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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麦耶 - 柯思博律师事务所 
Rechtsanwälte Maier & Kaspar 

柯思博律师   Rechtsanwalt Dominik Kaspar 
在中国工作的经历, 真正直接用中文工作的德国律师,  

一颗真诚为广大华人服务的心 
主要业务范围：                                   地址: Landsberger Str.285b, 80687 München 
涉及外国人法的问题, 特别是各种居留问题              (乘 S-Bahn, 在 Laim 站下车, 
设立各种形式的企业及办理业主和雇员的工作及居留许可   从 Hauptbahnhof 可乘 S-Bahn 1, 2, 4, 6, 8) 
代拟及审查各种类型的合同，代理退税业务              电话: 089/347013    手机: 0176-66682375 
家庭及婚姻事务            各类经济，劳动纠纷        传真: 089/347015 
交通违章及事故处理                刑事辩护                                     Email: Kaspar@rae-mk.de 

 新诺法律及税务咨询事务所 - 特别广告 
I.  劳工法顾问 解决索赔和解约后居留问题（法律事务） 
II. 退税服务 本事务所需要以下的复印资料： 
    税卡复印件  工资单复印  银行汇款单  护照复印件 
III.退养老金服务  本事务所需要以下的复印资料： 

   社会福利卡  取消户口证  护照复印件  国际证明件 

事务所联系方式: 

本事务所位于慕尼黑 München 附近 
Sino Transaction Office 

(Law  & Tax  Consulting Office) 
Schwarzhölzel Str. 21a 

85757 Karlsfeld (德国 Germany) 

网站：www.stogermany.de           电话 Tel.：08131-350882          传真 Fax：08131-350606                      
手机 Handy：0173-5776947     电子邮件 Email：info@stogermany.de 
联系人：张景棠先生 –国粤语–法律及税务代理 Law Agent & Tax Agent / Rechtsagent & Steueragent 
另外：每月处理文件服务包括法律和会计服务，每月只收 100 欧元。 

招聘  
法兰克福市中心按摩院 (有执照)，
因业务扩大，高级、高薪、高客
源，欢迎年青漂亮小姐加入 (需工
纸)。联系电话： 

0152 0874 6372 
(此广告长期有效) 

高薪诚聘 Hanau 
位于Hanau近法兰克福，招收年轻
女按摩师，月收入保底5000欧元以
上。环境优雅，工作开心，自由，合
理，包食宿，也欢迎学生和欧洲其他
国家的亚洲女性加入我们。欢迎来电
咨询，请电 0173/4545602 

经过精心筹划，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终于

在多方的努力下正式成立了！基金会注册名称为 
Yiyuan Found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YFCE
德文翻译Yiyuan–Stiftung für Humanitäre 

Hilfe und Bildung。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由八十年代初留学德

国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起成立。总结了关于回

报社会、扶持教育、促进德中友谊的多年实践和

思考，他们决定成立德国法制管理下的永久基金

会，以保障助教扶贫的工作得以制度化地持续和

扩展。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全球华人踊跃

赈灾、投身公益的盛况是基金会成立的直接契

机。 

基金会的宗旨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民生和教

育，以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力求通过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民众的努力对于个人、团体或

国家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予以缓解，主要包括：

1）对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教育及科学的人道主义

帮助，2) 致力于推动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社

会互助项目，3) 致力于儒家“有教无类”的思

想，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4) 基金会

的另一项宗旨还在于推动中德友谊的健康发展，

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谐。 

基金会为按照德国北威州基金会法建立的、

德国民法意义上的永久设立的法人实体。基金会

首任理事长、德籍华人企业家张逸讷先生出资十

二万欧元作为基金会的启动本金和项目启动资

金。基金会首任董事长为上海同济大学鲍超佚教

授。鲍老师长期从事中德留学生交流工作，深受

当年同学们爱戴。退休后他仍不忘发挥余热，为

基金会的成立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从退休金/稿

费中捐出人民币二万元。 

基金会的理事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设立完备，由多名德国科教界、企业界事业有成

的华人组成，他们是副理事长丁永健教授，财务

理事吴迎女士，公关理事王炜先生，内务理事梁

达胜先生，副董事长李孜博士和高岩博士，董事

张传增教授和钱红女士。 

基金会将在适当时候邀请德国朋友参与基金

会的管理，并将组建顾问委员会。 

基金会已于2008年7月28日完成注册，8月15

日北威州杜塞尔多夫行政专区政府副主席 Ulrich 

Lepper 先生和基金会管理署主任Frank 

Spelleken先生将向基金会正式颁发基金会证书。 

基金会成立伊始，便与川西、甘南、内蒙等

地进行了联系，希望以微薄之力、赤诚之心，以

“同舟共济、百年树人”的实际行动起抛砖引玉

之功效，愿与亿万同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

业共同建造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 

作为基金会的运作原则，所有理事、董事不

仅仅都是义务服务，工作费用也必须自理，从而

确保一切捐款用于项目。基金会吸收赞助会员，

欢迎认同基金会宗旨的德国、中国朋友加入并支

持我们的工作。有关捐款、捐款帐号与赞助会员

事项请见基金会网站 

www.yiyuan-foundation.com 或 www.yfce.de 
热诚欢迎热爱中国、热爱中德友谊的朋友和

有识之士为中国贫穷地区的发展、为需要援助的

学童，尽一份力量，奉献一片爱心。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供稿） 

 

