电影。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感谢那段时光, 让青春无悔。

中国北京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朱晶

《魔比斯环》材质灯光师

BFA: Fine Art; MFA: Visual Development. 
在三维动画领域从业10余年,  从材质灯光后期
到前期设计,  一直热衷于画面美学与概念设
计。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魔比斯环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参与的第一部
电影, 也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中国长春

个人简介：



20周年感言--

秦南

《魔比斯环》模型师

环球数码模型指导。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年弹指一挥间。



20周年感言--

张渲娅

《魔比斯环》 TD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深圳

个人简介：

2002年环球第三期学员, 2003年加入环球数码, 
在渲染的TD部门工作。

20年啊, 眨眼就过了。



20周年感言--

孙涤新

《魔比斯环》 动画师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中国哈尔滨

永远青春的记忆。难忘。



20周年感言--

袁建萍

《魔比斯环》导演助理

光辉岁月

20th Anniversary

法国

个人简介：

CREASUP  DIGITAL (FRANCE)。
想念大家, 怀念一起做电影的日子！ 难忘
IDMT, 梦想起飞的地方！。



感谢你们 Thanks to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