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9期

政治. 经济. 文化
belarus

生活的文字与知识	
斯洛尼姆欢庆第XXVI届白俄罗斯文字日

IssN 2617-6904



白 俄 罗 斯 周 刊

欢迎订阅我们的周刊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欢迎读者在网络上看我们的周刊《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1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серада, 14 жніўня, 2019 

Дзе
ля
чаг
ос
ябр

уюц
ьл
юдз

і,

кра
іны

? В
ядо

ма
ж,

і дз
еля

 та


го,
каб

 у с
вец

е гэ
тым

, як
і пр

а

дзім
аюц

ьш
мат

 ро
зны

х в
ятр

оў,

мац
ней

 тр
ым
ацц

ан
ан

ага
х.Я

к

вяд
ома

, л
юбу

ю
сіст

эму
, п

ры

ўзн
яту

юн
ад
зям

лёй
,тр

ып
унк



ты
апо

ры
роб

яць
бо

льш
ус
той



ліва
й, ц

і то
 пр

ост
ая
таб

урэ
тка

,

ці
то

—
нац

ыян
аль

ная
 эк

ано


мік
а…

 А
што

, да
рэч

ы,
нак

онт


“ст
рат

эгіі
 ся

бро
ўст

ва”
 ка

жуц
ь

эка
нам

істы
?

Цік
авы

я
раз

ваг
і

на
так
ое

пыт
анн

е м
ы п

ачу
лі ў



час
епа

дры
хто

ўкі
сал

ідн
ага
спе



цыя
льн

ага
“ўз

бек
ска

габ
лок

а”ў


час
опі
се

“Бе
лар

усь
. B

elar
us”


(№
 7,

201
9).

Ён,
 да

рэч
ы,

ёсц
ь

у ін
тэр

нэц
е: н

а п
арт

але
 Вы

да

вец
каг
адо

ма
“Зв

язд
а”.

Звя
рні
це

ўва
гу

на
вок

лад
ку

са
зды

мка
м

Прэ
зідэ

нта
ўі

тра
пны

мв
ысл

оў

ем:
“З
цэн

тра
Еў
роп

ы—
уЦ

энт


рал
ьну

юА
зію

”.Т
ама

нан
суе

цца


і Ф
ору

м р
эгіё

наў
 Бе

лар
усі

ды

Узб
екіс

тан
а—

як
“н

овы
пу

нкт


адл
іку

ў п
ашы

рэн
ні с

упр
ацо

ў

ніц
тва

дзв
юх

кра
ін”.

У
выд

анн
і

ёсц
ь с
яро

д ін
шы

х т
эма

тыч
ных



тэк
ста

ўі
гру

нто
ўна

еін
тэр

в’ю
з

Нас
ірд
жан

ам
Юсуп

авы
м,

Над


звы
чай

ным
 і

Паў
нам

оцн
ым


Ам
бас

ада
рам

Уз
бек

іста
на
ўБ

е

лар
усі

пад
 на

зва
ю “

Тот
 на

сто


ящи
й д

руг
, кт

о в
сегд

а р
ядо

м”

(бл
окв

ыйш
аўп

ару
ску

).

Нас
ірдж

анС
абір

авіч
—
до
к

тар
 эк

ана
міч

ных
 на

вук
, па

літо


лаг,
 вя

дом
ы

дзя
ржа

ўны
 дз

еяч


Узб
екіс

тан
а.

Дар
эчы

, т
акі

па

слу
жны

спі
сА

мба
сад

ара
—

чым


не
све

дча
нне

 ўв
агі

Узб
екіс

тан
а

даБ
ела

рус
і!Д

ата
гож

ды
пла

ма

тыч
ную

 ка
р’ер

у н
аш

пав
ажа

ны

суб
ясе

дні
кпа

чын
аўу

200
3го

дзе


Над
звы

чай
ным

 і П
аўн

амо
цны

м

Ам
бас

ада
рам

 у
Кіт

аі д
ы п

а су


мяш
чал

ьніц
тве

ўМ
анг

оліі
.Во

сь

якё
нр
азв
ажа

епр
ато

е,ч
аму

на

шы
м к

раін
ам

вар
та

сяб
рав

аць
:

“М
ы ж

ыве
м у

 гр
ама

дст
ве

спа


жы
ван

ня.
Там

ува
жна

,ст
вар

аю

чы
баз

іс,п
або

льш
над

ава
цьу

ваг
і

іта
му,

што
кл
асік

іэк
ана

міч
ных



тэо
рый

 н
азы

вал
і н

адб
удо

вай
:

дух
оўн

ым
,ма

рал
ьны

м,к
уль

тур


на
гум

аніт
арн

ым
 ас

пек
там

. В
а

Узб
екіс

тан
е 3

3 м
ільё

ны
жы

ха

роў
іц

япе
рвы

сок
іят

эмп
ып

ры

рос
тун

асе
льн

іцтв
а,ё

н—
ул

іку

сус
вет

ных
 лід

ара
ў: ш

тог
од

нас


ста
нов

іцц
а

бол
ьш

пры
кла

дна


на
паў

міл
ьён

а. І
 дл

я т
аго
, ка

б

пас
пях

ова
 вы

раш
аць

 са
цыя

ль

ныя
 пы

тан
ні,

нам
 ве

льм
і ва

ж

на
мец

ь д
обр

ую
эка

ном
іку.

Ка
б

яем
ець

, у
пер

шую
ча
ргу

 тр
эба



выб
уда

вац
ьдо

бры
яад

нос
іны

са

сва
імі

сус
едз

ямі
.Зк

раін
амі

,як
ія

да
нас

па
сяб

роў
ску

ста
вяц

ца,
з

якім
іў

нас
ёсц

ьу
заем

ныя
 інт

а

рэс
ы.А

дна
зт

акіх
—
Бе

лар
усь

.

Ун
аса

гул
ьны

ягі
ста

рыч
ныя

ка

ран
і.М

ыб
оль

шз
а70

гад
оўб

ылі


ўад
ной

кр
аіне

.М
ент

аліт
этн

аш

вел
ьмі

блі
зкі.

Ял
ічу,

шт
оў
збе
кі

вел
ьмі

 па
доб

ныя
 да

 бе
лар

уса
ў,

а б
ела

рус
ы—

да
 ўзб

ека
ў. Б

ыц

цам
бы

мы
геа

гра
фіч

на
адд

але


ныя
,ам

ент
аліт

эт,у
нут

ран
ыс
вет



вел
ьмі

блі
зкі.

Кал
іты

дзе
нь
дру

гі

буд
зем

агч
ым
асц

ьу
вас

паж
ыць



ва
Узб

екіс
тан

е —
 вы

 то
е с

амі


адч
уец

е. Т
аму

 на
м в

арт
а р

азам


ажы
цця

ўля
ць

ўза
ема

выг
адн

ыя

пла
ны”

.➔
 Ст
ар. 3 

ДзяржаўныяўзнагародыБеларусі

ўручыліветэранамлатвійскага

горадаДаўгаўпілсаўЦэнтры

бела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

“Бе
лар

усь
пам

ята
е”—

мас
ава

япа
тры



яты
чна

яак
цыя

па
дта

кой
на
зва
йш

тог
од

пра
ход

зіць
уБ

ела
рус

іда
Дн

яП
ера

мог
і.

Ас
ёле

тад
а75

год
дзя

Вы
зва
лен

няп
рай



шл
аін

іцы
ява

ная
мо

лад
дзю

акц
ыя

“Бе
ла

рус
ь п

амя
тае

. П
амя

тае
м к

ожн
ага
”. І

 за


меж
амі

 Ба
цьк

аўш
чын

ы ў
шан

оўв
аюц

ца

вет
эра

ны,
які

яў
дзе

льн
ічал

іў
выз

вал
ен

ні н
аша

й Р
адз

імы
. 25

 ліп
еня

 20
19

год
а

ў Д
аўг

аўп
ілсе

 ве
тэр

ана
м В

ялік
ай

Ай

чын
най

 ва
йны

 ўр
ачы

ста
 бы

лі ў
руч

аны


юбі
лей

ныя
ме
дал

і“7
5га

доў
вы

зва
лен

ня

Бел
ару

сі а
д н

яме
цка

фа
шы

сцк
іх з

ахо
п

нік
аў”

. У
зна

гар
оды

 ўр
уча

ў Г
ене

рал
ьны



кон
сул

Бел
ару

сіУ
лад

зім
ірК

лім
аў.

Бел
ару

ска
я с
тал

іца
был

а, я
к в

ядо
ма,


выз
вал

ена
 ад

 гіт
лер

аўц
аў
3 л

іпен
я 1

944


год
а.Г

эта
яд
ата
ста

лап
раз

гад
ый

Дн
ём

нез
але

жна
сці

Бел
ару

сі.
Ма
шта

бна
 ад



зна
чыл

і ў
кра

іне
75
год

дзе
Вы

зва
лен

ня.

