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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花園 統⼀一 希格斯 圖菲爾斯⾙貝格 柏林林 理理性的本質;藝術上與⾃自然的原因相連。 我誠摯
地邀請你;秒，分鐘甚⾄至⼩小時，享受您寶貴的時間，遠離消費，在HiGS柏林林⾼高花園的雕塑。
我是⼀一個主體，屬於⼈人類類⼤大家庭，你也是。




⾺馬內·溫德利利希 地板雕塑 ⽼老老⽊木島團結⼤大 在佔地50，000平⽅方⽶米的私⼈人場地上，遊客可以欣賞
⼾戶外藝術和Teufelsberg柏林林雷雷達站。在這裡，您會發現世界上最⼤大的街頭藝術畫廊之⼀一。由
街頭藝術界的國際藝術家設計。圖像的尺⼨寸可達 270 平⽅方⽶米。 Mané Wunderlich的藝術
品，裝置和雕塑在酒店創造了了另⼀一個世界。藝術是免費的。

雕塑花園（HiGS）的⾃自然朝向考慮了了建築物和周邊地區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展出的是雕塑
和裝置，例例如地板雕塑"UnityBig"，"地板雕塑0和1"，"在德國布羅德爾茨""Wäldche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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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gegrenzt";«⿓龍，»藍蜂，裝置"Denk & Zeit"，"Im Rahmen der Dauerwelle"，"Ein 
offene Schrank – Wo führt das hin"等等都需要探索。

我們邀請您不不斷改變觀眾的視⻆角，以發現新事物，仔細觀察，瞭解細節，始終保持警惕和運
動。我⿎鼓勵勵你去探索，你會不不會排序，這很好。這裡也有⼀一個，但具有與零相等的重要含
義。這些雕塑嵌⼊入⾃自然中，在藝術上與⾃自然的理理性聯繫在⼀一起。他們在藝術上與⾃自然與理理性
相連，現在很多東⻄西都有了了它的位置。

視覺軸是無意識地創造的;感情和記憶被喚醒。獲得您的個性，使⽤用您的個⼈人⾃自由，稍後享
受2021年年的樹林林-排除或G進⼀一步，多麼酷。 在雕塑花園（HiGS）中，已經創建了了需要發現
的建議。這是關於後⾯面，之前，上⾯面，下⾯面或只是為了了再次喚起微笑;很遠，但⼜又很近。






Mané Wunderlich the Dragon – 敏敏銳地看著HiGS的⼊入⼝口 現在讓我們漫步⼀一下。 ⼊入⼝口處的
⿓龍，是⽕火、⽔水、空氣、⼟土等所有元素的主⼈人。在通往HiGS（雕塑⾼高園）的路路上，⼩小徑兩旁



排列列著由⽯石頭和混合材料料製成的雕塑，這些雕塑是新形成的遺址。這條路路直接通向HiGS 
Platz。


在HiGS廣場上，創作了了⼀一個標題為"在燙髮的背景下"的裝置（約15 m x. 3.50 x 3.50 m），
已經提出了了各種主題。例例如，2020年年的"選舉辦公室關閉或開放較⻑⾧長時間"，以及2021年年的"
⼈人類類尊嚴不不可侵犯，⿃鳥兒⾶飛翔"。 ⼀一件不不朽的作品，⼀一個由再⽣生⽊木材製成的地板雕塑，
"UnityBig"，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差異異，倚靠在⼭山上。




照⽚片：Mané Wunderlich "UnityBig" Berlin Teufelsberg – ⿃鳥瞰圖 著名的標誌"團結"代表了了柏
林林地標的和平共⽣生："廣播電視塔，勃蘭登堡⾨門和國會⼤大廈圓頂，作為世界上統⼀一的標誌。
另⼀一個普遍的統⼀一思想。系統會要求您添加⼀一個分⽀支，因此它將保留留更更⻑⾧長時間。⼤大型地板雕
塑代表著對⽴立⾯面的聯合，預示著⼀一個新的開始。


Vis á vis提供⼀一個休息區，以舞臺的形式製作，您的表演;襯有時鐘，裝置"DENK &ZEIT"。 
在地板雕塑"UnityBig"的圓頂上有⼀一個休息區。在上升的路路上;⼀一隻熊蹲著，等待著，放在⽯石
頭做的字⺟母UNITY旁邊。從童話廣場上升是可能的。






照⽚片：Mané Wunderlich "UnityBig" Berlin Teufelsberg 望向童話廣場，您已經可以看到雕
塑"是與否"，那裡排列列著⽯石雕，"鴨⼦子"或"IT-The Man"。






