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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随俗，
灵根不变

十一月九日——德国与欧洲同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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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失业人数意外骤减 企业
信心依然稳健
（见头版热点时评）
·柏林脉动 （见第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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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品专栏 （见第08页）
·德国实验电影《德国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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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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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推欧盟移民限制计划
德国表示不支持

采编 / 白丁

前些日子一位老华侨请我这个小
妹吃饭，茶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
聊起了在德国生活的困惑。老华侨
说，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都在想，我
是应该留在这里（德国），还是应该
回去（中国）。直到有一天我想通了，
我凭什么非要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地方
呢，我不如半年在这里，半年在那里，
高兴就好。”我抚掌大笑，说，
“好姐
姐，你这真是潇潇洒洒，快快活活！”
老华侨的疑问如果用文化研究
或者社会 学的理论来分析，很大程
度上也是第一代移民身份认同的问
题——青年时代离开祖国，在德国学
习、成长、交了人生中重要的好朋友
们，受过挫折，也有成功的喜悦，许多
人还组建了跨国家庭，这一切一切都
已经让自我的身份认同与德国水乳交
融，哪里能说走就走，轻易抛下呢？可
是，父母还在国内，亲人们还在国内，
一颗中国心加上一个中国胃，思乡之情
却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加浓烈。回国，已
然不是当年的自己，留在这里，却又忘
不了自己的中国根。故而常会时常摇
摆，举棋不定。
和各位老华侨相比，小妹年龄尚
小，阅历也浅，只想和老华侨们真诚
分享几句感悟：中西都好，随遇而安。
入乡随俗，灵根不变。

《德华世界报》11月特别企划：
德国罢工潮
文 / 白丁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10月20日发表讲话称，英国打算在圣诞节前公布进一步限制欧

10月14日，德国火车司机工会表示，德国全境的火车司机将再次举行罢工，时间从10
月15日周三下午14时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 4点，总计14个小时。10月16日，汉莎航空子公司
德国之翼的飞行员当天进行了持续12 小时的罢工，导致上百航班取消，影响其1 /5 航班的
正常运营。10月17日，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再次宣布，从18日凌晨 2点到20日凌晨 4点再次罢

盟成员国公民，在英国居住期间享受的福利和权利的计划。由于近年来从欧盟其他国家
转第 02页

工。这一次给很多打算出游的家庭增添了困难，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居民的周末活动也
转第 02页

《德华世界报》综合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10月25日表示，现阶段还不会支持英国
提出的限制欧盟移民的计划。如果英国首相卡梅隆继续坚持限制从欧盟其它国家向英
国移民的数量，德国将准备接受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

业内人士：德国房地产
不具备较高投机性

采编 / 白丁

《德华世界报》综合消息，当中国政府还在寻求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时，欧亚大陆
另一端的德国却以它稳健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在金融危机中独树一帜，德国房价始终保持

德国失业人数意外骤减
企业信心依然稳健

采编 / 白丁

《德华世界报》综合消息，德国10月失业率意外骤减。
数据显示，德国10月季调后官方失业率维持在6.7%，这是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值，当月
季调后失业人数剧减2.2 万，大幅低于预期的增加0.5万人，当月季调后失业总人数为288.7

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1975 ~2011年间，德国的实际住房价格累计增长约60%
，而居民同期个人收入平均增长3倍，所以对购房者而言，买房不失为件划算的事。尽管危
机后来自东欧和亚洲的国际买家大举进入德国地产市场，但从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来
看，近两年的房价实际增长率也只有平均4.6%左右，投机炒房的现象依然很少。
转第 02页

万。数据表面，德国企业对经济基本面依然充满信心。
失业率是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失业人口也是衡量总体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信
号。德国10月失业率数据公布，给德国经济带来了一丝暖意。今年二季度德国经济陷入萎
缩，8月的工业产出和出口创5 年新低，这令市场倍感担忧。尽管最近的调查显示商业信心
转第 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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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贫性感专栏
关于拒绝，关于阻力，关于枯燥
——《德国疤痕》导演布克哈德·冯·哈德尔访谈
采访人：陈家坪 编辑：陈琳