Юбіл
ею

гіст
ары

чна
йп

адз
еіп

рыс
веч

аны


мед
алі,

 як
іх у

дас
тое

ны
пар

тыз
аны

, са
л

дат
ы і
 аф

іцэр
ы,
якія

 вая
вал

і ў
Бел

ару
сі,

выз
вал

ялі
яез

ямл
юа

дн
ацы

ста
ў.2

0з
іх

цяп
ер

жы
вуц

ь у
 Да

ўга
ўпі
лсе

, і
мы
 за



пра
сілі

 іх
на
ўра

чыс
тас

ць
уЦ

энт
рб

ела


рус
кай

кул
ьту

ры.
Пр

ыйш
лін

еўс
е:г

ады
,

зда
роў

е.У
лад

зім
ірК

лім
аўу

сва
ёйп

рам
о

вен
ага
даў

пра
нек

ато
рыя

важ
ныя

мо
ман



ты
зва

енн
ай
гіст

оры
іБе

лар
усі:

аб
аро

на

Брэ
сцк

ай
крэ

пас
ці
й М

агіл
ёва

, ш
ыро

кі

пар
тыз

анс
кір

ух,
спа

лен
ыя

Хат
ынь

іт
ы

сяч
ыін

шы
хвё

сак
,ла

гер
см
ерц

і“Т
рас

ця

нец
” і

дзіц
ячы

кан
цла

гер
“Ч

ырв
оны

Бе


раг
”,а

пер
ацы

я“Б
агр

аціё
н”і

вы
зва
лен

не

Бел
ару

сі а
д а

куп
ант

аў.
“У

Бел
ару

сі,
па

вод
леа

пош
ніх
па
длі
каў
,за

гіну
ўу
вай

ну

кож
ны

трэ
ці ж

ыха
р. К

алі
б н

е в
айн

а, у


кра
іне

жы
лоб

цяп
ерн

ем
енш

за
30м

іль

ёна
ў ч

ала
век

, а
зза

 яе
мы

 па
 ко
льк

асц
і

нас
ель

ніц
тва

 на
 ўз

роў
ні
194

1 г
ода

... Я


ўпэ
ўне

ны:
зда

ров
ыс
энс

пав
інен

пер
ама

г

чы,
тра

гічн
ыя

пад
зеі

той
вай

ны
бол

ьш
не

буд
уць

па
ўта

рац
ца

зно
ў”,

—
пад

крэ
сліў



бел
ару

скі
дып

лам
ат.
Ён

вык
аза
ўп

адз
яку



вет
эра

нам
за

іхг
ера

ічн
аею

нац
тва

ўі
мя

пер
амо

гі,в
ызв

але
ння

Рад
зім
ы.

С т
а р

ш ы
н я

Да
ўга

ўпі
лск

ага


тав
ары

ств
а

зма


гар
оў

ант
ыгі

тле


раў
ска

й к
аал

іцы
і

Лар
ыса


Міх

ай

лаў
на

Зад
охін

а

пав
інш

ава
ла

чле


наў
 арг

аніз
ацы

і

з
дзя

ржа
ўны

мі

ўзн
ага
род

амі
Бе


лар
усі.

 Ян
а т

ак

сам
ано

сіць
ус

эрц
ыч

асц
інк
убе

лар
уск

ай

тра
гед

ыі:
уд
ваз

па
лов

айг
ады

бы
лав

ы

вез
ена

зВ
іцеб

ска
ўк

анц
лаг

ер.

Зх
вал

ява
нне

м,с
ляз

амі
на
вач

ах
лю

дзі
шан

оўн
ага
ўзр

ост
уп
рым

алі
мед

алі
з

рук
Ген

ера
льн

ага
кон

сул
а.“
Нях

айж
ыве

і

квіт
нее

ма
яро

дна
яБ
ела

рус
ь!”

—у
спо

м

ніў
род

ную
гав

орк
ура

дав
ып

арт
ыза

нЛ
е

анід
Ан

дрэ
евіч

Лі
твін

аў,
які

вая
ваў

па
д

Пол
ацк

ам
ібл

ака
дны

мЛ
енін

гра
дам

.

Ана
тол

ь Г
аўр

ыла
віч

Гун
ар

каз
аў:

“М
не
был

о1
3га

доў
,ка

лія
ста

ўр
азв
ед

чык
ам
упа

рты
зан

аў.
Мы

зах
одз

іліў
мн

о

гія
хат

ы.Т
акіх

ад
нос

інд
аса

вец
кіх

вай


ско
ўца

ў,п
арт

ыза
н,я

ку
Бел

ару
сі,я

нід
зе

бол
ьш

не
сус

тра
каў
. П

рос
тыя

 жы
хар

ы

был
із
вел

ьмі
вы

сок
ай
сам

асв
ядо

мас
цю
.

Бел
ару

скія
 па

дзе
і я
 ўс

пам
інаю

 ко
жны



дзе
нь

і ве
льм

і ўд
зяч

ны
Прэ

зідэ
нту

 Бе


лар
усі

за
мед

аль
”. А

ляк
сан

др
Сям

ёна


віч
Сця

пан
аў

па
вай

ско
вам

у а
дча

кан
іў:

“Дз
яку

юз
ап

амя
ць!
”.У

кож
наг

аз
іхз

а

пля
чым

ацэ
лае

жы
ццё

ісв
аяв

айн
а.П

ры

чым
для

каг
ось

ція
нап

рад
аўж

аец
цай

па

гэт
ыд

зен
ь—

ус
тра

шн
ых

сна
х,а

дга
лос



ках
 ра

нен
няў

, га
лод

ных
 ус

пам
інах

 ды


вос
тры

мп
ачу

цці
не

спр
авя

длі
вас

ці,
кал

і

гіст
оры

ю т
ой

стр
ашн

ай
вай

ны
пач

ына


юц
ьпе

рап
ісва

ць..
.Та

му
так

шч
ыра

вет
э

ран
ыр

ада
вал

іся
той

кры
сеў

ваг
і,як

ую
ім

удз
яліл

іГе
нко

нсу
льс

тва
Бе
лар

усі,
Цэ

нтр


бел
ару

ска
й к

уль
тур

ы.
Там

у з
 та

кім
 за


дав
аль

нен
нем

 гл
ядз

елі
слу

хал
і с

вят
оч

ны
кан

цэр
т, а

 па
д п

есн
ю ў

 вы
кан

анн
і

Паў
ла

Про
зар

а н
ава
т с
тан

цав
алі

вал
ьс.

➔
 Ст
ар. 5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
ы” чытайце н

а п
аРтале zvia

zda.b
y

 Выдаецца з 1955 года l 
 

 

 

 

 

 l
 №

 15 (3
603) l

 

 

 

 l
 серада, 14 ж

ніў
ня, 2019

Паклікаў 

Давыд-

Гарадок 

Стар.  7

Свя та 

са сла вян скай 

даў ні ны

  Стар. 4

Ма лю юць 

дзе ці 

Бе ла русь

Стар. 5

Да ні на ўдзяч нас ці, да ні на па ва гі

памятаем!

Паміж Мінскам і Ташкентам

СяБры

Беларусь і Узбекістан хуткімі тэмпамі развіваюць супрацоўніцтва: краіны за кароткі тэрмін выйшлі на ўзровень стратэгічнага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Пра тое гаварылася ў пару, калі Беларусь з афіцыйным візітам наведваў Прэзідэнт Узбекістана Шаўкат М
ірзіёеў.

Ветэраны Даўгаўпілса з сябрамі н
а ўрачыстасці

БЕЛ
ТА

БеларуСкім
аЦярык

Нашылюдзі

наБайкале

іркуцкаета
варыства

бела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

імяянаЧэрскагазноў

запрашаедасябеўго
сці—



наміжнародныфорум

“БеларусысветунаБайкале”

Сус
трэ

ча
ўжо

ху
тка

: з
21

па

27ж
ніў
ня.

Там
буд

зец
ікав

абе
ла

рус
ам

іўс
ім,

хто
ма

еин
тар

эсд
а

наш
ай

кул
ьту

рай
, цэ

ніц
ь зн

осі

ны
збл

ізкі
міп

ад
уху

лю
дзь

міз


роз
ных

кра
ін.Х

тол
ічы

цьв
озе

ра

Бай
кал

, як
 і
сам

і ар
ган

ізат
ары



фор
уму

, м
есц

ам
сілы

. “В
озе

ра

Бай
кал

іка
мпа

нія
адн

аду
мца

ў…


Штом
ожа

бы
цьл

епш
!—

зап
ра

шае
 га

сце
й к

іраў
ніц

а с
упо

лкі

Але
на
Сіп

ако
ва.—

Мы
вы

дат
на

адп
ачн

ем
на

Бай
кал

е. Б
удз

е аб


мен
дос

вед
ам,
аэ
нер

геты
каБ

ай

кал
а д

апа
мож

а ў
сім

 на
тхн

іцц
а

на
суп

рац
у

па
зах
ава

нні
 й



раз
віцц

і б
ела

рус
кіх

тра
дыц

ый,


мов
ы,к

уль
тур

ы”.

Баг
ату

ю
й

раз
нас

тай
ную



кул
ьту

рна
па
зна

вал
ьну

ю
пра



гра
му

абя
цаю

ць
арг

аніз
ата
ры:



з
прэ

зен
тац

ыям
і к

ніг,
 п

рэс


кан
фер

энц
ыяй

, к
руг

лым
 с
та

лом
, э

кск
урс

іям
і,
кан

цэр
там

і,

сус
трэ

чам
і з

 сі
бір
скім

і б
ела



рус
амі

 ў
глы

бін
цы.

 Як
 то

е б
у

дзе
—

 пл
ану

ем
рас

каз
аць

. А
д

нак
не

паш
кад

ует
ой,
хто

на
сва

е

воч
ыў

сёп
аба

чыц
ь. Іван Іванаў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і Ш
аўкат М

ірзіёеў 

ва ўрадавай рэзідэнцыі  “
Заслаўе”

1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аўторак, 27 жніўня, 2019 

На гэ ты раз вы ста ва раз гор

ну та ў Го ме лі, у пры сожс кім Па

ла цы Ру мян ца вых і Па ске ві чаў. 

Пра тое на пі са лі роз ныя СМІ, 

па да лі пры го жыя тэ ле і фо та

рэ парт ажы. Мы ж “пад све цім” 

тое, што за ста ло ся, як ка жуць, 

за кад рам у ча се асвят лен ня зна

ка вай па дзеі.
Вы бар мес ца для твор ча га 

пра ек та ў Год ма лой ра дзі мы 

лёг ка зра зу мець: Го мель шчы

на — род ны кут май стра. Ро дам 

мас так, уша на ва ны, да рэ чы, 

у 2015м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ме да лём 

Фран цыс ка Ска ры ны, з бе ра гоў 

Дняп ра: з вёс кі Пя рэ дзел кі Ло

еў ска га ра ё на. Ву чань вя до мых 

твор цаў Сяр гея Кат ко ва і Ві та ля 

Цвір кі. Ця пер да та го ж — ся

бар Са ю за мас та коў Мал до вы, 

на мес ні ка стар шы ні рэс пуб лі

кан скай гра мад скай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і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та ва рыст ва ў 

Рэс пуб лі цы Мал до ва”. Пра тое, 

што не згу біў ся та ле на ві ты бе

ла рус і ў за меж жы, свед чыць 

сё лет няя важ ная па дзея: з рук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Іга ра Да до на Вя ча

слаў Іг на цен ка ўвес ну атры маў 

ме даль і па свед чан не на га на ро

вае зван не. Якое, ка жа, пабе ла

рус ку гу чыць пры клад на так: 

“Ма эст ра мас тац тваў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Мал до ва”. Він шу ем, зям ляк

ма эст ра!Ён — ста лы наш аў тар, даў

ні ся бар га зе ты. Час ад ча су 

мы пі шам пра яго ныя твор чыя 

да сяг нен ні, пер са наль ныя вы

ста вы — якіх бы ло больш за 

50, пры чым у роз ных кра і нах. 

