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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LEGO® House 乐高
之家? 
LEGO® House 乐高之家（积木之家）是一座位于
比隆市中心的独特体验中心。

这座建筑全年提供顶级乐高体验，能够让不同年
龄段的乐高粉丝都感受到乐高世界的魔力。多项
全新的乐高体验和 2500 万块乐高积木在热切
等待着孩子和成人的到来，并邀请他们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

LEGO House 包括付费景点及向公众开放的体
验。无需门票即可参观乐高广场，在露台上玩乐，
探索乐高商店，并在三家具有乐高特色的餐馆中
品尝美食。

向经典致敬 
我们怀着对乐高®小人仔满满的爱和敬意创造了
这款模型。这就是我们向小人仔致敬的方式，小
人仔已成为我们心爱的品牌偶像和吉祥物。自 
45 年前推出以来，乐高小人仔已成为乐高玩乐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促进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沉浸在自己的乐高世界里，并将他们的创造
力生动呈现。   

乐高®小人仔的演变历程 
1974 年，乐高®玩乐系统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鼓励人们以乐高拼搭人偶的形式进行角色扮演。
拼搭人偶解决了产品测试过程中所显示的越来
越强烈的需求。孩子们希望有角色居住在他们
创造的世界里——有人开车，有人住在房子里，
或者有人驾驶他们拼搭的飞机。

积木拼搭的乐高人偶带有面部表情，拥有可活动
的手臂，还允许孩子定制角色的身高和颜色。 尽
管拼搭人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产品系列中
保留了近十年，但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对尺寸更
小的人偶的需求。拼搭人偶是由乐高积木拼搭而
成的这一事实意味着需要非常熟练的拼搭师来
创造适合人偶比例的环境。这也意味着它与现有
模型的尺寸不匹配。临时演员 (stage extra) 随之
步入历史舞台……  

乍一看，1975 年推出的无脸无臂的临时演员人
偶似乎是乐高人偶的倒退。然而，这款尺寸较小
的人偶仅有四块乐高积木高，几乎与当时推出的
乐高模型完美契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为创造理想的人偶进
行了许多尝试。继拼搭人偶和临时演员人偶之
后，我们制作了许多原型。最后，所有组件都组
合在一起。从 1978 年开始，乐高小人仔已准备
好通过角色扮演帮助孩子们激发他们的梦想。

乐高®小人仔比例适宜，拥有可以活动的胳膊和
腿，笑容迷人，结合了两位先驱的最佳特征。这
是一个仅由九块组件构成的技术奇迹。此人偶
的尺寸符合乐高玩乐系统的所有标准——小手
可以抓握工具，为乐高玩乐带来更多生机。 

第一代小人仔的手和脸都是黄色的——一种中
性而快乐的颜色，其设计源自乐高拼搭人偶，旨
在展现人类的多样性。创造通用式人偶的想法还
带来了简单的面部表情——两个点和一个微笑。
通过可以快速更换的帽子或发型，可由孩子们的
想象力来决定小人仔的身份。自 2004 年以来，
获得许可的小人仔已经展现了各种肤色。
  



即时经典 
第三代乐高®集团所有者 Kjeld Kirk Kristiansen 
是乐高小人仔的长期拥护者。作为一名高层管理
人员， Kjeld Kirk 在 1978 年推出小人仔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人仔成为他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引入的开发模式的明星。此开发
模式通过引入三个独立的产品领域，在乐高产品
系列中构建了一个全新且清晰的结构，其中一个
领域包含首批推出的三个现代玩乐主题——乐
高小镇、乐高城堡和乐高太空。

乐高小人仔正是这些主题的核心。第一批小人
仔旨在展现日常英雄。他们担任警察、医生、宇
航员，以及中世纪英雄：骑士。所有这些结合在
一起，使小人仔立即成为经典之作。

另一个即时经典是 1989 年推出的乐高海盗。在
套装“致敬小人仔”主角红胡子船长的带领下，海
盗们将小人仔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小人仔的
经典外观首次更新了面部设计，如胡须、口红和
眼罩等，有些甚至还有假腿和钩子手臂！

