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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制作属于自己的墙面艺术该有多酷！这也许是一种令你痴迷的激情，也许是对一种与众不同的沉
浸式创意体验的承诺：一边聆听精选自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世界的独特原声音乐，一边从零开始
拼搭一件经典的艺术品。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边聆听边拼搭，品味其中的故事，休闲放松，重拾创意。
创造你喜爱的东西，为自己的生活空间带来一抹标志性色彩。



欢迎体验 LEGO® ART！准备好沉浸其中了吗？

LEGO® Art 套装
由高级设计师 
Kitt Kossmann 
和首席设计师 

Christopher Stamp 
共同开发





曾自嘲是“无名之辈”的安迪·沃
霍尔原名 Andrew Warhola，生
于 1928 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长大，于 1950 年成为曼
哈顿一名成功的商业插画师。
在那里，他大放异彩，步入艺术

界名流之列，还带来了大众化艺术风格，他通俗的绘画
作品涉及大众文化、日常物品及看似平凡的事物。
Andrew Warhola 同时选择了神秘和过度曝光——杜鲁
门·卡波特 (Truman Capote) 曾把他形容成“没有秘密的
狮身人面像”——将“安迪·沃霍尔”这个形象打造成了他
最伟大的创作。

安迪·沃霍尔原名 
Andrew Warhola



沃霍尔是一位真正的多媒体艺术家，在 40 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涉足绘画、素
描、雕塑、时装设计、摄影等众多艺术领域，还留下了多达 610 个装满他日常生
活物品的“时间胶囊”。沃霍尔痴迷于将工业生产方式应用于艺术，他在自己位
于纽约的工作室（他将其称为“工厂”）里完善了丝网印刷技术。

工作中的沃霍尔



这座工厂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工作室，

还是被称为沃霍尔超级明星的波希米亚主义者、

自由思想家和社会名流的休闲场所。

艺术在于不受羁绊 
无拘无束 

安迪·沃霍尔 



沃霍尔具有标志性的名人肖像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但其题

材已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意识形态。



安迪·沃霍尔基金会自 1987 年创立以来，根据沃霍尔的意
愿，已成为美国当代艺术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基金会已捐
赠现金 2 亿多美元，支持当代视觉艺术的创作、展示和
记录，特别是具有实验性、未获承认或具有挑战性的作
品。基金会通过许可项目获得收益，从而支持基金会的
捐赠和分配。

关于安迪·
沃霍尔视觉
艺术基金会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沃霍尔色彩绚丽的玛丽莲肖像源自 
1953 年电影《飞瀑欲潮》中这位女

演员的黑白宣传照片。事实上，这

幅画他只卖了 250 美元。

Marilyn Monroe (Marilyn), 1967



只有少数人物能够展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魅力，就像玛
丽莲·梦露。安迪·沃霍尔在玛丽莲
去世后不久就开始创作她的第一
套肖像画。1998 年，其中一幅肖像
画创下了当时沃霍尔作品的最高
价——1730 万美元。你现在拥有的
玛丽莲肖像是典型的沃霍尔式艺
术品——一幅由肖像重新创作的肖
像。现在轮到你了！祝你拼搭愉快！

由你亲手制作的玛丽莲 





原声音乐
仅提供英文版

聆听
开始聆听美妙独特的原声音乐，沉
浸在安迪·沃霍尔的世界里。 

拼搭
按照本手册中的简易说明拼搭属于
自己的标志性艺术作品。

放松 
LEGO® Art 是与外界隔离、释压和
充电的理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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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AND WIN

LEGO.com/productfeedback

FEEDBACK  
AND WIN

Your feedback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duct series.

Please visit: 

FEEDBACK  
UND GEWINNEN

Dein Feedback trägt 
zur Weiterentwicklung 
dieser Produktreihe bei. 

Geh auf: 

COMMENTEZ  
ET GAGNEZ

Vos commentaires nous 
aideront à concevoir les 
futurs produits de cette 
gamme.

Rendez-vous sur :

COMENTA  
Y GANA

Tu opinión nos ayudará 
a dar forma al desarrollo 
de esta serie de 
productos en el futuro.

Visita:

By completing, you  
will automatically  
enter a drawing to  
win a LEGO® set.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Durch Ausfüllen nimmst 
du automatisch an der 
Verlosung eines LEGO® 
Preises teil.

Es gelten die 
Teilnahmebedingungen.  

En envoyant vos 
commentaires, vous 
serez automatiquement 
inscrit(e) à un tirage au 
sort qui vous permettra 
de remporter un prix 
LEGO®.

Offre soumise à conditions.    

Al contestar, participarás 
automáticamente en el 
sorteo y podrás ganar un 
set LEGO®.

Sujeto a Términos y 
Condiciones.      



*The logo is not immediately visible, as it is a white image. 
To view the logo, change the background color or select 

the logo by clicking on the center of the doc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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