Мас так з Кі шы нё ва, так скла

ла ся, не здрадж вае тра ды цыі: 

гас цю ю чы ў Мін ску, зна хо дзіць 

ча с за гля нуць у рэ дак цыю “ГР”. 

Каб па дзя ліц ца на ві на мі, па да

рыць чар го вы бук лет з аў то гра

фам “ад бе ла ру са Мал до вы”, ці 

мал даў скі су ве нір, па ка заць но

выя эс кі зы на ар ку шы кахчац

вяр туш ках. У Мін ску жы вуць 

яго ныя сяб ры, ся род іх і вя до

мы май стар пей за жа Ва ле ры 

Шка ру ба, уні каль ная май стры

хамас тач ка Лю боў Кі ры ла ва — 

яны з сяст рой пра цу юць у рэд

кай аў тар скай тэх ні цы ў сты лі 

“Арт Дэ ка”. Да рэ чы, пра вы ста

ву сяс цёрмас та чак Ве ры Блін

цо вай і Лю бові Кі ры ла вай мы 

ка лісь пі са лі з ад мет ным пад за
га лоў кам “На вы стаў цы ў мін

скім Па ла цы мас тац тва гу ля лі 

вы шы ва ныя ка ты і рас цві та лі 
тка не выя лі леі” — гл. “Вы шы

ва ны крэ а тыў” — ГР, 6.10. 2008. 

➔
 Стар. 3 

РоздумваколкнігіЗіновія

Прыгодзіча“Літаратураяклёс.

Пралітаратараўілітаратуру”

Яго ная вы ключ ная пра ца ві тасць у 

не ма ла дым ужо ве ку вель мі ўраж вае. 

Па ру га доў та му я пі саў пра грун тоў

ны трох том нік “По ста ці”: “Жур на лісц

кая тры ло гія пра су час ні каў” — ГР, 

5.05.2017. Здзіў ляў ся: ста рэй шы ка ле га 

на грун це да вер лі вых, шчы рых гу та рак 

з вя до мы мі людзь мі куль ту ры й мас тац

тва Бе ла ру сі ства рыў трыц цаць жыц цё

ватвор чых парт рэ таў. Ого, якая пра ца! 

Тэкс ты дру ка ва лі ся ў СМІ, по тым вый

шлі кні га мі. А ле тась Зі но вій Кі ры ла віч 

па да рыў мне зя лё ны то мік “Лі та ра ту ра 

як лёс. Пра лі та ра та раў і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 

“Кні гу пер шую” з сяб роў скім над пі сам, 

аў то гра фам і па зна кай “5.ХІ.2018”. Зу

сім ня даў на па ба чы лі ся мы ў вес ты бю

лі До ма прэ сы, дзе ра зам пра цу ем —  

і над пі саў мне аў тар “Ве ча ро вае. Пра час 

і пра ся бе”. Кні гу, па тлу ма чыў га лоў рэд 

па пу ляр на га вы дан ня “Гас па ды ня. Ся

мей ны ча со пі с”, вы даў толь кі што (сва

ім кош там, як і ра ней шыя) да 75год дзя: 

уво сень ад свят куе юбі лей. А ўжо вый

шлі, ка заў, і тры кні гі яго най аса біс тай 

“се рыі” “Лі та ра ту ра як лёс”.

Эх, лёс, лёс… Што мы пра яго ве да ем? 

Мож на бы ло б па раз ва жаць і пра ня бач

нае ла со лё су ў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якое ў свой 

час, у да лё кія 30я, мно гіх твор цаў звя ло 

са све ту. І пра вост рае ля зо та го ўлад на га 

лё су, што вель мі ба лю ча ра ніць. Як там 

у Вы соц ка га: “По эты хо дят пятками по 

лезвию но жа/ И ра нят в кровь свои бо сые 

души…”. А ў імя ча го тое ўсё, мо жа сён

ня за пы таць ма ла дзёнпраг ма тык? Ней

ка га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а га пры быт ку з та кое 

пра цы, пэў на, Зі но вію Пры го дзічу ня ма. 

Дзе толь кі ча су ды гро шай бя рэ пра ца

ві ты па ля шук (з вёс кі Лы шча ро дам ён, 

з Пін шчы ны), кан ды дат фі ла соф скіх на

вук, даў но пра пі са ны ў Мін ску, на та кія 

ра ман тыч наза трат ныя пра ек ты?

Ад каз ці каў ным зной дзец ца ў тым 

са мым “Ве ча ро вым”, дзе аў тар гра ніч на 

шчы ра пі ша: “Пра ца ў ча со пі се ста ла не 

толь кі срод кам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а га за бес пя

чэн ня. Яна да ла мне так са ма вы дат ную 

маг чы масць для твор час ці. (Во дзе лёс!.. 

Бо ства раў гэ тае вы дан не Зі но вій Кі ры

ла віч з сяб ра мі з ну ля ў са ка ві кукра са

ві ку 1992 го да, мож на ска заць, як вы ра

та валь ны круг, ад без вы ход нас ці: бы ло га 

парт ра бот ні ка прос та ні дзе не бра лі на 

пра цу. — Аўт.). Усё леп шае, што на пі са

на мною, на пі са на ў гэ тыя га ды. Я маю 

на ўва зе перш за ўсё тры ло гію “По ста

ці”, тры кні гі пра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й лі та ра

та раў ды шэ раг ін шых да ку мен таль ных 

тво раў”. Пры чым, удак лад няе Зі но вій 

Кі ры ла віч, яго ны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 на бы так 

вы со ка ўжо ацэ не ны на дзяр жаў ным уз

роў ні. Ён — лаў рэ ат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й прэ міі, мае зван не “За слу жа ны 

дзе яч куль ту ры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е ла русь”.

Прый шоў жа ў да ку мен таль ную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пры кі пеў” да яе на заў сё ды мой 

ста рэй шы ся бар дзя ку ю чы жур на ліс ты

цы. Мы, да рэ чы, абод ва “звяз доў цы”: ён 

пра ца ваў у ста рэй шай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га зе це 

“Звяз да” ў 1967–77 га дах (як раз та ды я 

ў шко ле ву чыў ся…), а на ша га зе та “Го

лас Ра дзі мы” год та му тра пі ла пад кры ло 

Вы да вец ка га до ма “Звяз да”. Лё сы, бач 

ты, сыш лі ся… Лёс і тое, што зна ё міў 

нас вя лі кі пісь мен нік Ян ка Сі па коў: мы 

ў 90я з Іва нам Да ні ла ві чам по плеч пра

ца ва лі ў рэ дак цыі ча со пі са “Бе ла русь”, 

ку ды за пра сіў нас га лоў рэд Аляк сандр 

Ша ба лін — ся бар Зі но вія Пры го дзі ча. 

Што да пра ек та “Лі та ра ту ра як лёс”, то 

маг чы мым ён стаў, пэў на ж, як раз дзя

ку ю чы вя лі ка му ко лу сяб роў і зна ё мых 

Зі но вія Кі ры ла ві ча, сяб ра Са ю за пісь

мен ні к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у ко лах лі та ра та раў. 

Ну так склаў ся лёс: з лю та га 1977га 

ён, яшчэ пісь мен нікпа чат ко вец, пра цу

ю чы ў ад дзе ле куль ту ры ЦК кам пар тыі 

Бе ла ру сі, ку ры ра ваў як раз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Праў да, ня доў га: у хут кім ча се змя ніў 

на па са дзе па моч ні ка сак ра та ра ЦК Кузь

мі на вя до ма га жур на ліс та, і сяб ра свай го, 

Аляк санд ра Ша ба лі на.) ➔
 Ста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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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бі раль нік 
скар баў,  ся бар  

Пес ня раСтар.  7

Дзя ку ем  вам,  

вы зва лі це лі!  Стар. 4

У Цюмені — 
талака Стар. 5

Па вост рым ля зе лё саў

даднябеЛаРускагаПісьменства

Зорны жнівень мастака

годмаЛойРадЗімыВя до мы бе ла рус з Кі шы нё ва Вя ча слаў Іг на цен ка, які атры маў сё ле та вы со кае зван не “Ма эст ра мас тац тваў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Мал до ва”, 

пры вёз на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у чар го вую пер са наль ную вы ста ву — пад наз вай “Да лё кае–бліз кае”

Кнігі Зіновія Прыгодзіча

Ів
а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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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ПяРэдадні

свята,слонім,

сустракай!

гораднадШчараю

рыхтуеццастацьсталіцаю

днябеларускагапісьменства

У чар го вы раз Бе ла русь рых

ту ец ца свят ка ваць Дзень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пісь мен ства. Так ро біц ца 

што год у пер шыя вы хад ныя ве

рас ня з 1994 го да. Сталіцай свя та 

становяцца га ра ды, што ма юць 

сла ву гіс та рыч ных цэнт раў куль

ту ры, на ву кі, кні га дру ка ван ня.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ы арг ка мі тэт па пад

рых тоў цы й пра вя дзен ні Дня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пісь мен ства ўзна чаль

вае на мес нік Прэм’ ермі ніст ра 

Бе ла ру сі Ігар Пет ры шэн ка.

