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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幻影忍者® 历史
乐高® 幻影忍者® 城市历史悠久，位于忍者岛的海岸上。由于缺乏土地，最终导致这座庞大
的城市不能水平扩展，只能垂直向上建筑发展。因此 ，这座城市由逐层垒叠的层级组成。 
您只需从最底层一路走上去，即可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该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即老城区、
街区和高层奢华区。

这座城市吸引着每一个人。市内拥有各类餐馆和商店。岛上的人们都渴望到幻影忍者城市
里生活和工作， 
形形色色的居民也为这里带来了一种奇妙的复合文化。
纵观整个幻影忍者城市，这里多姿多彩，永远值得居
住或游玩。

尽管幻影忍者城市各个街区的差异很大，但人
们可在它们之间自由活动，购买商品和 
做生意。当然了，忍者团队会始终在周围， 
保护市民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

幻影忍者城市里有哪些新的冒险在等
待着我们？ 您可以编设自己的故事，
或者再现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中的
情节。 
由你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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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导演访谈

问题： 您将乐高® 幻影忍者® 城市带入电影的构思是什么？

回答： 从风格角度，我对乐高® 幻影忍者® 大电影的最初想法是将玩具融入到自然环境中，
就像我们在后院中玩乐高积木一样。有了诸多植物及其它有机元素，我觉得还需要很多的水。
我想到了许多亚洲和欧洲的沿海城市， 它们沿河而建，这些给予了我很大启发。另一种想法是，
这座城市一直遭受加满都的攻击，因此它不断在重建，考虑到一座城市不断逐级向上建设
和重建，就觉得很有意思。

问题： 乐高幻影忍者城市已为众多动漫电视剧迷所熟知。该电影版又有何不同呢？

回答： 除了城市的地域和规模，其它没有太大区别。

问题： 您觉得乐高幻影忍者城市套装系列对电影中的内在精神体现如何？

回答： 做得非常棒！我的回答可能有失偏颇，但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酷的乐高套装系列，
它完美体现了电影中的精神。事实上，该套装系列中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物件，还真在电影中
出现过。您能把它们找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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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有时某种设置本身就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您认为在您电影中的乐高® 幻影忍者® 城市
也是这种情况吗？

回答： 当然。这种设计反映了幻影忍者® 城市中人民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关于这座建筑有个
离奇的想法，即它在面对加满都持续不断攻击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好的和积极的一面。幻影忍
者城市的人民热爱他们的家园，不会允许加满都将其摧毁。

问题： 在乐高幻影忍者城市套装系列中，有您最喜爱的角色或功能吗？

回答： 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但我的最爱是ATM自动取款机。它可以吐出钱！

问题： 该模型展示了一座城市多年以来逐层建筑的历程。这一理念对影片中关于该城市设想的
重要性如何？ 在开发这一理念的过程中，有没有现实例子作为参考？

回答： 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关于该城市是如何建造的，我们构思了多个背景故事。我们的想法是，
随着人们在原来村庄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垂直向上建设和重建，古代封建的幻影忍者城镇也逐渐
演变为今天的大都市。我们喜欢这一理念，不仅仅因为它非常贴近乐高® 风格，还因为它反映了
今天的幻影忍者城市是如何从过去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我们还参看了许多现实例子，如新加坡、
香港、西雅图、悉尼、纽约，甚至还有威尼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 来自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导演组的查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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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 幻影忍者® 语言转换器

乐高® 幻影忍者® 语言挑战：  
参照上面的对照表将隐藏在城市三个层级
中的标识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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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幻影忍者®大电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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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计师访谈

问题： 将电影中的场景转变为一个模型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回答： 电影中的乐高® 幻影忍者® 城市不像任何之前从乐高套装中看到的那样。这类模型的
一个主要挑战就是，荧幕中宽阔的空间位置与相应的较小模型版本之间存在很大不同。

