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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无尽的探险之旅开启了无尽的探险之旅
自 1926  1926 年首次出版以来，小熊维尼与他朋友们的无

尽探险之旅牢牢抓住了所有孩子的心。一代又一代的尽探险之旅牢牢抓住了所有孩子的心。一代又一代的

父母把故事讲给了他们的孩子，并继续挖掘书中的新父母把故事讲给了他们的孩子，并继续挖掘书中的新

义和隐含的精义。义和隐含的精义。

走进百亩森林，与克里斯托弗·罗宾走进百亩森林，与克里斯托弗·罗宾 (Christopher 
Robin)Robin) 和他的动物朋友一起，探索一个充满童年记

忆的世界。忆的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  
- 关于上个星期五”- 关于上个星期五”



欢迎来到百亩森林  
即使过了近一百年，百亩森林仍然是我们童年故事中即使过了近一百年，百亩森林仍然是我们童年故事中

最喜爱的动物朋友们的家。屹耳的忧郁悲观，跳跳虎最喜爱的动物朋友们的家。屹耳的忧郁悲观，跳跳虎

的无限热情，瑞比踏实、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猫头的无限热情，瑞比踏实、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猫头

鹰的知识（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小猪天鹰的知识（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小猪天

真的忧虑，袋鼠妈妈的母爱，尤其是小熊维尼不经意真的忧虑，袋鼠妈妈的母爱，尤其是小熊维尼不经意

间的睿智——在欢快轻松中不断提醒我们生活的真谛。间的睿智——在欢快轻松中不断提醒我们生活的真谛。



小熊维尼总能看到他人的优点。凭借完美的逻辑、强小熊维尼总能看到他人的优点。凭借完美的逻辑、强

烈的好奇心和对蜂蜜的喜爱，他成为了百亩森林的核

心人物，在探险过程中非常关心他的朋友们。



小熊维尼永远的好朋友 小熊维尼永远的好朋友 
（甚至更久）

跳跳虎对每件事都充满热情！他对自己的新奇想法

充满激情，只有下一个绝妙想法涌现时才能转移他

的注意力。

兔子喜欢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以此为荣，

还总热衷于在任何情况下把控局面。无论当前情况

是否真的需要一个领导者，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

的问题。



屹耳忧郁悲观，害怕被忽视， 但也非常惹人爱怜。

尽管他提出抗议，但实际上他很想融入朋友们。

尽管小猪个子很小，几乎对所有事物都充满恐惧 

（源自他自己的想象），但他是百亩森林动物中最

勇敢的，也是小熊维尼永远的好朋友，甚至更久。



认识 Ben Alder
Ben Alder（又名 benlouisa）和他的妻子 Louisa 及
两个年幼的孩子 Joshua 和 Elsie 生活在英国英格兰萨

福克郡 (Suffolk)。他对小熊维尼的喜爱源自儿时父母

给他读的故事书。五年前，他的儿子出生，促使他重新

拾起自己的另一份童年激情——使用乐高®积木拼搭模

型。生活似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现在，身为人父

的他可以与自己的家人分享这些激情了。

“小熊维尼的故事对我来说仍然非常珍贵，现在我们的

孩子也非常喜爱他们。看着他们的想象任意驰骋，感觉

非常有趣！就连我的妻子也开始拼搭乐高套装了，这种

方式非常适合我们全家一起放松，共度美妙的家庭时

光。21326 小熊维尼就是这样创造的——把我们的睡

前故事带入现实生活。我不能一一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小

创作的人！但希望你会喜欢上自己拼搭它，或与家人一

起拼搭。”





乐高®设计师团队（Simon、Ilia、Felipe、Ashwin 和 Ann Chen）



“跳跳虎元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终外观看
起来非常不错。我喜欢这些小人仔、Ben 的模型
以及关于这些角色的故事。我确信这款套装将会
给世界各地的孩子和父母带来许多欢乐。”

– 乐高®元件设计师 Ann Chen

“这款套装圆了小熊维尼粉丝们的梦想。Ben 
对细节的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这些
人偶非常喜爱。这是对 A. A.Milne 笔下角色的
完美诠释，它们的灵感必然来自 Ben 的激情、
创造力和他的孩子们。”

– 乐高®高级元件设计师 Felipe Silva Telles

“就像作者 A. A.Milne 一样，Ben 显然是一
个非常爱自己孩子的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他们
制作了这款精美的模型。有鉴于此，作为一名
美术设计师，我想为他增添几个复活节彩蛋。
他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贴纸！”

– 乐高®美术设计师 Ashwin Visser

“Ben 为小熊维尼的房子内部增添了许多很棒
的细节。“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添加了几个，
其中包括椽子上的‘噗噗枝 (Poohsticks)’ 
盒子，还有在蜂巢周围成群飞来飞去的蜜蜂。
还要注意树上全新的珊瑚元件，它为模型带来
了更多生气！”

– 乐高®高级设计师 Ilia Gotlib

“Ben 在模型的不同层和高度充分利用了拱形砖，
使小熊维尼的房子更加真实。这款模型充满有趣的
细节，粉丝们一定会喜欢的。投入如此多的心力和
激情，这款模型及相关图形和元件已近极致！”

– 乐高®高级元件设计师 Simon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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