Да свя та шмат ча го зроб ле на 

па доб ра ўпа рад ка ван ні Сло ні ма 

ды аг ра га рад ка Жы ро ві чы, дзе 

прой дуць свя точ ныя дзеі. Цэнт

раль ныя з іх — ура чыс тыя цы

ры мо ніі ад крыц ця й за крыц ця, 

уша на ван не пе ра мож ца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й прэ міі. У 

двух дзён най куль тур най пра гра

ме ў блі жэй шыя вы хад ныя кож ны 

зной дзе для ся бе неш та ці ка вае.

На пя рэ дад ні свя та й мы ро

бім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 ак цэнт” у тэ

ма ты цы ну ма ра га зе ты: больш 

ма тэ ры я лаў па свя ча ем тым, хто 

пра цуе на ні ве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кан так там з твор ца мі з 

роз ных кра ін. А пра тое, што бу

дзе ў Сло ні ме — яшчэ рас ка жам!

Іван Жда но ві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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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мнікСапегу
іпаланэзАгінскага

Перад тым, як быць угана
раванымі на галоўнай сцэне
свята пісьменства ў Слоніме,
літаратары наведаліся ў Жы
ровічы, дзе хутка будзе адзна
чацца 500годдзе заснавання
СвятаУспенскагаЖыровіцкага
манастыраі550годдзеяўлення
ЖыровіцкайіконыБожайМаці.
Пасля соценькіламетраўванд
раванняўусвятоемесцапатра
піліўдзельнікіміжнароднайна
вуковаасветніцкай экспедыцыі
“ДарогадаСвятыняў”.Сюдыж
для сустрэчы за міжнародным
круглым сталом “Мастац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якшляхадзіндаад
наго” з’ехаліся і пісьменнікі з
14краінсвету.

Далей у праграме значыўся
Слонім. Той вітаў творцаў як
сваіх герояў. У гэтым невяліч
кімгорадзеГродзеншчыныгос
ці адразу апынуліся ў эпіцэнт
рыўсеагульнайперадсвяточнай
узрушанасціілюдскоймітусні.
Мясцовыягандлярыяшчэзран
ку частавалі іх смачнымі стра
вамі і напоямі. “Гродзенскія
падворкі” наперабой зазывалі
да сябе з дапамогай народных
музыкаўіспевакоў.Анародныя
ўмельцы ў беларускіх строях
прапаноўвалісваевырабы.Ад
нак многія з прыезджых спя
шаліся на першую ўрачыстую
цырымоніюкаля помнікаЛьву

Сапегу. Знаёмства з горадам і
яго гістарычнымі вуліцамі па
чалос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Льва Сапегі
(1557–1633),дзяржаўнагаівай
сковагадзеячаВялікагаКняст
ва Літоўскага, узвышаецца
на адной з плошчаў непадалёк
ад Слонімскага драматычнага
тэатра.Пазадумеаўтараўпом
ніка (скульптараў ІванаМіско,
УладзіміраПіпінаіСяргеяЛог
віна)гетманвялікілітоўскі,які
некалькістагоддзяўтамуназад,

згоднасцютрымаеўправайру
цэ гетманскую булаву, а ў ле
вай—лістТрэцягаСтатутаВя
лікагаКнястваЛітоўскага.

Людзі пільна ўглядаліся ў
ягопостаць,анекаторыянават
стараліся зазірнуць у ліст, які
ёнтрымаеўруцэ.Іўпэўнівалі
ся,штотамзамацаванынормы
права 1588 года. Такая вялікая
ўвагадаасобывыдаўцаСтату
таВялікагаКнястваЛітоўскага
ў сланімчан мае свае прычы
ны.УканцыXVІстагоддзяЛеў

Сапега быў старастай горада
Слоніма ішмат зрабіў для яго
росквіту. Менавіта пры Сапе
гуСлонімактыўнаразвіваўсяі
стаўцэнтрам гандлю і рамёст
ваў.ПрыімугорадзенадШча
рай узнік першы ткацкі цэх,
была пабудавана ратуша, мас
ты, пракладзены вуліцы. Па
водле хадайніцтва Льва Сапегі
ў 1591 годзе гораду прысвоілі
Магдэбургскаеправа,падарава
лігерб,наякімнамаляванылеў
ззалатойстралой.➔ Стар. 3

НаМаскоўскайміжнароднай
кніжнайвыставе-кірмашы
адбыласяўрачыстаяцырымонія
ўзнагароджанняпераможцаў
XVIМіжнароднагаконкурсу
дзяржаў-удзельніцСНД
“Мастацтвакнігі”.Нашысуайчыннікі
вярнулісянарадзіму
зГран-прыконкурсуідыпломамі.

Гранпры конкурсу ўдастоена энцы
клапедыя “Янка Купала” ў трох тамах,

якаявыйшлаўвыдавецтве“Беларуская
Энцыклапедыя імя П.Броўкі”. У кнізе
расказваецца пра жыццё і творчасць
класікабеларускайлітаратуры,зроблены
аналіз усіх яго паэтычных, празаічных,
публіцыстычных і драматургічных
твораў. Адначасова энцыклапедыя рас
крывае вобраз народнага песняра ў
беларускімкіноітэатральныммастацт
ве,жывапісе,літаратуры.Длязамежных
чытачоў будзе цікавым даведацца, што
ў першым томе кнігі асобна вылучаны
тэмы“Армянскаялітаратура іЯнкаКу
пала,“АнгламоўнысветіЯнкаКупал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літаратураіЯнкаКу
пала”дыіншыя.

Беларускія выданні атрымалі таксама
першыямесцыўвасьміздзесяціастатніх
намінацыйконкурсу.Удзвюхнамінацыях
ім прысуджана другое і трэцяе месцы.

Напрыклад, у намінацыі “Аддрука
ванаўСадружнасці”быўвысокаацэ
нены мастацкапаліграфічны ўзровень
кнігі “Почтовые мар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Кнігу“Беларусь.Путьвкос
мос” прызналі лепшай сярод навуковых
выданняў. Дыпламантамі конкурсу сталі
дзевяць беларускіх кніг.Усяго на рахун
ку айчынных выдаўцоў 20 дыпломаў.
Конкурс “Мастацтва кнігі” праходзіць
з 2004 года. Сёлета на конкурсе было
прадстаўлена 80 выданняў з 7 краін
СНД:Азербайджана,Беларусі,Казахста
н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Расіі, Таджыкістана і
Туркменістана.

НаXXXIIМаскоўскуюміжнародную
кніжнуювыставукірмашБеларусьбыла
запрошана ў якасці ганаровага госця.
Беларускі павільён сёлета займаў са
мую вялікую плошчу— каля 222 ква

дратныхметраў.Беларусыпрадстаўлялі
некалькітысячнайменняўкніг.Сяродіх
была мастацкая, навуковапапулярная,
гістарычнада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энцыклапедычныядаведнікіінавучаль
ныя кнігі, маляўнічыя фотаальбомы і
іншыявыданні.

Віта Зорына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Выдаецца з 1955 года l       l № 17 (3605) l    l пятніца, 13 Верасня, 2019

Велічнасць 
Берасцейскай 

Бібліі
Ста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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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ы гор 
Ба ра ду лін 

у Кі таі
  Стар. 4

Доб рае 
сло ва 

на доб рае 
зда роўе 

Стар. 6

Гран-пры “Мастацтва кнігі” — у беларусаў 
рэхАПАДзеі

СвяточНАяМАзАікА

Ста лі цай XXVІ фо ру му лі та ра та раў стаў 
ста ра жыт ны цэнтр куль тур на га і ду хоў на га жыц ця Сло нім

Цырымонія адкрыцця Дня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пісьменства ў Слоніме

Слонімскія колеры пісьменства
Удзель ні кам і гас цям 

Дня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пісь мен ства 

Шаноўныясябры!
Шчыра вітаю гасцей і

ўдзельнікаў Дня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пісьменства.

Святочнуюэстафетусёле
тагасціннапрымаеСлонім—
адзін са старажытнейшых
гарадоў Беларусі, які за сваё
шматвяковаеіснаванненеад
нойчы гераічна пераадольваў
суровыя выпрабаванні. Ён за
хаваў гістарычныя карані і
цяпер гарманічна спалучае ў
абліччымінулаеісучаснасць.

ВялікаямісіяДняпісьмен
ства—аб’ядноўвацьусіхбела
русаўсвету,перадавацьновым
пакаленням літаратурныя
і мастацкія скарбы нашага
народа, любоў да матчынай
мовы, выхоўваць беражлівыя
адносіныдапомнікаўдаўніны,
садзейнічаць умацаванню па
чуццягонарузаРадзіму.

Гэтаўрачыстаесвятазай
мае пачэсную пазіцыю сярод
важнейшых падзей культур
нага жыцця краіны і з’яўля
еццадобрайнагодайяшчэраз
звярнуццадаспрадвечныхна
цыянальныхтрадыцыйіасэн
саваць іхмесцаўцяперашнім
часе.

Сардэчна жадаю ўсім но
выхцікавыхсустрэч,плённай
працыітворчаганатхнення.