地址：Kaiser Str. 60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 Germany 
总机：+49 69 2992198 - 0   分机：+49 69 2992198-16 或 18 
传真：+49 69 299219811 

西马集团法兰克福旅游有限公司 

 CHIMA Touristik Frankfurt GmbH 

西马集团 

CHIMA (Group) 

其他业务范围：签证服务，综合旅游，展会组织 

航空公司 航行线路-价格 
 法兰克福 - 上海 / 北京 

 88 欧元起 
 德国 - 北京 / 上海 

310 欧元起 
 法兰克福 - 上海 / 北京 

208 欧元起 
 德国 - 香港 

310  欧元起 
 德国 - 香港 

440  欧元起 

汉莎 

国泰 

离火车站步行 
仅  3 分钟 

手机：+49 170 2894980 
电邮：info@chima-fra.de 
网页：www.chima.de 
银行：Commerzbank 
            Frankfurt 
BLZ:    50040000 
Kt:       682439500 

爱心是可以传递的 
邓兴东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名叫克雷斯的

司机被搁浅在郊外，他的汽车坏了。正当焦急万

分的时候，一个骑马的中年男人路过此地，用自

己的马把克雷斯的汽车拉到一个小镇上。当克雷

斯拿出钱对他表示感谢，这位男子说：“我不要

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

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帮助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克雷斯帮助了许多人，并

且也告诉被帮助的人同样的一句话。 

四年后，克雷斯被洪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

一位少年帮助了他。当他感谢少年的时候，少年

竟然也说出了这句克雷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话：

“我不要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

克雷斯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社会是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外出旅行的时

候，每个人都有遭遇危难的时刻，与人方便，自

己方便。一个充满爱意的温馨世界能支撑起人类

生命的发展和延续。在互帮互助中，在爱的奉献

中，生命才能充满无限的力量。谁在爱，谁就在

有力地活着。施比受更有福，人不能没有爱心，

人类最伟大的光辉一面就是“爱心”。 
 

做最重要的 
周铁钧 

 

1981年，戴安娜与英国王子要举行结婚大典

的消息传出，世界各地将有200多万人赶来一饱眼

福。伦敦各大厂家纷纷抢抓商机，大批生产各式

各样的纪念品，而最善于迎合市场的劳伦尔公司

斯却无动于衷。 

婚典这天，五公里长的伦敦大街人山人海，

人群多达数十排，站在后排的人无不为视线不清

焦灼不安。突然，数千名儿童从街道两旁冲出

来，在人群背后叫卖： 

“请用望远镜观看盛典，一英镑一个！” 

“有了望远镜，戴安娜和王子就在你眼

前！” 

人们顿时蜂拥抢购。原来，这就是劳伦尔公

司生产的简陋望远镜，他们以此净赚了80多万英

磅。 

事后，劳伦尔总裁说：我们以为，到盛典现

场的人固然要买纪念品，但最重要是“看”王子

与王妃，因此我们就做“看”的产品。 

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千头万绪的

事情，但只要从中找出最重要的先做好，就会收

到最佳效果，许多相关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那么，在纷繁中我们就应该先静下来，理顺

一下思路：做最重要的！ 

 