⾺馬內·溫德利利希⽯石雕：鴨⼦子和它⼈人類類 在Märchen廣場上是裝置「講故事的⼈人的獎？不不。這是
你的家";專案"Wäldchen 2021 - Ausgegrenzt"，裝置"開放式辦公室"和乘船遊覽，地板雕
塑"Mann mit Hut"，雕塑"Ja & Nein"，"Vogelstrauß"，"Pilzpaar"等.m。






Mané Wunderlich – HiGS的童話廣場 在這裡，您可以⾃自⼰己思考，⽽而不不是傳遞他⼈人的報價。
做出⾃自⼰己的體驗，這是以藝術的名義明確渴望的，睜開眼睛去散步。思想是免費的。發現。






Mané Wunderlich – HiGS的童話廣場 探索古⽼老老的⽊木島，地板雕塑0Wunderlich和
1Wunderlich。"0Wunderlich"是柏林林teufelsberg的HiGS的⼀一部分。"零"是兩個相同數數位之
間的差異異，被認為是結合了了不不同相容屬性的同⼀一物件。作為中性元素包含在HiGS中 - 唯⼀一
既不不是正數數也不不是負數數的實數數。中間還有⼀一副⼿手套和⼀一個實現數數位化的⼿手勢。

Mané Wunderlich – ⾃自然裝置"1Wunderlich"宣告了了開始。數數位"⼀一"是團結和團結的標誌。作
為雙重系統的最⼤大數數位，在"0Wunderlich"旁邊創建了了⼀一個填海海的⽊木島。該神器器是1之字形和
真實的 - 嵌⼊入⾃自然界 - 在HiGS中。在數數位化的背景下，⼀一件藝術品，沒有0和1，什什麼都不不
起作⽤用。 在這裡你不不是來來的，你也在這裡的家.Märchenplatz at HiGS 探索古⽼老老的⽊木島，地
板雕塑0Wunderlich和1Wunderlich。"0Wunderlich"是柏林林teufelsberg的HiGS的⼀一部分。"
零"是兩個相同數數位之間的差異異，被認為是結合了了不不同相容屬性的同⼀一物件。作為中性元素
包含在HiGS中 - 唯⼀一既不不是正數數也不不是負數數的實數數。中間還有⼀一副⼿手套和⼀一個實現數數位化
的⼿手勢。

⼀一個想法，⾃自由思考，為⾃自⼰己思考。⽂文化⼯工作者，⽂文化⼯工作者 不不！在這裡你隱藏了了外⾯面的
世界。紅紅⾊色綠⾊色粉紅⾊色...沒有有限的空間，沒有框架，只是向所有⼈人開放。 ⼈人類類必須⽣生
存。多數數⼈人錯了了嗎？ 理理性和遠⾒見見。發現你的潛⼒力力展開他們，活著，你是⼈人。明⽩白你是被通
緝的，否則你就不不會在這裡，你⾃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是⼀一個⼈人類類⼤大家庭。很⾼高興
你讀了了這篇⽂文章，或者只是在這裡。歡迎。

在柏林林最⾼高的地⽅方之⼀一上抬頭看看這裡。多年年前開始為⼀一家公司「UnityBig 2032」做⼀一個
象徵性的開始，在被摧毀的⼈人類類社會中組織⼈人類類的⽣生活，並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一個積極的未
來來。 德國的裝置"OfenWunderlich"，2016年年，⼀一個開放的辦公室 - ⼩小⼼心，2016年年，半艘船 
- "乘船遊覽" 2021年年，擱淺，"藍蜂" - 思想的刺刺痛，"⼀一個打開的櫥櫃 - 它通向哪裡"。Es 



geschieht vieles gleichzeitig in 依賴性 - 建造和拆除，兩者兼⽽而有之。因為每⼀一座紀念碑碑都
由⼀一個活⽣生⽣生的部分組成，不不斷變化的是樹，還有⼀一部分，即形狀狀、品質、⼤大⼩小、重量量。 
⼈人類類的價值觀⽬目錄錄似乎正在接近與我們有著共同⽣生存本能的動物的價值觀⽬目錄錄。⼯工廠化養
殖，特別是養籠，正在被廢除，現在⼈人類類呢？動物，樹⽊木，⼀一切都被剝奪了了權利利。我想讓這
些樹，這些動物，還有⼈人類類再次具有法律律能⼒力力。他們被剝奪了了公⺠民權。