陈家坪：对中国观众来讲，我们知道
柏林墙是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
筑的边防系统，以将其与东德领土分割
开来。它始建于1961年 8月13日，全长
155 公里，是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
重要标志性建筑，也是分割东西欧铁幕
的一个象征。你的纪录片《德国疤痕》
取自这一重 大 的历史事 件，你是 基 于
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和个人创作观
念，来完成了这部宏伟的、令人震撼的
纪录片？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从无处到某
处。
也许我可以说的是，许多年以来，
德国的过去已成为某种挥之不去的萦
绕——这种“负担”是一直存在的，但
是一直以来我却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描述
它——特别是当我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
这个问题，比如家庭的优越性——因为
官方的，泛泛的，抽象的历史并不能吸
引我（包括我自己家庭具有冲突性的历
史，在最开始也不能给予我帮助）。这
种潜在的想法连同我令人沮丧而匮乏的
知识，让我不知该如何去研究，也不知
该研究些什么（对象）。我的研究开始
得相当晚，并且带有一种沉思，这种沉
思包围着我的教养，我的不安和沮丧，并
且吸引着我。然而，由于在过去，我并不
能够成功地把我所采集、研究以及多年
收集的材料整合在一起，我决定把一切
搁置一段时间。
2008年的一月，在一个灰色而不安的
冬日里，我置身于偏远的阿尔法哨所（
注：冷战遗迹），距富尔达谷地不远的地
方。在现在能够被穿越的边境之地上，
我凝视着曾经是美军和俄军仅隔100 米
相望的地方——如今，两座瞭望台屹立

陈家坪：柏林墙事件跟你个人之间有
些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在片中，你是如何
来处理这种关系的？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有一次我不停
的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在我们的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去做的，但
也有些事情把我们拉向其中。我过去说
过，我的动机大部分是受自传性，个人性
概念的激发。最初我的目标是一个24小
时的循环，但当我最终不论如何尝试（
我反对人为的放慢一些片段），而以 16
小时告终时，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是 16
小时？因为在我小时候的每个暑假，我
从住在德国南部的妈妈家（靠近山）到
住在德国北部的爸爸家（靠近海）的距
离——我爸爸妈妈当时已经离婚了——
那段路程大约花费16个小时。

在那里，见证着历史。对于冷战时期的
抽象，没有（地方）能比那儿所展现的更
为具体了。而就是在那儿，我脑海中闪过
了直升飞机的画面……这使我开始希望
超越抽象，还原整个事情的全貌。

我是如何开始的:
它是我的“命中一劫“——注定这件
事最终要做下去。最初，并没有公共资
金的援助，直到后来才进入了部分的资
金。我为自己得到了柏林-勃兰登堡媒体
促进公司的支持而由衷地感激。
常识上，这并不是一部电影，而是其
他的一些东西。它与德国有关，与我们
的历史有关，但是却又超越了我所相信
的东西。在我的梦境中，我幻想着每个
人都在观看并且经历着这种体验，被它
所捕获，所吸引，所吞噬。对于我而言，
它是一种最终的电影艺术表达（最后或
者最初的电影），一条没有完结的河流（
意识上的），人们可以离开，也可以走向
无尽——正如生命本身及其道路，滋养
着，安抚着（我们）……它总是在你漫步
离开之前，在那里等着你，不管你是否看
见它。。。

陈家坪：你是按照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来进行拍摄的，最后以飞机一次
性飞行的行程，不重复展示边防线吗？
那么，什么路段用春天拍摄的素材，什么
地方用冬天拍摄的素材，这个取舍你是
怎么考虑的呢？甚至有的地方用黑白，有
的地方用彩色，这种变化的过程，你采
用了哪些方法来平衡观众可能失衡的情
绪，使其最终不受到干扰，而是呈现片
子所追求的主题性感受？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最初，我做了
两个基 本的决 定，电 影应该 从秋 天 开
始，过渡到冬天然后在春天结束，带着
季节的变化落入这些地点。。。关于颜色
的解码: 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去饱和”
，将彩色部分转换成黑白的部分，给了
我们利用材料去探索它最美丽一面的机
会，增加了解释的层次，然而这种转换
的节奏确是缓慢而稳定的。
影片是关于什么？最重要的是关于
治 愈，治 愈的效 果很大 程度 上取决于
电影背景中运用的具有治疗功能的音
乐。音乐充满了一系列丰富的情感和能
量——这也是它为什么值得留在电影中
的原因——你永远不会知道某一段音乐
有多长，或者它什么时候会切换到下一
段背景音乐的内设和目的中（洗衣机般
的净化体验）。
陈家坪：片子的拍摄周期多长？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从2009年到
2013 年。包括15 个片段的拍摄以及 3 次
重复拍摄。