Прэ зі дэнт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е ла русь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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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我们的地方真好
8月底，格罗德诺州的伊维镇成
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工作地
图上另一个访问点。卢卡申科
坚信，郊区应该是发展良好的
地区。总统表达了他的目标：
需要访问每个州有时不在地区
当局视线范围内的偏远地区

18

24	杨科·库巴拉纪念碑西
安外国语大学落成
自2018年以来，学生们可以在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习白俄罗斯
语，白俄罗斯历史，传统和习
俗。西安是中国重要的教育中
心。从大学数量来看，它位于
北京和上海之后的第三位

25	明斯克地区将建造具有
中国风的村庄	
中国重庆市渝北区代表团访问
了明斯克地区。在明斯克州执
行委员会会议期间，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定”，该协议设想
在白俄罗斯建造一个具有重庆
风光的村庄

有效外交地图

知识日

4

14	友好会谈
自2007年以来，举办国际圆桌
会议成为了白俄罗斯文字日的
传统，圆桌会议的共同看法
是：“文学作品作为彼此接近
的一种方式”

8

生活中的文字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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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奥莉伽·卢妮娜:	
我不像其他女人
最近在丽达儿童青少年4号体育学
校正式开设了一间无障碍体育馆

一起获得了金牌。玛利亚很了
不起。作为一名22岁女孩，她
是一个有才华的蹦床运动员，
她迷人，温柔，聪明

40	被选中的颜色
明斯克“巴西街”在白俄罗
斯——巴西“街头艺术节”上
名声大噪 

44	经典格瓦斯
鲁巴村庄的居民们用他们的特
色配方生产格瓦斯

46	剧院演出季拉开帷幕，
艺术爱好者拭目以待
九月是属于艺术爱好者的美好
时光：暑假后的白俄罗斯剧院
向他们敞开大门

34	父亲·儿子
乌兹别克斯坦教授有着白俄罗斯
的根源 - 两个民族和文学时代之
间的正确联系，父亲的遗产，接
近的经典，真正的国际主义

38	目不转睛
来自维捷布克的美丽女孩玛利
亚·马哈林斯卡有很多双人跳
床上的成就。在第二届欧洲运
动会上，她与安娜·科佳洛娃

亚历山大• 
科斯图琴科的	
爱与命运

前进，只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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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摘要

前景广阔
在长弧国家中，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有理由被称为最
受我国信任的伙伴之一。

毫无疑问，阿联酋武装部
队副总司令谢赫·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阿勒纳
哈扬最近对明斯克阿布扎
比王储的正式访问将进一
步促进国家间的互动。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与
贵宾的会谈中表示对此
次访问的积极影响坚信不
疑。
会晤期间，王储丝毫不掩
饰自己对白俄罗斯及我国
人民的喜爱。关于发展两
国之间的互动，我国总统
强调明斯克对任何建设性
倡议都会保持绝对开放:
— 我相信，此次您对白俄
罗斯的访问将在贸易、经
济和投资方面产生重大推
动力。我们会找到合作的
方向。更何况，阿联酋与
白俄罗斯之间没有关闭的
专题和领域。
今年1月至7月，白俄罗
斯和阿联酋的贸易额达到
551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33.4%。出口增长
了33.8%，达到4400万美
元。进口额为11 1 0万美
元(增长率为32.5%)。去
年，阿联酋向白俄罗斯提
供了4400万美元的净外国
直接投资。这是一年前的
2.3倍。2019年上半年，阿
联酋投资额达到2690万美
元。

奥列格·博戈马佐夫

来自中国	
的投资增	
长了近百倍
“巨石工业园区”第一栋
住宅楼完工仪式结束后，
白俄罗斯经济部副部长阿
莱娜·佩尔米诺娃说：“
来自中国的投资增长了数
百倍，过去十年来自中国
的直接投资增长了200倍。
中国在我们的经贸合作伙
伴中排名第三。”

目前中国提供的技术和
经济援助总计已经达

到了5亿美元，副部长声
称，援助将会继续增长。
特别是自20 1 5年以来，
在12个项目框架内，中国
已向白俄拨款近1.85亿美
元用以技术和经济援助。
其中重点项目是巨石工业
园的发展，社会住房的建
设，明斯克的学生宿舍，
以及明斯克中心区医院住
院部的建设。
中国的投资旨在建设工业园
区电气化系统的第一阶段和
乌沙河床的重建。工业园区
是白俄第一个获得国际环境
管理和审计证书的工业园
区，工业园具有生态城市
的地位，生产，行政与住宅
基础设施和谐得融于一体。
为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巨石
工业园，为创新和出口导向
型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最佳条
件。

谢尔盖·库拉卡其

卡斯滕离开了
两届奥运会赛艇冠军叶卡
捷琳娜·卡斯滕于昨日宣
布退役

她总是想获得最佳成绩。
人们称她为叶卡捷琳

娜大帝。而现在，她的运动
生涯结束了。她强调过，她
正在为自己的第八届奥运会
做准备，但是在林茨举办的
世界锦标赛前夕，她断了一
根肋骨，导致无法参赛。因
此，她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
生涯。叶卡捷琳娜还没有把

自己看成是一名教练。她只
是打算从德国搬回白俄罗
斯。9月2日，卡斯滕将参加
奥林匹克课程“知识就是力
量！”，这将在国家奥委会
奥林匹克荣耀大厅举行。卡
捷琳娜·卡斯滕是独立后的
白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两届
奥运会冠军（1996年，2000
年）和六届世界冠军（1997
年，1999年，2005年，2006
年，2007年，2009年）。她
被授予祖国一、二、三级勋
章、荣誉勋章、“劳动功勋
奖”，也是白俄罗斯奥林匹
克运动奖获得者。

康斯坦丁·留特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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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次，保
加利亚，
英国，危
地马拉，
德 国 ，
欧 盟 ，
哈萨克斯
坦，吉尔

吉斯斯坦，拉脱维亚，俄罗
斯，坦桑尼亚，克罗地亚，

瑞士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使
团团长应邀参加了在独立宫
举行的国书授予仪式。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对他们表示
欢迎，并表示，希望外交官
们像前任大使一样，将把白
俄罗斯带入他们的心中。他
们将发现新的文化，也许他
们会在其中找到与其民族传
统相符的东西。

外国大使工作的开展恰逢我
国（白俄罗斯）特殊时期。
新议会选举活动的启动使当
前时刻成为一个特殊的背
景。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
下，外国人更容易理解白俄
罗斯国家制度的基础，即国
家民主的运作机制。卢卡申
科面对外交官，强调了这一
点：“您使命的开始恰逢我

有效外交地图
十三位新任外国大使正式在白俄罗斯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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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政治和经济伙伴之
一：
 “尽管白德历史关系复杂，
但今天共同的利益使我们团
结一致 - 首先是确保欧洲的
安全，稳定和繁荣。我们加
强双边合作，主要是在具有
巨大潜力的贸易，经济和投
资领域。”
卢卡申科还表示，白俄罗斯
准备在所有关键领域进一步
建设性地发展与英国的关
系：
“鉴于英国人民决定退出欧
盟，以及该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新角色，与英国的对话尤

其重要。我们有兴趣进一步
扩大与英国的贸易、经济和
投资合作，并以严肃的形式
和具体的大型项目填补政府
间贸易对话。”
以下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向瑞士联邦外交使团团长的
致辞：
“我们非常重视发展与瑞士
联邦的关系，我们欢迎增加
瑞士驻白俄罗斯外交使团的
地位，并任命首位瑞士驻白
大使。近年来，我们在相互
联系方面取得了显着进步。
保持和加强这一积极趋势非
常重要。”
卢卡申科指出，白俄罗斯的
主要对外经济目标之一是多
样化出口，与所谓的远距离
国家的合作是主要领域之
一：
卢卡申科重申白俄罗斯有兴
趣与东非国家开展多方面的
合作：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真诚地
祝愿大使们在与白俄罗斯外
交方面一切顺利，为各州和
各国人民的利益开展富有成
效的活动，并希望他们在白
俄罗斯度过丰富和有趣的时
间，外交官将发现白俄罗斯
的所有辉煌。

瓦西里·卡里托诺夫

国重要的政治事件 - 即将
举行的议会选举。您可以亲
眼看到竞选活动将严格按照
国家立法和普遍接受的国际
标准要求进行。白俄罗斯越
来越多地被称为欧洲地区稳
定与安全的捐助者。”在谈
到明斯克随时准备提供解决
全球冲突问题的平台，并在
安全框架内举办最重要的国
际论坛这一事实时，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指出：
“军备控制领域的主要世界
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再次加剧
了制定确保国际和区域安全
的新方法的难度，从而加强
了白俄罗斯恢复相应国际对
话倡议的必要性。我们将继
续要求大国，而且要求小国
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和经
济稳定。”
显然，国家间的关系、相互
信任和理解的程度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出席仪式的每一
位外交官。卢卡申科保证，
他们关注双边合作的实际成
果将得到白俄罗斯的真诚回
应和支持。根据传统，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简要概述了
明斯克对与参加仪式的每个
国家进行互动的期望。他首
先向俄罗斯联邦大使德米特
里·梅泽采夫发表讲话：
“您的国家是我们的主要战
略伙伴和白俄罗斯的盟友。
我们的兄弟关系十分牢固，
我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我们
曾经流过血，为了让欧洲和
世界变得和平......现在特
别关注联盟建设的问题。俄
罗斯总统和我同意，在重要
日期前夕签署为期20年的“
联盟国家条约”，就我们一
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战略做出
具体决定。我们会这样做
的。”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调，
明斯克有兴趣与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建立多元化合作，该
国对我们来说是欧洲和世界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奉行开
放，和平和多向的
外交政策。我们愿
意与所有外国伙伴
进行密切和互利合
作，无论其政治影
响力，地理位置和
经济潜力如何。”

大使发言
欧盟驻白俄罗斯大使Dirk SHUBEL：
“我很高兴成为欧盟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
现在我的目标是优化我们正在密切合作的关
系。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将在这个
方向取得成功。”

Jacqueline Louis Perkins，英国驻白俄罗斯大
使：
“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会更好。脱
欧是我们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关系的绝佳机
会。正如总统所说，我们也期望加强与白俄罗
斯的政治关系，以及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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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俄罗斯有许多类似的角
落。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回
忆说，戈梅利州南部和莫吉
廖夫东南部地区已经“掌
握”了。但是伊维、格鲁茨
克还没有。
众所周知，收获的时期总统
农业领域工作的关注特别密
切。卢卡申科再次提醒了该
领域的最低要求：
“900万吨 - 这是下限，包括
所有谷物，豆类，油菜籽。
我们还需要出口900万，这是
指导方针。”
此外，预计今年土豆和甜菜
收获良好。总统的要求是为
这部分做好准备，而不是拖
延。其中一种最精致的作物 
- 亚麻，生长在格罗德诺地