由于两者均由乐高积木拼搭而成，故我们的方案是选择关键的外形和细节，可从较小尺度
实现对它们的重建，并且还可保持整体外观一致。

为了展现幻影忍者城市的地域，我们将模型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都代表城市演变的不同阶段。
然而，将所有层级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模型又成为了另一个挑战。例如，我们将塔放在了模型
更靠后的位置上，从而给人的印象是它从建筑物后面耸立而出。

问题： 您最喜欢这款模型中的哪种功能？

回答： Nico: 那肯定是螃蟹烹饪功能。经过多次尝试，发现有时会发生将生螃蟹弹回水中的
现象，我们最终实现了一种简单但非常稳定的功能，即可转变几乎所有能够放入烤架的东西！
Chris: 对我而言，我会选择寿司吧， 因为它非常简单，很容易就可以装饰出你想表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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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乐高® 幻影忍者® 城市的建筑风格是随着年代的
推移逐层向上建筑。当您准备创建这个模型的时候， 有
没有研究现实生活中相似的建筑结构？

回答： 我们不但与电影制作者共享了很多灵感来源，而且
还通过多种方式获取灵感，如许多现实生活中参观过的
地方和令人惊叹的赛博朋克创作，当然还有幻影忍者® 
电视节目。

问题： 设计这个庞大且复杂模型的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
是什么？

回答： Nico: 设计这款模型的过程中，我最喜爱的部分
是有机会把那些通常不会出现在幻影忍者套装中的物件
囊括进来，例如河豚鱼或粉红色盆栽。
Chris: 这款模型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它的尺寸可允许
我轻松展现城市内每个角色的动作和互动。

问题： 您有没有为其他产品系列设计模型？

回答： Nico: 直到现在，我主要进行幻影忍者相关的设计
工作，也少量协助与MIXELS™和BIONICLE®主题相关
的工作。
Chris: 在乐高集团的过去五年中，我有幸参与设计了银河
战队、乐高® 电影™、超级特工、超跑系列，当然幻影忍者
系列。

问题： 您有自己最喜欢的忍者吗？

回答： Nico: 寇。
Chris: 那必须是赞，因为他既是一个机器人，又是一名
忍者。我想每个人都认为他很酷。

- 乐高幻影忍者模型的设计师，Nicolaas Vás和
Christopher Leslie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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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层 - 老城区

这座城市的“底层”是最早被开发的区域（可能在地下还有更古老
的层级）。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兴旺的渔业，包括一个知名的鱼市
和一些很棒的小海鲜餐厅。这里也是讨价还价者的绝佳去处。

这个层级非常适于四处走动和观赏风景。沿着码头有一条石路，
通向一座古老的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参观者们随时可看到
渔船离岸，到沿海水域中捕鱼。

这里的居民生活在狭小但舒适的房屋里。他们的”邻居”包括城市
电梯的底坑，以及保养机器人的存放和维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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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仔系列

萨莉
她机敏快捷，擅长于通过交换获取
自己需要的货物。她知道青蛙值多
少钱，极力讨价还价。

KONRAD
Konrad因擅长捕捉螃蟹和其它鱼
类而远近闻名。他也很精于打盹，并
认为打盹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
术。据说Konrad可在任何地方五秒
钟内入睡。

SWEEP
这位清洁机器人行走于城市的街巷
之间，捡取垃圾和清扫街道。当它
不当值时，会自行为人们清洁，以及
清扫一些区域，通常不会提前询问
的哟！

加马纳凯村村民
这位老年人常四处游走于这座城市
的最低层，用他饲养的青蛙对换小
饰品。尽管他总是胡言乱语，但人们
也默然受之，因为他们想要老人的
青蛙。

艾薇•沃克
艾薇是一位忙于工作的妈妈，很少
有自己的时间。她最大的财富是一
块巨型钻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
抛光。她是如何得到这块钻石的， 
无人得知。

凯
凯的休息日排满了各种活动，
像忍者训练、烹饪、进餐，以及
尝试组织一个红色忍者粉丝
俱乐部。有时候必须提醒他去
学校！



街区
第2层
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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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层 - 街区