如今，乐高小人仔形式的角色扮演仍然是乐高
玩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乐高产品组合
中大多数玩乐主题的一部分。自 2010 年以来，
它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系列——乐高小人仔收
藏系列。

自 45 年前推出以来，已生产了约 100 亿个小人
仔，使其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群体。我们准备
迎接另一个 45 年！



乐高®小人仔史实：   

• 1977 年获得小人仔的第一个专利。

• 1978 年推出第一款小人仔。

• 不戴帽子或假发的小人仔正好有四块乐高®积木高。

• 自 1978 年以来，我们制作了超过 8000 种不同的小
人仔设计。

• 生产的小人仔总量超过 100 亿个。

• 小人仔巧妙地融合了两个早期的乐高人偶——乐高
拼搭人偶（1974 年）和临时演员人偶（1975 年）。

• 自 1978 年以来，乐高小人仔为各种乐高玩乐主题
带去角色扮演。除此之外，自 2010 年以来，还推出
了属于自己的系列——乐高小人仔收藏系列。

• 2023 年标志着小人仔诞生 45 周年。

1974 1975 1978

1977 年 8 月 29 日，乐高集团提交了真正的乐高标志
（乐高小人仔）的专利申请，并于 1980 年被授予专利

权，自申请之日起追溯生效。



历史展览馆——历代小人仔 
在象征公司根基的 LEGO House 地下室，你会
发现历史展览馆。此展览馆将带你了解乐高®集
团的整个历史，包括乐高小人仔的演变过程。从
小人仔的祖先（乐高拼搭人偶和临时演员）到早
期的小人仔原型，再从带有经典迷人微笑的小人
仔到带有两种面部表情（每侧一种）的小人仔，你
甚至可以发现围绕乐高特许经营权和外部合作
伙伴知识产权开发的最新小人仔。

历史展览馆的中心部分是一个展览区，展示了我
们历史上标志性的乐高套装，其中许多套装都带
有小人仔，包括红胡子船长的海盗船——黑海梭
鱼号（于 1989 年推出）。

LEGO® House 中的小人仔
足迹  
如果仅能用寥寥数笔来展现位于丹麦比隆的 
LEGO® House 的话，那么必须表达的一个核心
思想是：乐高®历史应该在整座建筑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乐高历史是整个公司赖以存在
的基础，显然，这应该反映在趣味十足的 LEGO 
House 环境中。

那么，当我们在其中环顾四周时，从哪里可以找
到小人仔的足迹？
 



绿色区域——数千个小人仔
的家园  
绿色区域旨在帮助孩子学习社交技能（“寓学于
乐”理念中的五项核心生活技能之一），而小人仔
正位于此区域的中心。

小人仔允许人们进行角色扮演和不同的情感互
动，并在名为角色创造者 (Character Creator) 
的玩乐体验中讲述自己的故事。这里有无数的小
人仔组件供你玩乐，你可以为任何自己可以想象
到的故事拼搭独特的角色。

世界探险家 (World Explorer) 展示了各种风景
和场景，内含 2500 个小人仔。可以探索世界探险
家中有趣且令人惊奇的细节，同时寻找隐藏的复
活节彩蛋，并重新唤醒你内心中的孩子和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

  



创造力之树—— 被海盗占领
当然，LEGO® House 的中心饰品（令人印象深刻
的创造力之树）也包含乐高® 小人仔，自然少不了
海盗小人仔。事实上，他们占据了大树的整片区
域。海盗系列包含经典“乐高海盗”主题中深受
喜爱的模型，其中包括海盗岛、帝国堡垒，以及
红胡子船长的黑海梭鱼号与帝国旗舰之间的史
诗般的海战。  

藏宝图  
说到海盗就不能不提藏宝图，当然，还有红胡子
船长。他手中的藏宝图勾勒出丹麦的轮廓，大大
的红色叉号标识出藏宝地——比隆的积木之家。
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船长黑海梭鱼号的
标志性船帆。罗盘中的骷髅与小人仔的祖先之一