区，面积为7000公顷。两个
Korelichi和Dyatlovsky区现代
亚麻加工厂并没有被忽视。
也许他们将成为总统的日程
之一。
至于伊维，去年它被认为是
该地区最好的城镇，拥有
多达5万人口，可以开展业
务。几年来，这里的中小企
业和企业家数量稳步增长。
毫不奇怪，该镇最大的工业
企业之一，是生产农业机
械的私有企业LidaTekhmash
公司，它也是Tehmash的分
支。 Techmash总经理 Petr 
Tsirkunov在该镇建立了农业
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其中一
些产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
独联体国家都没有类似物。

总统还访问了伊维的文化和
休闲中心。在这里，模范儿
童戏剧团的孩子们巧妙地向
国家元首展示了基于Yan Ek
holm的故事《无人信仰》剧
本的片段，其中包括Lud和
Wut的非同寻常的冒险，民间
音乐合奏团Chabarok演唱了
白俄罗斯民歌Kalina Yagada。
“做得好！”总统衷心感谢
小表演者。
之后卢卡申科在民间艺术展
览会上与年长的女工匠会
面，总统在这里展示了娃
娃，用稻草编织手工艺品。
与此同时，当地居民聚集在
文化休闲中心的墙壁周围。
他们与国家元首的交流热情
真诚，不断受到掌声的打
断。总统说他想来伊维，尽
管地方当局试图劝阻他：
“不，我说，我会去伊维，
我会看看你们是如何在郊区
工作的，因为，你知道，领
导通常会带你到市中心，但
不会带你去郊区。我飞过这
里的领土几十次，仔细地观
察，我担心这座城市真的被
忽视了。当我到达这个“度
假村”时，我告诉州长：
嗯，你真的做得很好。事实
证明你们有Dazhinki。这里有
这么好的城市和小镇。”
此外，当总统将伊维与前一
天访问过的“老路”进行比
较时，感到非常高兴：

有我们的地方真好
8月底，格罗德诺州的伊维镇成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工作地图上另一个访问点。卢卡
申科坚信，郊区应该是发展良好的地区。总统表达了他的目标：需要访问每个州有时不
在地区当局视线范围内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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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知道整个世界，来
到这里：哦，天啊，我们到
了天堂嘛！所以这是我一周
第二次去天堂......安居乐
业，生活就应该如此。”
总统补充说：
“我经常告诉别人：不要急
于向往某个地方，那里并

不期待你的到来。现在社
会经常让你自己远离自己
的土地，而实际上没有地方
可以落脚，所以要照顾好自
己，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
们将努力帮助人们创造就业
机会。你有工作的地方。只
需要有工作的愿望。没有人

会带来任何东西，没有人会
给任何东西。你需要自己赚
取所有东西。你要做勤劳的
人。我知道怎样种西红柿。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你工
作的地方，你的孩子就在那
里。这意味着他已经是强大
的白俄罗斯人。”

合影留念
这是国家元首在与伊维镇居民的对话中发生的
事件。总统感谢人民，并即将离开。Esther Va
silevsky和Avigeya Vasilevsky姐妹的梦想是与国
家元首合影留念。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没有拒
绝。女孩们这样谈论自己：Esther（我们毫不
怀疑）是未来的记者，Avigeya是Iviev学校11年
级的学生。
“我们真的很想见到总统。在四年级，我给他
写了一封信。最近我将要毕业”，Esther激动地
说，“他们给了我答案，总有一天他会来。”今
天，他们有了机会接近总统。这是我们的梦想：
看到他本人并与他说话。虽然双腿颤抖甚至泪流
满面！希望至少睫毛膏没有被破坏。
顺便提一下总统有可能出席毕业典礼的问题。
很遗憾，它没有成功......总统出差了......
“我们还有一个兄弟Moisi。他在利达的冰宫开
放期间会见了总统”，女孩们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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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这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实际
上它被视为白俄罗斯独立的
真正象征。这句话是国家元
首亚历山大·卢卡申科2017
年在致力于白俄罗斯印刷
500周年纪念日的白俄罗斯
文字日庆祝活动之际，向参
与者和嘉宾表示祝贺时说
的。当日活动在波洛茨克举
行，1155年的时候，白俄罗
斯启蒙者和印刷第一人弗朗
西斯科·斯卡立纳在这里出
生。他在那里印刷了第一本
书。

1994年首届文字日也是在波
洛茨克举办，它作为一种独
特的现象进入了白俄罗斯的
历史，成为所有未来年度节
日的参考。该节日于9月的
第一个星期天在历史和文化
中心庆祝，该中心与国家著
名人物的命运和生活密不可
分，包括教育家，科学家，
作家，音乐家，艺术家，他
们做了很多对社会有益的事
情。
回 想 一 下 ， 继 波 洛 茨
克 之 后 ， 该 节 日 还 曾

在 白 俄 罗 斯 以 下 地 区
举 办 ： T u r o v ， N o v o 
grudok，Nesvizh，Orsha， 
Pinsk，Zaslavl，Mstislavl， 
Mir，Kamenets，Pastavy， 
Shklov，Borisov，Smorgon， 
K h oy n i k i， G ant s e v i ch i， 
Glu bokoe，Bykhov，Zaslavl， 
Schuchin，Rogachev。
去年，具有纪念意义的第
25届白俄罗斯文字日在布列
斯特州伊万诺沃市举办。庆
祝活动的主题是“我的小家
园”。目前它在斯洛尼姆有

第ХХVI届白俄罗斯文字日期间在斯洛尼姆举行了民族文化、印刷文
字、启蒙精神的庆祝活动，这项活动证明：白俄罗斯人不仅重视自己的
起源、传统，而且还将它们与民族尊严相结合，尊重对世界精神文化宝
库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辈们。

生活中的文字与知识

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了续集。因为在2018年之
后，白俄罗斯决定将这一重
要议题采用3年，而不是1
年。

如何准备

根据传统，我国对于文字日
的准备非常认真。2018年12
月20日，由副总理伊戈尔·
彼得里辛科领导的国家组委
会成立。新的一年刚开始，
白俄罗斯信息部已经开始思
考如何在斯洛尼姆举办活
动，这是Shchara最古老的城
市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040年。2月份，斯洛尼姆
区执行委员会继续提出意见
和建议，在那里提前概述了
行动计划。在信息部部长Al
exander Karlyukevich的领导
下，举行了活动筹备和举办
组委会会议。总的来说，正
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区执行
委员会的会议是产生新想法
和概念的真正“头脑风暴”
。详细讨论了第26届文字日
的准备工作和组织问题。特
别是该活动的文化部分，还
讨论了可能的城市设施准备
工作。
出席会议的还有信息部副部
长Igor Buzovsky，格罗德诺
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Viktor 
Liskovich，斯洛尼姆区执行
委员会主席Gennady Khom
ich，区域和地区服务负责
人。会议开始时，信息部部
长宣布了国家组委会的下次
会议日期，每个人都应该认
识到活动的规模应当体面。
Viktor Liskovich还提请注意
在斯洛尼姆庆祝文字日的特
殊意义：
“今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
具有象征意义，9月20日标志
着格罗德诺州75年纪念日，
也是白俄罗斯从纳粹入侵者
手中解放75周年的标志。因
此，斯洛尼姆的文字日将是

该活动的重要时刻之一。斯
洛尼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因为几年前在这里举办
了地区性的节日Dozhinki，
但仍有一些值得关注和强调
的地方。”
Alexander Karlyukevich在会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参
与的人越多，节日的举办会
越成功。斯洛尼姆是我国历
史上的一个特殊地方。这个
城市和地区与大量有趣的人
的名字相关联。在斯洛尼姆
地区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艺
术，区域研究，历史和教育
传统。我希望所有这些都能
在节日中出现。”
7月底，在斯
洛尼姆召开
了 全 国 组

斯洛尼姆Leo Sapege纪念碑

白俄罗斯写作日的
参会者们和嘉宾们 
亲爱的朋友们！ 
我真诚地欢迎你们！ 
今年的节日在斯洛尼姆
接力主办，这是白俄罗
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
中，这座城市多次英勇
地克服了严峻的考验。
它保留了城市的历史根
源，和谐地结合了古
代与现代建筑风格。 
写作日的伟大使命是
团结世界上所有的白
俄罗斯人，向新一代
传递白俄罗斯人民的
文艺宝藏，激发热爱
我们母语的热情，培
养关怀古代遗迹的态
度，增强祖国自豪感。
这个庄严的节日在国
家文化生活中占有重
要的一席之地，是再
次使焦点转向民族传
统，并理解其在当
下地位的好时机。 
我衷心祝愿此次见面
会收获颇丰，并具
有创造性的灵感。

白俄罗斯总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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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委员会关于准备和举办白
俄罗斯文字日的会议。这是
由政府成员，国家和地区负
责人参与的高水平事件，斯
洛尼姆地区的由白俄罗斯副
总理伊戈尔·彼得里琴科领
导。会上详细探讨了节日
的准备和举办，活动中的节
目，印刷品和舞台场地设计
草图，节日开放和休息的情
景规划，住宿问题，城市服
务工作安排等。
会议期间，Igor Petrishenko
指出需要严肃准备斯洛尼姆
市和农业小镇Zhirovichi的庆
祝活动。
委员会的工作始于对一些基
础设施的检查。信息部长Al
exander Karlyukevich介绍了
新的Sonnet书店。
之后，每个人都了解了城市
改善工作，每个人都去了国
家单一制企业Belsoyuzpecha
的新亭子，沿着庆祝活动的
举办场所中央街道步行，参
观了城市公园。
伊戈尔·彼得里辛科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参观了将举办庆祝活
动的那些基础设施，了解了
改造的进展情况，表达了许
多愿望和建议。”副总理还
表示，为该地区提供了筹备
节日的适当资金。
“所有举办活动的地方都应
该处于良好的状态。首先，
斯洛尼姆的居民自己应该感
到这个节日。此外，有必要
为客人创造合适的条件，包
括外国客人。该城市应该令
人感到流连忘返。首先，斯
洛尼姆是有趣的，因为它有
历史。因此，Leo Sapieha的
雕塑将出现在这里，Oginsky
运河将建成，它有望成为城
市的名片......白俄罗斯的
文字日是每个白俄罗斯人的
重要事件。我们能够触及白
俄罗斯经典作品 - 雅库布·
科拉斯，扬卡·库帕拉，马