幻影忍者® 城市的街区层拥有更实惠的商店和餐厅，这里总是挤满
购物者和游客。这里是每个人逛街购物的最佳去处，尤其在周末，
可看到上至高端消费者，下到杀价老手，从各个店铺中进进出出。

这里的一大特色是螃蟹小厨，这家餐厅的海鲜远近闻名且价格公道。
所用食材都是新鲜的，螃蟹是从城外的水域中捕捞的。这家螃蟹
小厨是上一层寿司餐厅的宿敌，所以无论您进入哪一家，他们都
会说您选择另一家是不明智的。

您就餐之后，可以逛一逛漫画书店，看看您最喜爱英雄的最新历险，
以及各类忍者纪念品。这里还有一家时尚店，为忍者的粉丝们提供
最新款的忍者团队装备。

完成购物后，您可以从ATM自动取款机中再取些现金，然后浏览
一下电影海报，看正上映什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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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仔系列

MOTHER DOOMSDAY
Mother Doomsday是Doomsday 
Comix的所有者，还是忍者的忠实
粉丝。他通常忙于经营店铺或准备
漫画展，但总会找出些时间来跟进
他最喜爱的忍者英雄。

SEVERIN BLACK
他因厨艺精湛而声名远播，还因与
他的哥哥（一位知名寿司厨师）竞争
而闻名。您常会在码头上看到他缠
着渔夫，以确保自己拿到最好的螃蟹，
而让自己哥哥买到上一周的鱼。

汤米
他是绿色忍者的超级粉丝！ 如果 
他不上学 ，就会绘制绿色忍者漫画， 
在博客上发表关于忍者英雄的文章，
以及上传绿色忍者的模因。 

盖伊
盖伊是一位成功的经理人，非常富有，
可以买得起任何想要的东西。您在 
老城区是找不到他的。他喜欢在城市
较高层级的高档店铺中购物。

朱诺
她是一位时尚设计师，总想把自己
打扮得最美。她喜欢到商店购买衣服，
但常会空手而归。她的服装总是搞
成一团糟！



高层奢华区
第3层
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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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忍者®城市的顶层是一些更加高档的餐厅和住宅。它可能 
因为拥有全城最好的寿司店而出名，这家店为那些出得起价钱的
人们提供屋顶餐饮。

劳埃德和他的妈妈在这里共用一套公寓，房间内设有一个隐蔽的
隔间，里面放有他的忍者制服。从公寓可以观看到非常壮观的
景色，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愿意支付高额租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顶层。新公寓楼和商店的建设一直在持续。

顶层还有全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使用的天线，以及装饰在许多
屋顶的迷人动物雕塑。乘坐城市电梯也可以到达这里。

第3层 - 高层奢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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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当杰的父母在垃圾场忙碌的时候，
他偷偷溜出来，变成一名英雄忍者，
打击犯罪。然而，全城发生了一系列
神秘的与鱼有关的犯罪，以杰的一
己之力能破获奇案吗？

美佐子
美佐子是劳埃德的母亲，她深爱自己
的儿子，并且尽了最大努力来做一个
好妈妈。这些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瞒
着劳埃德的秘密，然而......

小人仔系列

绿色忍者套装
当危险威胁到幻影忍者® 城市时， 
劳埃德•加满都会偷偷潜出他的 
阁楼，穿上这身套装，变为绿色忍者！ 
该套装专为秘密行动和舒适而设计，
还有震慑恶棍心神的作用。

劳埃德•加满都
劳埃德因其是唯一一个可得到绿
色忍者照片的人而闻名。他还是
这座城市绿色忍者商品的最大收
藏者。

鲨鱼军团炮手
这个无赖是幻影忍者城市一个很大
的麻烦制造者，他常迫使当地渔业
向他提供鱼。没人知道他要这些鱼
干什么，但可以打赌，杰和劳埃德 
肯定会查出来。

警官努南
警官努南致力于服务和保护幻影 
忍者城市的人民。裁减工作人员意味
着她只能靠自己进行工作，这很难实
现有效打击犯罪（尤其是与鱼有关的
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