我的闲散生活 
朱秀丽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标准的好主妇，她们回到

家的第一件事是系上围裙，直奔厨房。我没这么

贤惠，换上家居服，要到床上小憩片刻。理理纷

乱的思绪，调调疲惫的神经，方能投入烟火中做

美味。 

在整个家中，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数床了。装

修完房子，首先换掉了原来的床。跑遍全城，选

了一张白色的床，床尾可以拉出一个小休闲垫。

床头柜也是白色，以半月型磨砂玻璃镶嵌，里面

投出朦胧的灯光。人躺在上面，感觉像在一艘白

色的船上浮游。月朗星稀的夜晚，做一个迢遥的

梦，未尝不是一件快意事。 

整个夏天，我就赖在床上。我的书堆满了两

边床头柜，枕下也不时冒出两本杂志，另有三两

本摊开，等我翻阅。这时的它们就是书之花了，

等着为我绽放。每读完一篇，我会丢下，伸一个

懒懒的腰，手枕在头下，望着窗外的天空遐思。 

窗台上一片蓊郁，金边吊兰绿得妖娆。或许

是雨水多的缘故，它发出许多新枝，每一个枝蔓

上都 着许多小篮子一样的结，间或有几朵淡兰

的小花。为了给它有更多的舞台，我把仙人球、

刺梅都挪到了角落。那些新枝贴着玻璃冲我媚

笑，也有的垂下窗台，在风中摇曳。 

有时我会坐在床边吃水果，小桌上摆了当季

的葡萄、蟠桃、苹果、枣。最爱吃的要数葡萄

了，酸酸甜甜，妙不可言。以前喜欢带皮放入嘴

里，一咬而弹破的快感。似乎有许多健康方面的

资料都严肃告诫，葡萄皮上带有太多残余农药，

只好放弃了那个嗜好。蟠桃也让我惊奇，它长得

扁扁的，青青的，怎么也不像水蜜桃那般水灵妩

媚，却偏偏味道好得出奇，真是物不可貌相啊。 

更多的时候，我的脚翘在床尾，半倚着，看

几眼电脑。QQ始终以离开的姿态挂着，看看哪路

英雄还在水上忙乎，偶尔也打个招呼，问声好。

博客上最近更新有点勤，但我很少回访写评，所

以来客也稀。我手写我感，别人是否喝彩并不重

要。瞅瞅论坛里的高手们又在发什么奇谈，做个

看客，也算长点见识了。这样的姿态只是几分

钟，我迅疾又回到床中央，或坐或躺或趴，翻看

我的书之花了。 

很多时候想，这样的生活真不错。偌大的世

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我却有着这样安静的空

间，不为生计而奔波，不为琐事而烦心，也是人

生一福了。 

荷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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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建造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 

作为基金会的运作原则，所有理事、董事不

仅仅都是义务服务，工作费用也必须自理，从而

确保一切捐款用于项目。基金会吸收赞助会员，

欢迎认同基金会宗旨的德国、中国朋友加入并支

持我们的工作。有关捐款、捐款帐号与赞助会员

事项请见基金会网站 

www.yiyuan-foundation.com 或 www.yfce.de 
热诚欢迎热爱中国、热爱中德友谊的朋友和

有识之士为中国贫穷地区的发展、为需要援助的

学童，尽一份力量，奉献一片爱心。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供稿） 

 

地址：Kaiser Str. 60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 Germany 
总机：+49 69 2992198 - 0   分机：+49 69 2992198-16 或 18 
传真：+49 69 299219811 

西马集团法兰克福旅游有限公司 

 CHIMA Touristik Frankfurt GmbH 

西马集团 

CHIMA (Group) 

其他业务范围：签证服务，综合旅游，展会组织 

航空公司 航行线路-价格 
 法兰克福 - 上海 / 北京 

 88 欧元起 
 德国 - 北京 / 上海 

310 欧元起 
 法兰克福 - 上海 / 北京 

208 欧元起 
 德国 - 香港 

310  欧元起 
 德国 - 香港 

440  欧元起 

汉莎 

国泰 

离火车站步行 
仅  3 分钟 

手机：+49 170 2894980 
电邮：info@chima-fra.de 
网页：www.chima.de 
银行：Commerzbank 
            Frankfurt 
BLZ:    50040000 
Kt:       682439500 

爱心是可以传递的 
邓兴东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名叫克雷斯的

司机被搁浅在郊外，他的汽车坏了。正当焦急万

分的时候，一个骑马的中年男人路过此地，用自

己的马把克雷斯的汽车拉到一个小镇上。当克雷

斯拿出钱对他表示感谢，这位男子说：“我不要

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

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帮助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克雷斯帮助了许多人，并

且也告诉被帮助的人同样的一句话。 

四年后，克雷斯被洪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

一位少年帮助了他。当他感谢少年的时候，少年

竟然也说出了这句克雷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话：

“我不要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

克雷斯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社会是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外出旅行的时

候，每个人都有遭遇危难的时刻，与人方便，自

己方便。一个充满爱意的温馨世界能支撑起人类

生命的发展和延续。在互帮互助中，在爱的奉献

中，生命才能充满无限的力量。谁在爱，谁就在

有力地活着。施比受更有福，人不能没有爱心，

人类最伟大的光辉一面就是“爱心”。 
 

做最重要的 
周铁钧 

 

1981年，戴安娜与英国王子要举行结婚大典

的消息传出，世界各地将有200多万人赶来一饱眼

福。伦敦各大厂家纷纷抢抓商机，大批生产各式

各样的纪念品，而最善于迎合市场的劳伦尔公司

斯却无动于衷。 

婚典这天，五公里长的伦敦大街人山人海，

人群多达数十排，站在后排的人无不为视线不清

焦灼不安。突然，数千名儿童从街道两旁冲出

来，在人群背后叫卖： 

“请用望远镜观看盛典，一英镑一个！” 

“有了望远镜，戴安娜和王子就在你眼

前！” 

人们顿时蜂拥抢购。原来，这就是劳伦尔公

司生产的简陋望远镜，他们以此净赚了80多万英

磅。 

事后，劳伦尔总裁说：我们以为，到盛典现

场的人固然要买纪念品，但最重要是“看”王子

与王妃，因此我们就做“看”的产品。 

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千头万绪的

事情，但只要从中找出最重要的先做好，就会收

到最佳效果，许多相关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那么，在纷繁中我们就应该先静下来，理顺

一下思路：做最重要的！ 

 