克西姆·波格丹诺维奇以及
我们其他杰出的诗人和作家
的作品。我们为自己的文化
和语言感到自豪。但我们有
必要进一步发展，促进对我
国历史的研究，将我们的知
识传授给后代。”
至于中心的“十四行诗”书
店，它于六月十五日开始试
运营，其盛大开幕于八月的
最后一天举行。让我们回想
一下，Alexander Karlyuke
vich是这样说的：
“我们决定，“十四行诗”
应该运营，因为店内布置已
经准备就绪，所有与当局有
关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很
快，斯洛尼姆区执行委员会
帮助我们办妥了所有文件。
这终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
过程。顺便说一句，Belkniga
做了不错的商品分类，招聘
员工的工作。我们很高兴在
这段时间内由五人组成的团
队将获得一定的工作实践，
看看这个城市和地区的居民
会对什么感兴趣。”
Belkniga在白俄罗斯运营着近
110家书店，根据信息部部长
的说法，今天他们运作得非
常好。他们有超过11000种书
籍。要知道去年全国仅出版
了9665种书籍。此外，部长
承诺在斯洛尼姆会有许多新
的，有趣的创意举措。它们
不仅会被引导到白俄罗斯语
的书中，而且会关注大众阅
读的情况。特别是在社交网
络和互联网上。并且将组织
具有历史和教育特征的特殊
任务，参与者将能够在其中
寻找已经存在许多世纪的斯
洛尼姆的历史教育代码。

节日过程

那一天到来了。斯洛尼姆市
民的期望得以实现：节日取
得了成功。它很壮观，庄
重。文字日的开幕式也很壮

节日参与者的戏剧游行

Sonnet书店开业

在节日中可以翻阅独特的书籍

Leo Sapege纪念碑点缀了斯洛尼姆

改造后的奥金斯基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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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仪式于12点开始。其名
字是“我的白俄罗斯土地”
。这是一个艺术和历史的行
动，完全建立在该地区历史
的光辉事件之上。带头的表
演者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
孩，他们是斯洛尼姆土地的
年轻居民化身，这一表演能
够让人们穿越时空。在最后
一幕中，展示了该地区今天
的创造潜力。节日的高潮是
国家文学奖的颁发。开幕式
以一首白俄罗斯文字日之歌
收尾。
在改造后城市的街道上，每
个人都为他们的城市感到骄
傲，共同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是多么美好。人们用音乐，
微笑和善意沟通，他们街道
上发生的事件发自内心地感
兴趣。早上已经有很多一年
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在一
起。今年9月1日恰逢周日，
一年级学生没有上学。市民
的兴奋和喜悦是普遍的。斯
洛尼姆非常漂亮，在Pervo
maiskaya街上的房屋外墙上有
带有历史象征的图形，道路
上的沥青是全新的，有很多
花......在城市的中心广场
上，举办了Lev Sapega雕塑
的盛大开幕式。尽管这座纪
念碑是在一周前建成的，但
它仍聚集了数百名市民。任
何不知道Sapega是谁的人在这
个节日之后无疑会对这个特
别的人感兴趣，当然也会对
这座城市的历史感兴趣。各
式各样的印刷产品，明信片
集，复古景观，斯洛尼姆作
家和的诗人的作品集，以及
其他专门介绍格罗德诺州历
史和旅游的出版物推动着这
一点。
根据历史资料，公元16世纪
Lev Sapega成为Shchar城市
的负责人，1532年他获得了
Magdebugsk权利。他为城市
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提升了其政治意义，在

斯洛尼姆建立了第一个编织
工作室。他的职业生涯开始
于奥尔沙市办事处的职员，
升至最高职位 - 立陶宛大
公国的总理和职员。在他的
时代，斯洛尼姆变成了一个
发达的工艺、贸易和政治生
活中心 - 有影响力的政府
人物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
这是历史的证据。有趣的
是，在斯洛尼姆当地作家和
历史学家谢尔盖·齐格里纳
（LiM，No32）的笔记中提
到了这一点。明斯克雕塑家
们 - 弗拉基米尔·皮平，
伊万·马斯科和谢尔盖·洛
文塑造了Lev Sapege的纪念
碑。在大臣的一个手中是一
个钉头锤，是权力的象征，
另一个手中是Gigimont国王
特权，它指示Sapege制定立陶
宛大公国的宪章，因为他在
国家事务中的能力是不可否
认的。宪章上的文字在雕塑
上是可见的。雄伟的身材和
基座的大小超过4米，重量约
一吨，它是用青铜铸造的。
正如雕塑家们所说，这是几
个世纪以来最高贵的材料之
一。为了塑造Sapega的形象，
他们咨询了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和国家图书馆。
白俄罗斯文字日的任务之一
是保护文化遗产。因此，斯
洛尼姆的许多崇拜对象也得
以恢复。比如斯洛尼姆戏剧
剧院，1990年1月1日建成。
它位于城市中心的Shchara上
方。附近是奥金斯基运河，
由米哈伊尔·卡齐米尔·奥
金斯基于18世纪建造。该
运河被称为位于Polesie大运
河的小兄弟。它的河岸得
到了加强，建造了两个观察
平台，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城
市，还有一座人行天桥和一
条自行车道。古代的剧院位
于歌剧街。它的建筑没有保
留，但有以这个名字命名的
街道。正如谢尔盖·齐格林

在国家文学奖颁发期间。在“Sacra Sacra”
一书的“最佳首演”提名中，Stanislav 

Umets获胜。

在Sonnet商店（从左到右）：信息部长
Alexander Karlyukevich，斯洛尼姆区执行
委员会主席Gennady Khomich，Belknigi主

任Alexander Vashkevich

在游行过程中，出现了写着城市名称的旗帜

和立陶宛大公国规章

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是过去的书籍印刷者

读书是最好的休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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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哪
个城市有这样的名字。古代
的小运河具有文化意义。一
个漂浮的剧院在水面摇摆，
波兰立陶宛联邦各地的人们
都知道。商船也沿着运河
走，岸边有卸货的地方。现
在位于运河上的是第2赛艇体
育学校。斯洛尼姆的酒店也
得以恢复，在节日前夕为客
人开放，其房间符合最新标
准。
斯洛尼姆铁路现在看起来特
别美丽！无论谁乘火车去斯
洛尼姆，都确信这一点。火
车站大楼的外观已更新。在
它内部和大厅的墙壁上都有
浮雕画。他们向游客介绍
了这个城市的景点，画布上
有鹳巢的图片，是繁荣的象
征。在候车室布置了新的软
椅。残疾人的条件也得到
了改善：在客运大楼的入口
处安装了坡道，在前院上
施加了道路标记，为这类公
民分配了专门座位，沿着停

机坪和大楼的出口铺设了触
觉瓷砖。还有一些展台，里
面有关于斯洛尼姆主要景点
的信息，以及前往这些景点
的方向，前院还有一个有相
同信息的路边石。可以乘坐
第627/628号明斯克 - 格
罗德诺 - 明斯克火车，第
631/632号戈梅利 - 格罗德
诺 - 戈梅利，以及在巴拉诺
维奇 - 格罗德诺 - 巴拉诺
维奇区域间经济舱火车到达
这里，参观在斯洛尼姆举办
的文字日。
现在，众所周知的趋势是用
大型娃娃作为各种节日活动
的吉祥物。在斯洛尼姆也不
能没有它。为了该节日缝制
了三个大型幼狮娃娃。它有
一个美丽的白俄罗斯名字 -  
Lyavon。Lyavon邀请客人到他
们的庭院，可以与它一起拍
照，就像在欧洲运动会期间
与Lesik一样。此外，节日吉
祥物形象以及白俄罗斯文字
日标志被用于促销产品。那

里有出售带有Lyavon形象的
纪念品。它的形象也提醒了
这座城市的历史。带有箭的
狮子盾（Sapega家族“狐狸”
徽章的一部分）徽章于1591
年获得批准。它表示这座城
市属于Lev Sapega。
这个建议是斯洛尼姆市第14
号托儿所集体提出的。
在春季，该市宣布了节日吉
祥物和标语比赛，个人作者
和团队参加了该比赛。已收
到许多有趣的提议。结果很
多口号都以“我们真正的斯
洛尼姆”为基础，比如“我
们真正的节日”，“我们真
正的语言”等等。这个基于
该口号的语句在各种平台上
播出。口号的作者是斯洛尼
姆区执行委员会意识形态部
和青年事务主任Natalya Gon
charuk。
斯洛尼姆文字日的主要活动
是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为
国家文学奖获奖者的颁奖。
为期两天的节日充满了各种

在斯洛尼姆的节日场地，有一些东西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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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会议。国家年轻读
者“生活经典”竞赛最后阶
段的书籍和新闻节已经结束
了。白俄罗斯和外国作家在
圆桌会议上讨论了现代图书
出版的热门话题。节日活动
立即在城市的16个场馆展开 
- 文学，戏剧，青年娱乐区，
工艺品，民族美食庭院等。
是的，你可以无休止地谈论
斯洛尼姆的节日。来到那里
的人都能够理解。节日不久
前，格罗德诺真理报写了一
些关于斯洛尼姆独家报道。
怎么可能不想起“格罗德诺
地区邀请”旅游平台呢，这
是一个联合不同国家的平
台，题为“文学对话 - 文化
对话”。
一切都在旅游平台严肃地准
备：大型展台中谈论了格罗
德诺州有趣的地方和文化，
经验丰富的导游回答了很多
问题。此外，从那里可以进
行各种短途旅行。为度假的
客人准备了步行，骑自行
车和巴士路线。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方向。例如，创意
之旅“斯洛尼姆”讲述了
城市的建立和街道名称的历
史。它还代表了其他三个领
域：“斯洛尼姆文化”，“
斯洛尼姆建筑”和“斯洛尼
姆周边”。顺便说一句，自
行车路线是免费的，所以任
何人都可以去，比如前往Pus
lovsky的“阿尔伯丁”庄园。
 有趣的事情：国家主要剧院
之一 - 斯洛尼姆文化休闲中
心的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
剧院展示了阿列克谢·杜达
列夫的戏剧《晚会》。“这
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库帕洛
夫斯基剧院抵达区域中心”
，信息部部长Alexander Kar
lyukevich说。据他说，这应
该成为白俄罗斯其他地区节
日计划中的一个固定现象。
此外，还有其他有趣歌舞表
演。