（拼搭人偶）的头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设计背后 

45 年来，乐高®小人仔一直在帮助我们践行使命，
即通过创意玩乐体验激励和培养未来的建设者。
小人仔是进行角色扮演和讲故事的理想载体。
它可以带领你接触不同的情感，帮助培养创造
力和沟通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小人仔非常有趣！

深入了解小人仔的世界，与两位乐高设计师一
起走进幕后，他们是创造乐高小人仔和乐高海
盗主题的关键人物。

小人仔大师   
Jens Nygaard Knudsen 担任乐高®设计师数
十年，设计了各种乐高小镇和太空系列套装，
噢！......他还是乐高小人仔的创造者！

Jens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为乐高集团工
作，在拥有多年的成功模型设计经历之后，他的
任务是创造一种适合乐高玩乐系统尺寸的较小
人偶。在完善我们今天所熟悉和喜爱的标志性小
人仔的过程中，他制作了至少 50 个原型。

根据 Jens 的说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
小人仔的第一个举措是尝试为临时演员人偶增
添手臂，而他的原型设计就是从那里演变而来
的。Jens 对用锡雕刻和铸造人偶充满热情，并
且对此很有天赋，事实证明，这是测试和完善小
人仔外形的自然方式。许多锡制原型甚至是在 
Jens 家的厨房里铸造的。

海盗船长 
Niels Milan Pedersen 在他的乐高设计师生涯
中设计了大量经典乐高®套装。尽管如此，他坚
持认为他最喜欢的套装是 6285 黑海梭鱼号（
也称为黑鲨）。这款套装是第一批经典海盗套装
的旗舰模型，并被证明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致于
在 2002 年作为“乐高传奇 (LEGO Legends)”
套装再次发布。

Niels 指出此套装成为他最爱的主要原因可能
与它的成功无关，而是由于 Niels 亲自设计了
这款套装！在过去，设计师参与套装设计的方方

摄影： Niels Milan



面面，“黑海梭鱼号”也不例外。除了设计此套装
外，Niels 还为它创造了新组件和人偶，如猴子 
(Spinoza)。当然，这也意味着 Niels 积极参与了
小人仔的创作，包括现在你手中套装的主角——
红胡子船长。Niels Milan 设计了带有胡须和眼
罩的精致小人仔头部，以及红胡子船长标志性
的假腿——哇！
     

共存的人偶  
乐高®拼搭人偶在 1974 年推出时大受欢迎，也是
乐高玩乐中角色扮演的热门新成员。第 200 号套
装“乐高家族”（一个由五个人偶组成的家庭）是
当时的热销产品。事实上，拼搭人偶在乐高产品
组合中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乐
高小人仔在 1978 年出现，拼搭人偶与小人仔同
时存在了好几年。这两种人偶注定要在乐高绵长
的产品线中分道扬镳吗？
 
好吧，尽管这两种人偶的大小或尺寸不一致，且
大多拥有各自的存在空间，但它们找到了共同
点，并在几款精选套装中一起出现。在这些套装
中，如 1979 年的第 261号套装“浴室”，小人仔充
当了大个拼搭人偶的婴儿/宝宝，或者像 1978 年
的第 297 号套装“托儿所”，小人仔被用作玩偶，
供儿童拼搭人偶在他们的房间里玩耍。

小人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一直充当婴儿或
玩偶，直到 2010 年代中期，第一款真正的小人仔
婴儿才问世。然而，就技术而言，小人仔婴儿并不
是小人仔，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专为未来的建设者设计 
自推出以来，乐高®小人仔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经
典的两个点和一个微笑表情变成了海盗的邋遢
胡须及许多其它表情。最初的简单躯干和腿部装
饰已经演变成无数种复杂的印花。然而，小人仔
的核心设计仍然与乐高设计师最初创造它时的
设计完全相同。小人仔的作用仍然是展现幽默、
想象力、多样性和包容性，为设计师和粉丝带来
无尽的创造机会，供他们为未来几十年添加新的
独特细节和个性。



“致敬小人仔”是 LEGO® House 限量版系列的第四款
套装。第一款套装是“木制鸭子”，随后是“积木注塑机”
和“Dagny Holm – 拼搭大师”。 

LEGO House 限量版只能在比隆的 LEGO House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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