我的闲散生活 
朱秀丽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标准的好主妇，她们回到

家的第一件事是系上围裙，直奔厨房。我没这么

贤惠，换上家居服，要到床上小憩片刻。理理纷

乱的思绪，调调疲惫的神经，方能投入烟火中做

美味。 

在整个家中，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数床了。装

修完房子，首先换掉了原来的床。跑遍全城，选

了一张白色的床，床尾可以拉出一个小休闲垫。

床头柜也是白色，以半月型磨砂玻璃镶嵌，里面

投出朦胧的灯光。人躺在上面，感觉像在一艘白

色的船上浮游。月朗星稀的夜晚，做一个迢遥的

梦，未尝不是一件快意事。 

整个夏天，我就赖在床上。我的书堆满了两

边床头柜，枕下也不时冒出两本杂志，另有三两

本摊开，等我翻阅。这时的它们就是书之花了，

等着为我绽放。每读完一篇，我会丢下，伸一个

懒懒的腰，手枕在头下，望着窗外的天空遐思。 

窗台上一片蓊郁，金边吊兰绿得妖娆。或许

是雨水多的缘故，它发出许多新枝，每一个枝蔓

上都 着许多小篮子一样的结，间或有几朵淡兰

的小花。为了给它有更多的舞台，我把仙人球、

刺梅都挪到了角落。那些新枝贴着玻璃冲我媚

笑，也有的垂下窗台，在风中摇曳。 

有时我会坐在床边吃水果，小桌上摆了当季

的葡萄、蟠桃、苹果、枣。最爱吃的要数葡萄

了，酸酸甜甜，妙不可言。以前喜欢带皮放入嘴

里，一咬而弹破的快感。似乎有许多健康方面的

资料都严肃告诫，葡萄皮上带有太多残余农药，

只好放弃了那个嗜好。蟠桃也让我惊奇，它长得

扁扁的，青青的，怎么也不像水蜜桃那般水灵妩

媚，却偏偏味道好得出奇，真是物不可貌相啊。 

更多的时候，我的脚翘在床尾，半倚着，看

几眼电脑。QQ始终以离开的姿态挂着，看看哪路

英雄还在水上忙乎，偶尔也打个招呼，问声好。

博客上最近更新有点勤，但我很少回访写评，所

以来客也稀。我手写我感，别人是否喝彩并不重

要。瞅瞅论坛里的高手们又在发什么奇谈，做个

看客，也算长点见识了。这样的姿态只是几分

钟，我迅疾又回到床中央，或坐或躺或趴，翻看

我的书之花了。 

很多时候想，这样的生活真不错。偌大的世

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我却有着这样安静的空

间，不为生计而奔波，不为琐事而烦心，也是人

生一福了。 

荷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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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晚上8点8分，在这个充满中国“8”字

特色的时刻，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了，全世界

几亿民众将目光投到这个东方古国。日晷将光反射

到鸟巢建筑的开幕大厅内，随着 2008 台中国古老的

打击乐“缶”所发出震撼的声响，就如时间的步伐一

步一步地走近，走近8点8分…… 

表演分“灿烂文明”与“辉煌时代”两集，总体

风格和气氛追求激情、浪漫和梦幻，嫦娥奔月式的抒

情旋律贯穿着演出的始终。别出心裁的是，演出的舞

台是一幅宏大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长轴画卷，画卷上

再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那里有孔子的三千弟

子，展现中国四大发明的现代表演；有丝绸之路和

郑和下西洋的风帆，还有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戏剧

表演。下集出场的是活跃在德国的朗朗的钢琴演奏

“星光灿烂”，富有中国传统、柔中见刚的太极拳及

武术表演，还有刘欢与英国女歌唱家深情加激情演

唱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 

这次奥运开幕式确实让世界震惊，德国电视台

ZDF主播亲自赶往北京，在北京设立了临时播音房，

从北京播送德国时间晚上七点的电视新闻，可谓创

ZDF之先例。ARD全程实况转播达几个小时开幕盛典。

各国新闻媒体对这次开幕式普遍表示演出非常出

色，几乎创现代奥运会之最。独特的东方式艺术构

思，现代的电子技术和控制设备，规模宏大、气氛壮

烈的演出场面。一场表演能动用1.3万位演员，创意、

制作和行政的三套机构共55个部门的万人项目，全

国动员忙碌三年多，可谓举全国之人才精华与经济

实力于一举以展现中国，这是欧美国家所望尘莫及

的，这样的宏大演出只可能出现在中国。 

许多留德学人和旅德华人聚集在电视屏幕前，

观赏来自故乡的奥运开幕式。尽管各自对开幕式演

出、对德国电视台播放各有褒贬，但总体上看到这是

一场振奋人心的演出。早在奥运开幕之前，欧美新闻

界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与历史，形成一股“中国

热”，而这次开幕式更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电

视台还过后补充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但愿这样的

中国热能持续下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也更了

解世界，这不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精神？(王霖) 

