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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央视正在热播的同名动画片
一样， 我们打开 “富兰克林和朋友
们” 的每一本书， 都像走进一个绿
色的童话世界， 葱郁的树林、 潺潺
的小溪、 广阔的原野、 飞翔的大雁
和嬉戏水中的鱼儿， 仿佛都让我们
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机。 本套书
不仅提高了幼儿的阅读能力， 而且
有效地培养孩子认识世界、 亲近自
然的能力 。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
是一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热爱绿
色的图画故事书。

儿童阅读推广人王林评价这套
书时说： “小乌龟富兰克林” 是一
套具有 “药用价值” 的图画书。 它
针对孩子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 “问
题”， 直接开出故事 “处方”， 虽不
能保证 “药到病除”， 但绝对比你直
接说教效果更好。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老师认
为： “中国孩子绝大多数是独生子
女， 他们现在最缺少的不是亲情而
是友情。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用

更多的笔墨， 讲述了友谊、 团结、 合
作。 它的色彩， 它的动作， 它的细节，
它都运用孩子最喜欢的夸张的艺术 ，
生动的艺术。 孩子们对这样的动画片
及它衍生出来的图书， 绝不会只看一
遍， 而是会反复地看， 直到记住每一
个画面 ， 人 物 当 中 的 每 一 句 对 话 。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是值得精读的好
书。”

中科院学前教育研究所副主任王
雁说： “欣赏富兰克林的故事画面犹
如在听一首悠扬的乡间小曲， 这种感
觉让阅读者在轻松愉悦中慢慢沉醉到
故事情节中去， 领会作者匠心独具的
文本构思！”

本片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独家
品牌代理商慈文少儿的副总经理储晓
冶说： “我们是儿童内容的创造者和
传播者，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儿童
提供最优秀的教育娱乐， 但是我们也
正视到， 国内的儿童动画创作水平同
国际成熟的动画公司相比， 还有很大
差距。 因此慈文少儿将很大精力放在
国际优秀动画内容的引进上 ， 比如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这部动画片， 除
了保证原著中原汁原味儿童人物特征
的同时， 也有很大的与时俱进性。 它
发现了当代社会中朋辈之间的正面影
响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
望富兰克林所体现的 ‘与小伙伴共同
成长 ’ 的思想 ， 能够被中国的孩子 、
家长和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聚焦于
儿童的同伴交往和社会性发展。 故
事的线索丰富、 紧凑， 故事内容侧
重于富兰克林和小伙伴们在日常交
往过程中的成长， 富兰克林天真活
泼、 友善合群， 充满正能量， 随着
他慢慢长大， 他的故事由家庭生活
转向学校生活 ， 有了更多的智慧 ，
与他的小伙伴儿们， 小熊、 小狐狸、
小兔子和其他小动物们， 在森林里

开始了新的故事。
据悉， 接力出版社将举办“小乌龟

富兰克林绿倡议儿童绿色阅读” 活动，
倡议书的具体内容包括：“1.内容绿色健
康、积极向上；2.语言绿色纯净、规范文
明；3.印刷绿色环保、质量过硬。 只有这
样的绿色童书才能在孩子的成长中发
挥积极健康的引领作用。 ”此外，小乌龟
富兰克林还会通过网络在全国征集更
多关于儿童绿色阅读的好建议。

1.小乌龟富兰克林主题公
园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央岛， 伫立着
一座以 “小乌龟富兰克林” 命名的主题
公园———“富兰克林儿童公园”。 这是一
个充满绿树、 鲜花、 想象和乐趣的美妙
世界， 它的建造灵感， 就来源于 “小乌
龟富兰克林” 系列图书。

在这里 ， 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耍 ，
聆听小乌龟富兰克林的故事， 观察湿地
中生活的小乌龟、 小青蛙和小鸟， 造访
小乌龟富兰克林居住的 “大树屋”， 踏上
寻找小乌龟富兰克林的神奇之旅……

在这里， 书中的好朋友会与你相会。
艺术家为小乌龟富兰克林和他的伙伴们
制作了可爱的铜雕和模型， 小乌龟、 小
熊、 小兔子、 小鹅、 海狸、 小蜗牛……
他们矗立在公园的各个角落， 邀请孩子
们加入这童话般的乐园！

2.小乌龟富兰克林作者
的创作心路

故事作者波莱特·布尔乔亚说：
“孩子出生后， 我决定为她写一本

儿童书。 后来， 我就把写作看成是我的
工作， 并坚持要完成这个目标。 我到图
书馆去看图画书 ， 从A一直看到了Z部
分。 最后， 我明白了我所喜欢和想的都
是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创作思路。”

图画作者布伦达·克拉克说：
“谈到绘书时的小秘密， 刚开始的

时候对于要画出怎样的小乌龟我感到很
头疼。 看完故事并喜欢上小乌龟富兰克
林后， 他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就很清楚了。
所以， 随着创作的深入， 要我画出什么
角度的富兰克林都可以。”

今年9月， 中央
宣传部门 、 国家教
育部门 、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部门 、 全
国 “扫黄打非 ” 工
作小组办公室 、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联合发出通知 ，
要求加强少儿出版
管理和市场整治 。
直指 ： 莫让少儿读
物变 “毒物 ” 。 10
月 ， 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对一些动画
片 “存在暴力失度、
语言不文明的现象，
个别暴力行为被未
成年人效仿 ， 造成
人身伤害 ， 引发社
会关注。” 关注儿童
成长 ， 净化儿童成
长环境成为了近期
的热议话题。

2013年10月， 接力出版社引进出版
了加拿大国宝级动画片同期图画书 “富
兰克林和朋友们” 系列。 和比利时的蓝
精灵 、 法国的巴巴爸爸 、 捷克的鼹鼠 、
日本的十四只老鼠和英国的小狗小玻一
样， 加拿大的小乌龟富兰克林也是在全
球享誉盛名的经典形象， 27年来 “富兰
克林系列 ” 丛书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 ，
全球销量达7000万册， 改编的动画片在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播。 自1986年， 小
乌龟富兰克林系列的第一本 《黑暗中的
富兰克林》 诞生以来， 富兰克林的形象
就受到了全世界小朋友的追捧。 在加拿
大小乌龟富兰克林主题商店里， 印有小
乌龟富兰克林形象的儿童玩具 、 鞋子 、
背包、 拼图及文具用品受到孩子们的青
睐， 据统计， 全世界分布着50多个小乌
龟富兰克林相关商品的品牌授权经营商。
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央岛的 “小乌龟富兰
克林” 主题公园里， 孩子们可以尽情地
和小乌龟富兰克林玩耍， 聆听小乌龟富
兰克林的故事， 观察湿地中生活的小乌
龟， 造访小乌龟富兰克林居住的 “大树
屋”， 踏上寻找小乌龟富兰克林的神奇之
旅， 小乌龟富兰克林是孩子们最好的成
长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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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同期书 《富兰克林和朋友们》 系列 共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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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乌龟富兰克林》 系列经典图画书 共26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