陈家坪：一共拍了多少素材？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由于直升机
的高额费用，整个拍摄不允许试拍， 我
们完全采用所有素材（1:1）。对其中三个
段落的完整重复拍摄，是因为拍摄时的
速度发生了错误(有些过快)。
陈家坪：最后片长16个小时，这对
于一般观众而言仍然会是一个巨大的观
影考验？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是什么
给了你如此坚定的信心？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这部影片不
是关于它是否被看，而是关于当人们准
备好时，它在那里等待被看。它提供一种
内在体验，可以是净化的体验，就像一
台净化心灵的洗衣机。我自己感到好奇
的是，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面对16 个
小时是如何反应的。到目前为止，我仅仅
放映了影片的片段，观看的人们，特别是
女性 (她们似乎更少的依赖于信息——
这正是影片拒绝给出的)更多展现出希
望继续看下去的兴趣。最佳的放映体验
是关于某个影片的节选——放映于2012
年在巴黎东京宫举办的“巴黎/柏林/马
德里国际影像艺术节“上。
陈家坪：片子的音乐和声音运用
非常出色，有时甚至能感受到大地的呼
吸，让人感受到大地艺术的魅力。你给
我们讲一讲在这方面所发生的故事？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除了画面，音乐
是这部影片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柱。。。简
而言之，最终令我惊讶的是，我还能够
重新启动这个项目——关于那段我们德
国沉重的历史，并利用我最初的关于东
方精神性的兴趣和这部电影超验般的音
乐，展开这个(类似)闭恐惧症的话题。
能将此配乐运用到我的影片中来，我感
到十分的幸运——16 小时无间断的音
乐，令人难以置信的且无以伦比，匹配着

16 小时无间断的电影的推进。音乐本身
是源于西藏颂钵，并且融入了一系列来
自东方灵性的传统音乐，并由西方人用
东方的乐器所演奏。一个巧合的事情就
是，电影配乐的作曲及音乐家是我已故
的、异父异母的兄弟克劳斯.维斯, 虽然
没有直接的血缘，我们却有精神的缘分
联接彼此。我为他在没有看到这部作品
的问世便离世感到深深的惋惜——我视
这部作品为它的遗产。

德国实验电影《德国疤痕》北京首映
采编 /明铎

德国疤痕
导演：布克哈德.冯.哈德尔
音乐：克劳斯.维斯
那块曾在1961年至1989年
间分裂世界的铁幕，现如今，是
一片从黑海延伸到芬兰的自然
保护区
谨献给克劳斯.维斯
（1942-2009)
导演：布克哈德.冯.哈德尔
剪辑：弗朗西斯.贡米拉
在柏 林 墙推倒 2 5 周年之际,德国
导演布克哈德·冯·哈德尔 (Burkhard
Von Harder)带着他耗时7年，长达16个
小时的实验电影《德国疤痕》来到了北
京,10月25日于在 3 画廊举行首映式。电
影镜头沿着东西德柏林墙低空飞 行,直

到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蓝
色天空,经过春夏秋冬到达导演的故乡
德国西尔特岛(Sylt)
说它是风 光片，它讲述的却是 历
史，说它是纪录片，却看不到事件，说
它是一部电影，却长达 16 个小时。来自
东西德的父母结合又分开，导致布克哈
德·冯·哈德 尔的童年在两个家庭之间
16 个小时的跋涉，是个人和家族的一道
疤痕，而冷战时期宏大的、抽象的“铁
幕时代（1961-1989）”，又是德国民众
心中的一 道难以抹去的疤痕。关于为何
决定在中国播映《德国疤痕》，布克哈
德·冯·哈德尔说，中国人很敏感。中国
人对“墙”有很深的概念，到处都是墙，
包括长城。在西方大多数人只关注好莱
坞大片，除德国人以外，很少会对这类
影片感兴趣。对于布克哈德·冯·哈德尔
而言，
《德国疤痕》是一种最终的电影艺
术表达，一条没有完结的河流，人们可

以离开，也可以走向无尽——正如生命
本身及其道路，滋养着，安抚着我们……
它总是在你漫步离开之前，在那里等着
你，不管你是否看见它。
布克哈德·冯·哈德尔 1954 年出
生于德国西尔特岛，数次举办各展，如
VIZII: 第一届国际基辅视觉文化及摄影
艺术节，乌克兰，5月/6月和联合群展，
如富可视, 自出摄影书评审展, 多丽丝和
约翰·诺顿画廊影像创意中心，凤凰城
艺术博物馆，亚利桑那州/美国，8月23
日—9月28日，2014，为致敬埃德.鲁沙，将
ABCED书设定为首页，卢布尔亚那当代
艺术中心，斯洛文尼亚，12月18日，2012，
布克哈德·冯·哈德的相册“文尼察.冷战
时期“，文尼察州美术馆/ 乌克兰，2011
（国际合作项目“乌克兰/德国”）等等。
他执导的电影有《德国疤痕》，
《西柏林
的疤痕》等等。数次参与国际纪录片电影
节并多次出席国际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