一、恰巧在开幕式之前的几分钟，看了

凤凰卫视资讯台播放的一位网友“恶搞”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视频，以此来推测张

艺谋开幕式的情况。几分钟后，一群所谓

“击缶”的战士就“整齐划一”地出现在电

视荧屏上，真有一种“确被言中”的感觉。 

二、中华文化千年文明的展示、想法和

初衷无可厚非，但其中安排得内容和所传达

的精髓，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一定能看懂

和领会，更何况其余三十几亿外国友人呢？ 

三、京剧作为国粹，东方戏剧，确实是

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否应该用提

线木偶来展示，确实值得商榷。想突破、创

新这是没有问题，但开幕式是一个大场面的

文艺展演，不管是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

观众，其人数是空前的。而电视转播也主要

侧重在表现宏大的场面和气势，那么四个不

足半米的小小木偶，如果没有望远镜和电视

镜头偶尔的几个特写，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看

到像解说词中所讲的京剧“手眼身法步”的

基本功，当然这些基本功本是“人事”，也

决非木偶能表现出来的。 

四、这次开幕式文艺演出的一个创新独

特之处，是想打破“平面”的束缚，让画面

和表演尽可能“立体”起来。所以像奥运五

环、山河画卷等都进行了“立于空中”的展

示。但也可能又受了这一创意的束缚，“钢

丝悬吊”手段运用过多，以致贯穿于最后的

主火炬点火。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开幕式

演出刚开始不久那场表现飞天的演出。还是

前面提到的问题，浑身发光的飞天，只有在

镜头拉近时才能看清是真人表演，否则如果

不听解说，全景之下，确实如同一堆“萤火

之昆虫”，在酷暑之夜空“无头寻光”而群

动。而且在地面也有重要演出的同时，又在

空中挂起诸多元素，不仅让观看者得随时上

下俯首，也使转播着的镜头应接不暇。 

五、此次一个重要亮点就是烟火的配合

与表演。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确给演出

及营造热烈气氛起到了良好效果。但在转播

鸟巢体育馆整体外观烟火时，确如网友评论

的那样，有一种鸟巢失火之感。另外，本届

奥运宣扬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绿色奥运”，

所谓“绿色”，就是指环保。每次表现整体

烟火在夜空中闪耀之后，都是浓浓白烟的画

面。放烟火必然会有烟雾，这本没有什么说

的，这里我只是对现场直播的演播调度和导

演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能在烟火即将结束时

就切换镜头，非得等烟火光彩消失、浓烟升

起后再切换镜头？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电

视转播结束时，也是北京各处烟火的镜头，

而最后要打出央视转播和奥运五环字幕时，

背景是一个定格画面。而当时的背景正是鸟

巢外景的烟火现场。如果定格在鸟巢上空纷

繁的烟火，再配上字幕，确实也让人赏心悦

目。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定格恰恰定在烟

火消失后，鸟巢上空满是白色浓烟的画面

上，长达十几秒之久。也可能是直播部门也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转换了结束画面。 

六、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学史上，正所谓

诸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优秀代

表。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幕式策划组听取了某

位央视御用“国学大师”的建议，整个节目

多次用孔子那个时代及《论语》的元素。孔

子是世界名人，《论语》是不朽名著，但要

展示整个中华几千年的文学及思想成就，仅

用孔《论》是否也略显单薄呢？ 

七、像这种人数众多的大型文艺演出，

其中大场面的演员又大多为部队战士。在电

视直播时重在反映大场面和整体气势，不论

从动作编排和服装道具设计，不可谓不精

心；整体场面给人的感觉，不能说不震撼。

但在直播过程中，多次给某几个演员特写镜

头，虽然可能是直播者想点面结合，也不要

老是远景。但特写中，满脸汗水，表情呆

滞，一看就是部队大兵，却头顶毛发的形

象，确实给整体艺术观感大打折扣。 

八、整个节目和后面各国运动员入场式

的进程节奏调度有明显问题。直播的画面与

入场式也没有很好的同步，最开始入场时，

现场三种语言介绍入场为哪个国家代表队

时，直播主持也相应解说是哪国代表队并伴

有一些背景介绍。而电视画面下方字幕，先

出现国旗，然后是英文国名，然后是中文国

名。随着代表队陆续入场，多有直播解说与

现场画面对不上号的情况，有遗漏的现象。

另外，字幕也就干脆只出现国旗和英文国名

了。在后面对现场时间的控制上，估计与原

计划有很大差距，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客观原

因，但这应该是在预案中考虑到的。不然，

就不会造成开幕式明明是在2008年8月8日晚上

举行，而主火炬点火却在2008年8月9日凌晨。

除非这是有意安排，或是一个独特创意，否

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九、此次奥运会的主题歌，可能也是创

作者的意图和想达到的效果，歌词和曲调给

人一种过于平淡的感觉。前面，中西男女二

人深情吟唱、娓娓道来，似乎在此之后会有

一个节奏感略强、气氛更浓烈的后半部分。

但正如一位网友所表达的那样：“原以为刘

欢会在数十亿人注视下，给布莱曼一个高

潮，没想到他们拉拉手就算了。” 

十、对于主火炬凌空被点燃的设计与创

意，客观来说，不能说没有下工夫，而且也

还新颖。但似乎在观众心目中，没有产生预

期的那种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

果。我想问题不完全出在创作团队，当然也

不是观众要求过高，主要是之前各媒体“忽

悠”得过于厉害，把观众的“胃口”吊得太

高的缘故。过度宣传“保密”的同时，又在

强调绝对呈现出一个“令观众满意的”的开

幕式，这种两头的反差就加大了观众的期望

值，最终影响到观众对开幕式的实际观感。 

 
 