你很清楚這⼀一點，你被剝奪了了公⺠民權。我把樹看作必要的主題，就像那些現在只發現⾃自⼰己被
視為似乎缺乏權利利或被簡單刪除的對象⼀一樣的⼈人。




Mané Wunderlich High Garden of Sculptures （HIGS） teufelsberg berlin "Wäldchen 
2021 – Ausgegrenzt"提供⾃自⼰己進⼀一步思考這些想法或⾄至少處理理它們。藝術是唯⼀一通過⼈人類類
創造⼒力力實現社會變⾰革的⼒力力量量，想想看。我的願望是，再次承擔起你的個⼈人責任，在此時此地
思考。這些東⻄西的空間是開放的。在這裡連接，對我來來說，這是真實和真實的⽣生活。


你在家裡，在⼤大⾃自然中。我們仍然是受制於⾃自然，理理性的本質的存在。但是，我們創造的⼈人
⼯工智慧越多，我們似乎犧牲的⾃自然智慧就越多。想想當你可以擁有⼀一件藝術品時，為什什麼要
買⼀一件⾐衣服。也許重新設計⼀一個⼆二⼿手零件，讓它流通或把它送出去......哦，是的，去散步;延
⻑⾧長您的壽命。






"Wäldchen 2021 – 排除在外" HiGS






Mané Wunderlich，裝置「認知失調」，HiGS⾼高花園雕塑， 材料料：（紡織品，⽯石材，⽊木
材，鋼筋（試⽤用鋼），細網鐵絲網，泥泥⼟土，亞麻，棉和⽺羊⽑毛，⾺馬⽑毛，電線，⾬雨傘的零
件）， 三位數數和⼀一隻⿃鳥 2022...還有⼀一件事浮現在腦海海中。 我們將體驗到幸運的驚喜。 我
們呼吸。




是的，即使它相互⽭矛盾。有兩種信念。 這是⼀一幅圖畫，也許是⼀一種世界觀;識別，檢查⾃自⼰己
並創建您的美麗圖⽚片。 你⼜又從那裡出來來了了，我/現在/是安全的... 沿著HiGS盡頭的⼩小路路經過
環路路，雙森林林精神與詞彙 - 愛，藝術和幽默 - 樹幹上的紮根蝴蝶;哈哈哈哈，出⼝口處的鱷⿂魚;
休息和靜⽌止 - 沒有效果。







Mané Wunderlich， "Das Krokodil"， HiGS – 柏林林Teufelsberg雕塑⾼高花園， 材料料：（頂
⼟土，沙⼦子，⽯石頭，⽊木材，⼤大理理⽯石），2022年年 然⽽而，他清醒並觀察著他環境中發⽣生的⼀一切。
對⽣生活所提供的⼀一切感到滿意。 冷靜和⾃自信，知道它會得到它所需要的。 獨⽴立地只依靠你
⾃自⼰己和你的能⼒力力。

在儲備完全耗盡之前，通過不不活動來來補充身體和精神能量量。永遠不不會完全筋疲
⼒力力盡。 與⾃自⼰己保持平衡與和諧;不不要被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打擾。座右銘：「活
著，讓活著」。。每個⼈人都是鱷⿂魚。 

上！...到「底板」;想要混淆。再來來⼀一輪輪。 從童話廣場進⼊入，經過安裝的"開放
式辦公室" 下⼭山的沙發 🙂  星星就是你，⽣生命是神聖的。 現有形成⼀一個統⼀一
體。在這裡，和平，快樂樂樂樂和⾃自由。 



Mané Wunderlich，"MISCHWESEN"，HiGS – 柏林林Teufelsberg雕塑⾼高花園， 材料料：（頂
⼟土，沙⼦子，⽯石頭，⽊木材，藤蔓，塑料料電纜蓋），2022年年


也許它們是拼圖圖⽚片？ 它們⼀一起顯示了了幾個（通常是兩個）不不同的圖像。 他們是混合⽣生
物。解釋的主權在於你。 也可能是：「我看到了了你看不不到的東⻄西。 這裡已經創建了了雕塑，
其內容隨著觀看者位置的變化⽽而變化。移動。 對模糊的渴望總是令⼈人著迷的，以及模糊
的。

這是你的⼀一天，在這裡 - 柏林林teufelsberg。團結 - 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差異異。 WKU（異異想
天開的藝術之路路團結） 參參觀完監聽站后，您可以每週五次沿著WKU（WUNDERLICHE 
KUNSTPFAD UNITY）步⾏行行或步⾏行行，每次30分鐘。24/7全天候開放。在前監聽站或間諜站
的房舍外。

各個雕塑在場地內上演 - 它允許與觀眾的視⻆角⼀一起玩耍。藝術家Mané Wunderlich將他的地
板雕塑嵌⼊入⾃自然界中，因此各個雕塑的結構與結構，⾃自然與本質可以被理理解為無限實際和理理



