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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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一种与众不

同的沉浸式创意体验的承诺：一边聆听精选自哈

利·波特世界的原声音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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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你喜爱的事物，为自己的生活空间带来一抹

标志性色彩。

欢迎体验
乐高®艺术生活系列



当我设计院徽时，再次聆听《哈利·波特》书籍会令我心情 

愉悦，可以从容应对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恰如其分地处理动

物的细节，到确定颜色、图案和工艺品。一个像素颗粒拼搭错

误，就会功亏一篑。（请不要告诉其他人，我第一次尝试设计的

赫奇帕奇院徽看起来很像一条狗。） 我还采访了身边的其他

哈利·波特粉丝，了解他们如何在家中展示不同的物品。设计

过程大约持续了 12 周。全靠整个团队的出色合作！

Kitt Kossman. 
高级设计师、赫奇帕奇粉丝 
（大部分时候）。

设计师寄语





四个学院，四种不同的风格，共同组成了魔法世界的

一部分。你属于哪个学院？无论你是被勇气、忠诚、睿

智还是被狡诈所指引，从来都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展示

你的立场。你所在的学院不但代表你独特的巫师身份，

而且是你的社区，这里是你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也许你

一直都知道自己属于霍格沃茨的哪个学院，现在该表

明身份了。

展示你的本色



格兰芬多

赫奇帕奇

拉文克劳

斯莱特林



勇气

胆识

决心

著名的格兰芬多学院
角色

哈利·波特

赫敏·格兰杰

罗恩·韦斯莱

阿不思·邓布利多

米勒娃·麦格

“你也许属于格兰芬多，那里有埋藏在心

底的勇敢。” 
 – 分院帽

格兰芬多学院由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创立，他的宝剑

是由千年之前的妖精锻造的。学院的标志是狮子，其

学生因具有胆识、勇气和骑士精神而被选中。学院的

代表颜色是红色和金色。公共休息室的入口位于霍格

沃茨城堡东翼的七楼，由胖夫人的肖像守卫。格兰芬

多学院的幽灵是尼古拉斯·德·敏西-波平顿爵士，你

可能知道他也被称为：差点没头的尼克。



自豪

雄心壮志

足智多谋

著名的斯莱特林学院
角色
伏地魔

（即汤姆·里德尔）

西弗勒斯·斯内普

德拉科·马尔福

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

多洛雷斯·乌姆里奇

“那些狡诈阴险之辈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

他们的目的。”  
 – 分院帽

这所霍格沃茨的学院由萨拉查·斯莱特林创立，招收

那些因足智多谋和志向远大而脱颖而出的学生。它的

标志是蛇，代表颜色是绿色和银色——这也恰好是梅

林爵士团的颜色，梅林自身也是斯莱特林学院早期的

一名学生。斯莱特林学院的入口深藏在霍格沃茨城堡

位于湖底的地牢里。斯莱特林学院的幽灵是血人巴

罗，因是霍格沃茨最可怕的幽灵而闻名。



奉献

耐心

忠诚

著名的赫奇帕奇学院
角色

赛德里克·迪戈里

尼法朵拉·唐克斯 

(Nymphadora Tonks)

纽特·斯卡曼德

波莫娜·斯普劳特

这所学院由赫尔加·赫奇帕奇创立，相对其他学

院，很少有黑巫士。这点很容易就可以明白，因为

它以公正、奉献和忠诚为择生标准。赫奇帕奇学

院的标志是獾，谦逊而又凶猛，其公共休息室的

入口与霍格沃茨的厨房在同一条走廊里。赫奇帕

奇学院的幽灵是胖修士。

“耐心的赫奇帕奇学子率真诚实、无惧辛劳。” 
 – 分院帽



机智

学习

智慧

著名的拉文克劳学院
角色

卢娜·洛夫古德

西比尔·特里劳尼

张秋

吉德罗·洛哈特

“那些睿智博学的人总会在这里遇见自己的同道。” 
 – 分院帽

这所学院由罗伊纳·拉文克劳创立，他最看重学习，

这里是一些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男巫和女巫的家。因

此，分院帽根据学生的智慧和对知识的追求来为其

选择学生。不像其他学院，拉文克劳学院的公共休息

室入口是公开的，它是一个门把手，会向每个访客提

出一个问题，或让他们猜谜语。如果能够回答出来，

就可以进入公共休息室。拉文克劳学院的幽灵是格

雷女士，她是霍格沃茨所有幽灵中最不健谈的。





聆听
开始聆听美妙独特的原声音频， 
沉浸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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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高®艺术生活系列是远离喧嚣、
释压放松的理想方式。

仅提供英文版

原声音频



LEGO.com/brickseparatorLEGO.com/brickseparator



拼搭终极版艺术品

4x
将四款乐高®艺术生活系列套装组合成一件极
具标志性的特殊模型。               

拼搭说明
请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如何组合它们，或者扫
描二维码。



LEGO.com/building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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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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