 
 
                                
                                                                                 
                                                                                 
                                                                                 
                                                                                 
   
                                                                                
        
 
 
 
 

 

 

银行名称：Deutsche Bank Siegburg(Köln) 
收款人(Empfänger)：Fujian Int. Travel Tang 

帐号(Konto-Nr.)：3068772 
银行号(BLZ)：37070024 

    IBAN: DE41370700240306877200      
BIC/SWIFT-Code: DEUTDEDBKOE 

 

C hinese  E uropean  Pos t  

德奥荷比法五国发行· 钱跃君博士主编 · 飞机场、火车站报亭及亚洲商店、学生会、华人旅行社代理发行 ISSN 1865-7605 

每份 2 欧元 
Price:  2,-  € 

经济·社会·文化   Economy  ▪  Society  ▪  Culture  

伴随旅欧华人十九年 的华文月报 

  

2008 年 8 月 总第 181 期 
www.chinesen.de 

 荷航特价 € 99 北京/上海 *另加机场税 
 汉莎特价直飞北京/上海/南京/沈阳 
 海南航空新航线,柏林—北京(直飞) 
 柏林航空，杜塞尔多夫-北京/上海 
 国泰，荷航，法航等飞往国内， 

 东南亚以及美洲等各大城市… 
斯图加特办公室地址： 
Königstr. 22 
70173   Stuttgart 
电话：0711/2296 165 
传真：0711/2296 339 
网站：www.fitt-tours.com 

杜塞尔多夫办公室地址： 
Schadowstr. 44 
40212   Düsseldorf 
电话：0211/955 999 55 
传真：0211/955 999 28 
电邮: info@fitt-tours.com 

北京奥运开幕式观感 王孺童 

期待数年之后，终于守候在电视机前。不敢吃喝，以免游走Toilet而漏掉精彩瞬间。观

看了数小时开幕式直播，直至画面变成广告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个人对此次开幕式有八

个字的评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留下以下几点不成熟的观后感，愿与读者分享讨论。 

 欧洲大巴旅游         每周出发 

     爱心系着中华。四川大地震后，全德华

人奔波于赈灾活动。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诞

生了旅德华人第一个慈善基金会。 

旅德学人和企业家张逸讷、吴远夫妇已经为四川

赈灾捐助4千欧元，意犹未尽，决定再捐助12万欧元。

经过几个月酝酿，张逸讷的朋友们打算以此为基金，

成立一个旨在长期捐助四川灾民、尤其是灾区儿童的

基金会。除了给予他们生活救助外，还将救助范围扩

大到他们的学业，让所有孩子都能有饭吃、有书读，

通过教育来实现根本上的脱贫。所以该基金会最后定

名为“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已在北莱

茵州注册，并被税务局确认为公益性基金会。正式的

基金会证书发放仪式将于八月十五日隆重举行，杜塞

多夫行政区副主席 Lepper 和基金会政府部门主任

Spelleken将亲临参加发放仪式。 

张逸讷和吴远夫妇都是 1980 年来德的中国第一

期留德本科生，共同毕业于Clausthal大学。他们长年

关心和投身社会活动，经常捐助德国华人社会的公益

活动，例如今年初孙萍案后，他们为孙萍父母捐助500

欧元。曾捐助创办于1980年代的《莱茵通信》杂志和

《欧华导报》，捐助北莱茵州中国学生赴汉堡抗议《明

镜》周刊等等。 

创立慈善基金会的消息在朋友中传开后，首先得 

到了许多1980年代来德留学的朋友们的反响。远在上

海的鲍超佚教授 80 年代在中国驻德使馆负责照管留

学生，闻讯后马上从他的退休金/稿费中捐出2万元人

民币。1981年来德留学、现在国内德资企业工作的韦

乃铭也即刻认捐1万美元。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远在

上海的吴远父母闻讯后为女儿、女婿的热情所动，来

函要为基金会捐款2万元人民币。首任基金会成员中，

张逸讷与鲍超佚教授分别担任理事会和董事会主席，

理事会副主席丁永健教授，理事吴迎、王炜和梁达胜，

副董事长李孜博士和高岩博士，董事张传增教授和钱

红，都是80年代来德的“老留学生”。他们事业有成，

愿将爱心回馈社会，回馈故乡。 

第一批为

四川赈灾的项

目正在酝酿之

中。初次给远

在中国的地区

捐助，基金会

以谨慎为上，

打算先资助 1-

2 万欧元给某

四川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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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晚上8点8分，在这个充满中国“8”字