想主義空間的範式。⾃自然作為價值，相互作⽤用和森林林⽣生態系統中各種元素的相互作⽤用，⼈人類類
必須謹慎處理理的價值觀。

• 以下是⼀一些鍛煉煉的動機 

• *降低⻘青光眼的⾵風險，銳化遠⾒見見* 

• *刺刺激內啡肽的釋放* 

• *壓⼒力力和疲勞勞在短短⼗十分鐘後結束*

• *增強您的免疫系統* 

• *將阿爾茨海海默⽒氏症的⾵風險減半* 

• *改善您的⼼心臟健康，降低⾼高⾎血壓* *降低患糖尿尿病的⾵風險* 

• *加強你的肌⾁肉，讓你的關節更更有彈性，俯臥撐是理理想的* *向後跑可以在短時間內改善

協調性和姿勢，從⽽而也有助於提⾼高⾃自信⼼心

• *向後跑步訓練跑步運動技能和⼩小腿肌⾁肉 

• *緩解關節和背部疼痛* *減少⻣骨密度損失，從⽽而降低⻣骨質疏鬆症的⾵風險* 

• *訓練你的平衡感* 

• *緩和對巧克⼒力力的任何渴望* *減少抑鬱和焦慮* 

• *降低多種癌症的⾵風險* 

• *促進你的新陳代謝，幫助你減肥 沿著Wunderlichen Kunstpfad - Unity（WKU）柏林林

格魯魯內瓦爾德（WKU）玩得開⼼心，獨⽴立地發展價值觀 - 利利⽤用⾃自然並將主張傳達給起
源。




照⽚片：Mané Wunderlich 地板雕塑"5Wunderlich" 柏林林格魯魯內瓦爾德 WKU 的⼀一部分 體驗美
妙的藝術之路路 - 統⼀一，柏林林最⾼高的雕塑花園HiGS，歐洲最⼤大的塗鴉畫廊，以及從無線電塔



到電視塔的柏林林市的獨特景觀。通過感官參參觀柏林林體驗意義。 帶著或像G⼀一樣進⼊入森林林！ 
概述：http://manewunderlich.de/der-wunderliche-kunstpfad/unity/


享受⽇日出，⼀一天的開始;的⽣生命。 平均⽽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有80年年的時間來來培養和培養理理
性，反對嫉妒，怨恨，貪婪，恐懼或懶惰，思考，這些雜草在hiGS中⽣生⻑⾧長得如此之快。世
界本身並沒有通過歷歷史辯證法⽽而變得更更好。我們應該⾃自⼰己處理理它。它必須得到維護。否則，
它將無法進⼀一步發展。我已經開始了了。理理性和感覺在審美感知中的相互作⽤用，在進步觀念的
合理理必要性中，以及在不不被死亡觀念所打動的倫倫理理決定中，理理性的本質變得更更加精確地可識
別。

享受⽇日出，⼀一天的開始;的⽣生命。秋天預示著更更新。 我們應該以⼥女女⼈人和男⼈人的身份⽣生活，⽽而
不不是作為嵌合體，或者作為⼈人與機器器之間的混合體。我們不不應該成為地球的管理理者，⽽而應該
繼續成為地球的⼀一部分。⼤大⾃自然不不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它決不不能被意識形態化。


⾃自然科學不不能轉化為機器器，應該避免對天氣和電磁措施的⼲干預。它失敗了了，迴旋鏢已經在那
裡了了。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友好的星球上，你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部分，HiGS中的藝術，
當時的思想。創造你的新思維，在我們失去的郊區，抓住這⼀一刻。⽣生命和⻝⾷食物⼀一直存在，婦
⼥女女和農⺠民。這項技術再也不不容忽視。 ⼀一個開放的壁櫥 - "這會導致什什麼？乘船遊覽或攀登
「UnityBig」作為背景中收聽站照⽚片的提醒。






照⽚片：Mané Wunderlich，裝置"乘船遊覽2021" – 柏林林聆聽站 聽⿃鳥兒說話，享受你的時
間，請⼩小⼼心公園;並且彼此之間有更更多的愛。做⼀一個⾃自由、⾃自信、負責任的⾃自⼰己。 在這裡，



您可以重新發現⼈人類類互動的結構;這是⼀一個新時代的島嶼，適合每個⼈人 - 具有⾃自然的原因。 
⼀一個美麗的時刻閃耀著整個⽣生命。團結 – 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差異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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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見 HiGS – teufelsberg berlin。 真誠的，⾺馬內






QR-CODE HiGS teufelsberg ber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