特色的时刻，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了，全世界

几亿民众将目光投到这个东方古国。日晷将光反射

到鸟巢建筑的开幕大厅内，随着 2008 台中国古老的

打击乐“缶”所发出震撼的声响，就如时间的步伐一

步一步地走近，走近8点8分…… 

表演分“灿烂文明”与“辉煌时代”两集，总体

风格和气氛追求激情、浪漫和梦幻，嫦娥奔月式的抒

情旋律贯穿着演出的始终。别出心裁的是，演出的舞

台是一幅宏大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长轴画卷，画卷上

再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那里有孔子的三千弟

子，展现中国四大发明的现代表演；有丝绸之路和

郑和下西洋的风帆，还有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戏剧

表演。下集出场的是活跃在德国的朗朗的钢琴演奏

“星光灿烂”，富有中国传统、柔中见刚的太极拳及

武术表演，还有刘欢与英国女歌唱家深情加激情演

唱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 

这次奥运开幕式确实让世界震惊，德国电视台

ZDF主播亲自赶往北京，在北京设立了临时播音房，

从北京播送德国时间晚上七点的电视新闻，可谓创

ZDF之先例。ARD全程实况转播达几个小时开幕盛典。

各国新闻媒体对这次开幕式普遍表示演出非常出

色，几乎创现代奥运会之最。独特的东方式艺术构

思，现代的电子技术和控制设备，规模宏大、气氛壮

烈的演出场面。一场表演能动用1.3万位演员，创意、

制作和行政的三套机构共55个部门的万人项目，全

国动员忙碌三年多，可谓举全国之人才精华与经济

实力于一举以展现中国，这是欧美国家所望尘莫及

的，这样的宏大演出只可能出现在中国。 

许多留德学人和旅德华人聚集在电视屏幕前，

观赏来自故乡的奥运开幕式。尽管各自对开幕式演

出、对德国电视台播放各有褒贬，但总体上看到这是

一场振奋人心的演出。早在奥运开幕之前，欧美新闻

界就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与历史，形成一股“中国

热”，而这次开幕式更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电

视台还过后补充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但愿这样的

中国热能持续下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也更了

解世界，这不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精神？(王霖) 

一、恰巧在开幕式之前的几分钟，看了

凤凰卫视资讯台播放的一位网友“恶搞”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视频，以此来推测张

艺谋开幕式的情况。几分钟后，一群所谓

“击缶”的战士就“整齐划一”地出现在电

视荧屏上，真有一种“确被言中”的感觉。 

二、中华文化千年文明的展示、想法和

初衷无可厚非，但其中安排得内容和所传达

的精髓，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一定能看懂

和领会，更何况其余三十几亿外国友人呢？ 

三、京剧作为国粹，东方戏剧，确实是

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否应该用提

线木偶来展示，确实值得商榷。想突破、创

新这是没有问题，但开幕式是一个大场面的

文艺展演，不管是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

观众，其人数是空前的。而电视转播也主要

侧重在表现宏大的场面和气势，那么四个不

足半米的小小木偶，如果没有望远镜和电视

镜头偶尔的几个特写，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看

到像解说词中所讲的京剧“手眼身法步”的

基本功，当然这些基本功本是“人事”，也

决非木偶能表现出来的。 

四、这次开幕式文艺演出的一个创新独

特之处，是想打破“平面”的束缚，让画面

和表演尽可能“立体”起来。所以像奥运五

环、山河画卷等都进行了“立于空中”的展

示。但也可能又受了这一创意的束缚，“钢

丝悬吊”手段运用过多，以致贯穿于最后的

主火炬点火。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开幕式

演出刚开始不久那场表现飞天的演出。还是

前面提到的问题，浑身发光的飞天，只有在

镜头拉近时才能看清是真人表演，否则如果

不听解说，全景之下，确实如同一堆“萤火

之昆虫”，在酷暑之夜空“无头寻光”而群

动。而且在地面也有重要演出的同时，又在

空中挂起诸多元素，不仅让观看者得随时上

下俯首，也使转播着的镜头应接不暇。 

五、此次一个重要亮点就是烟火的配合

与表演。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确给演出

及营造热烈气氛起到了良好效果。但在转播

鸟巢体育馆整体外观烟火时，确如网友评论

的那样，有一种鸟巢失火之感。另外，本届

奥运宣扬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绿色奥运”，

所谓“绿色”，就是指环保。每次表现整体

烟火在夜空中闪耀之后，都是浓浓白烟的画

面。放烟火必然会有烟雾，这本没有什么说

的，这里我只是对现场直播的演播调度和导

演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能在烟火即将结束时

就切换镜头，非得等烟火光彩消失、浓烟升

起后再切换镜头？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电

视转播结束时，也是北京各处烟火的镜头，

而最后要打出央视转播和奥运五环字幕时，

背景是一个定格画面。而当时的背景正是鸟

巢外景的烟火现场。如果定格在鸟巢上空纷

繁的烟火，再配上字幕，确实也让人赏心悦

目。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定格恰恰定在烟

火消失后，鸟巢上空满是白色浓烟的画面

上，长达十几秒之久。也可能是直播部门也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转换了结束画面。 

六、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学史上，正所谓

诸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优秀代

表。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幕式策划组听取了某

位央视御用“国学大师”的建议，整个节目

多次用孔子那个时代及《论语》的元素。孔

子是世界名人，《论语》是不朽名著，但要

展示整个中华几千年的文学及思想成就，仅

用孔《论》是否也略显单薄呢？ 

七、像这种人数众多的大型文艺演出，

其中大场面的演员又大多为部队战士。在电

视直播时重在反映大场面和整体气势，不论

从动作编排和服装道具设计，不可谓不精

心；整体场面给人的感觉，不能说不震撼。

但在直播过程中，多次给某几个演员特写镜

头，虽然可能是直播者想点面结合，也不要

老是远景。但特写中，满脸汗水，表情呆

滞，一看就是部队大兵，却头顶毛发的形

象，确实给整体艺术观感大打折扣。 

八、整个节目和后面各国运动员入场式

的进程节奏调度有明显问题。直播的画面与

入场式也没有很好的同步，最开始入场时，

现场三种语言介绍入场为哪个国家代表队

时，直播主持也相应解说是哪国代表队并伴

有一些背景介绍。而电视画面下方字幕，先

出现国旗，然后是英文国名，然后是中文国

名。随着代表队陆续入场，多有直播解说与

现场画面对不上号的情况，有遗漏的现象。

另外，字幕也就干脆只出现国旗和英文国名

了。在后面对现场时间的控制上，估计与原

计划有很大差距，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客观原

因，但这应该是在预案中考虑到的。不然，

就不会造成开幕式明明是在2008年8月8日晚上

举行，而主火炬点火却在2008年8月9日凌晨。

除非这是有意安排，或是一个独特创意，否

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九、此次奥运会的主题歌，可能也是创

作者的意图和想达到的效果，歌词和曲调给

人一种过于平淡的感觉。前面，中西男女二

人深情吟唱、娓娓道来，似乎在此之后会有

一个节奏感略强、气氛更浓烈的后半部分。

但正如一位网友所表达的那样：“原以为刘

欢会在数十亿人注视下，给布莱曼一个高

潮，没想到他们拉拉手就算了。” 

十、对于主火炬凌空被点燃的设计与创

意，客观来说，不能说没有下工夫，而且也

还新颖。但似乎在观众心目中，没有产生预

期的那种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

果。我想问题不完全出在创作团队，当然也

不是观众要求过高，主要是之前各媒体“忽

悠”得过于厉害，把观众的“胃口”吊得太

高的缘故。过度宣传“保密”的同时，又在

强调绝对呈现出一个“令观众满意的”的开

幕式，这种两头的反差就加大了观众的期望

值，最终影响到观众对开幕式的实际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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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开幕式观感 王孺童 

期待数年之后，终于守候在电视机前。不敢吃喝，以免游走Toilet而漏掉精彩瞬间。观

看了数小时开幕式直播，直至画面变成广告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个人对此次开幕式有八

个字的评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留下以下几点不成熟的观后感，愿与读者分享讨论。 

 欧洲大巴旅游         每周出发 

     爱心系着中华。四川大地震后，全德华

人奔波于赈灾活动。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诞

生了旅德华人第一个慈善基金会。 

旅德学人和企业家张逸讷、吴远夫妇已经为四川

赈灾捐助4千欧元，意犹未尽，决定再捐助12万欧元。

经过几个月酝酿，张逸讷的朋友们打算以此为基金，

成立一个旨在长期捐助四川灾民、尤其是灾区儿童的

基金会。除了给予他们生活救助外，还将救助范围扩

大到他们的学业，让所有孩子都能有饭吃、有书读，

通过教育来实现根本上的脱贫。所以该基金会最后定

名为“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已在北莱

茵州注册，并被税务局确认为公益性基金会。正式的

基金会证书发放仪式将于八月十五日隆重举行，杜塞

多夫行政区副主席 Lepper 和基金会政府部门主任

Spelleken将亲临参加发放仪式。 

张逸讷和吴远夫妇都是 1980 年来德的中国第一

期留德本科生，共同毕业于Clausthal大学。他们长年

关心和投身社会活动，经常捐助德国华人社会的公益

活动，例如今年初孙萍案后，他们为孙萍父母捐助500

欧元。曾捐助创办于1980年代的《莱茵通信》杂志和

《欧华导报》，捐助北莱茵州中国学生赴汉堡抗议《明

镜》周刊等等。 

创立慈善基金会的消息在朋友中传开后，首先得 

到了许多1980年代来德留学的朋友们的反响。远在上

海的鲍超佚教授 80 年代在中国驻德使馆负责照管留

学生，闻讯后马上从他的退休金/稿费中捐出2万元人

民币。1981年来德留学、现在国内德资企业工作的韦

乃铭也即刻认捐1万美元。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远在

上海的吴远父母闻讯后为女儿、女婿的热情所动，来

函要为基金会捐款2万元人民币。首任基金会成员中，

张逸讷与鲍超佚教授分别担任理事会和董事会主席，

理事会副主席丁永健教授，理事吴迎、王炜和梁达胜，

副董事长李孜博士和高岩博士，董事张传增教授和钱

红，都是80年代来德的“老留学生”。他们事业有成，

愿将爱心回馈社会，回馈故乡。 

第一批为

四川赈灾的项

目正在酝酿之

中。初次给远

在中国的地区

捐助，基金会

以谨慎为上，

打算先资助 1-

2 万欧元给某

四川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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