但是，整个节日的主要词
汇不仅仅是白俄罗斯语词
汇。在“文学对话 - 文化
对话”网站上，展示了世界
11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人们
可以阅读阿塞拜疆语，亚美
尼亚语，乌克兰语，俄语，
波兰语，格鲁吉亚语，意大
利语，韩语，摩尔多瓦语，
甚至塔特拉巴什基尔语，楚
瓦什语和伊朗语的书籍。此
外，不仅有古典作品，而且
还有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现代
作家的作品。而且继续用民
间歌曲，舞蹈，仪式和诗歌
进行文化对话，其中有些在
舞台上阅读。
 白俄罗斯国家青年联盟志
愿者们第一次参加了白俄罗
斯文字日。共40名志愿者参
与其中，包括来自斯洛尼姆
国立医学院的30名学生和来
自Zhirovichi国家农业技术学
院的10名学生。事实上，志
愿者们在节日中担任导游。
毕竟他们对这座城市了如指
掌，并且精通交互式网站的
工作。其中一些志愿者帮助
了残疾人。在路上很容易认
出志愿者：所有人都穿着一
件特殊的制服：沙色的T恤和
БРСМ字样的文字。文字
日的其中一个平台是给年轻
人的，它从早到晚开放。特
别是致力于白俄罗斯从纳粹
入侵者手中解放75周年主题
的青年平台。期间还举办了
图像、诗歌和知识讲习班、
艺术研讨会。在白俄罗斯文
字日前夕，在格罗德诺州青
年平台举办了国家家庭农业
项目“村庄之王”。
顺便说一句，节日活动不仅
在斯洛尼姆，而且在Zhirovi
chi举行。要知道2020年是
Zhirovichi上帝之母图像的550
年纪念。Zhirovichi修道院庆
祝了500周年纪念日。

米哈莉娜·切尔卡什娜
伊万·伊万诺夫

在其中一个场地，准备了根据经典食谱准备
的菜肴，包括石南花，饺子，鹅肝馅饼，甚

至“高贵的鲤鱼”

斯洛尼姆地区的一年级学生收到了总统的礼
物 – 一本书《May Radzima - 白俄罗斯》

节日参与者的戏剧游行

在城市的街道上，历史与现代相得益彰

Belynichy区执行委员会主席Vasily 

Zakharenko（右）接到了文字日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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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8月31日，在我国（白俄罗
斯）斯洛尼姆重要节日的前夕，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靠近斯洛尼
姆的古老村庄Zhirovichi，来自
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
亚，意大利，印度，哈萨克斯

坦，立陶宛，摩尔多瓦，波兰，俄罗斯，塞尔
维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的
文学家来到这里。 
白俄罗斯作家联盟第一副主席、散文作家、政论
家埃琳娜·斯特尔马赫在会上向与会者发表了欢
迎辞。她特别注意到创意组织与其他国家作家国
家联盟的高度关系。俄罗斯诗人、散文作家、政
论家、外国期刊文学评论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图
书出版商的许多出版物都证明了这一点。 
Polymya杂志副主编尼古拉·特鲁斯提出了良好
的对话开始，而有时甚至会出现争执。研究人
员以白俄罗斯 — 斯洛伐克文学关系为例，见证
了白俄罗斯文学国际关系的深度。他指出，先
前的做法在成员形成、相互渗透和文学翻译组
织的新愿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白俄罗斯国
家诗人扬卡·库帕拉作为苏维埃作家联盟代表
团成员于1935年访问斯洛伐克。最近一次从白
俄罗斯人沿着扬卡·库帕拉的行程进行了斯洛
伐克探险。继尼古拉·特鲁斯之后，圆桌会议
参与者的其他发言中也提到了与白俄罗斯文学
关系的话题。来自第比利斯的诗人兼翻译亚历
山大·埃勒达什维利谈到将白俄罗斯诗歌翻译
成格鲁吉亚语。与此同时，他谈到了过去的历
史时代。亚历山大先生还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独
特建议，其实施将有助于更广泛地了解格鲁吉
亚读者与白俄罗斯文学界的关系。目前第比利

斯正在准备
出版一本关于
世界女性诗歌的
选集，邀请了白俄
罗斯诗人。顺便说一
句，亚历山大·埃勒达什
维利本人也参与了将白俄罗斯
诗歌翻译为格鲁吉亚语的工作。扬
卡·库帕拉用世界各国语言收集的“十四行
诗”看到了光明。格鲁吉亚语翻译属于埃勒达
什维利。在这本书中，不朽的词语Kupalov在白
俄罗斯语和另外16种（！）语言中发出声音。 

友好会谈
自2007年以来，举办国际圆桌会议成为
了白俄罗斯文字日的传统，圆桌会议的
共同看法是：“文学作品作为彼此接近
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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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主题、白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的呈现成
为新西伯利亚诗人弗拉基米尔·布里亚泽夫
的表现基础，他长期担任文学和艺术杂志“

西伯利亚之光”的主编。正是这一出版
物在后苏联时代向读者介绍了

白俄罗斯当代许多诗人和
散文作家的作品：Ales 

Pashkevich，Valery 
Kazakov， Elena 

B r a v o， A l e s 
Badak …..顺

便提一下，
关于白俄罗斯

与俄罗斯的文学
关系，这方面有足

够的基础。首先，近年
来在白俄罗斯出版了很多书

籍，真实地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语介绍了的数十位俄罗斯作家。不仅是那

些在俄罗斯文学中工作的人，还有俄罗斯联邦
的民族文学：巴什基尔，楚瓦什，巴尔干，车
臣，卡尔梅克，乌德穆尔特，鞑靼，马里…..

在明斯克，鞑靼斯坦诗人雷纳特、人民诗人
Chuvashia Valerie Turgai，作家Udmurtia Vy
acheslav Ar-Serga、车臣诗人Adam Akhmatu
kaev、卡尔梅克诗人Erdni Eldyshev、莫斯科作
家 Lyubov Turbina、Ales Kozhedub、Alexander 
Chernyak、Evge的诗集，以及由Valentin Raspu
tin撰写的故事集等已经出版或正准备出版。同
时出版了两本鞑靼斯坦民族诗人罗伯特·米努
林的书籍《Syabryna：Paezіya Narodov Rasіi》系
列中的诗集和一本给年轻读者的诗集。翻译成
白俄罗斯语的译员为尼古拉·梅特利茨基和亚
娜·亚维奇。 
翻译是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基础。所有与会
者在讨论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翻译项目的组
织始终是双向的。在白俄罗斯，国家在这个
问题上提供了大量支持。这也适用于出版文
学和艺术杂志“Polymya”，“Maladosts”
和“Nyaman”，报纸“Literature and mas
tastva”。还有支持出版文学书籍，包括翻译
书籍。近年来，在国家重要的物质支持下，两
部中国诗歌选集已经出版 — 尼古拉·梅特利
茨基的译本《龙之翼》和《花瓣》。这些广袤
的诗集，每个都包含100位中国诗人，已成为
白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件大事。他们发表了演
讲，评论出现在印刷品中。白俄罗斯共和国国
家奖获得者尼古拉·梅特利茨基继续翻译中国
诗歌。顺便说一下，中国诗歌刘禹锡经典诗集
秋风系列中的光明象征：中国诗人看到了光明
的一天。译者 — Naum Halperovich，Victor 
Shnip，Tatyana Sivets，Julia Aleichenko。顺便说
一下，在2014年开始的这个系列中，发行了14
本诗集，其中包括王维、李白、杜甫、艾青、
孟浩然、李清照、汪国真、徐志摩、闻一多等
古代与当代诗人。 
第二部分或“高速公路”是一个创造性的，作
家的倡议。在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基础上，已
经成立了永久的白俄罗斯翻译团队。他们的名
字为读者所熟知：Julia Aleichenko，Tatyana Si
vets，Naum Halperovich，Maria Kobets，Mikhail 
Pozdnyakov，Victor Shnip，Inna Frolova，Svetlana 
Bykova……
“白俄罗斯语译者学习世界艺术经验的系统
性令人惊讶”，文化科学候选人，哈萨克斯坦
A. Auezov文学艺术研究所国际关系系主任Svet
lana Ananyeva说：“白俄罗斯作家并不害怕尝
试新鲜事物。”从他们对哈萨克文学的关注中
可以看出，传说中的Abay Nikolai Metlitsky的书
被译为他们的母语。Nemat Kelimbetov的三本
书（我不想失去希望，嫉妒，给儿子的信）的
译者 — Ales Badak，Gennady Avlasenko，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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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yukevich。在儿童杂志“Domik”中，哈萨
克族散文作家Nurdaulet Akysh的发表了通话故
事……Svetlana Ananyeva强调，哈萨克文学家与
Neman杂志有着良好的关系。该期刊的第三期
已经准备好，代表了哈萨克文学批评和哈萨克
文学批评的成就。这种做法非常有趣。“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文学
比较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关系基础”，Svetlana 
Ananyeva说：“我的意思是什么？例如，为什么
哈萨克斯坦作者没有回顾白俄罗斯散文最杰出
的作品？”我毫不怀疑，我的同事们不仅对诺
贝尔奖获得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
纪录片故事感兴趣，而且还对安德烈·费多连
科，埃琳娜·布拉沃的散文，奥莱斯·巴达克
的故事，瓦列里·盖普的小说感兴趣。我很确
定。其他哈萨克斯坦客人也与Svetlana Ananyeva
一起参加了讨论：包括M. Auezov文学艺术学院
副主、音乐学博士Almira Kalieva、欧亚大学教
授L. N. Gumilyova、语言学博士Serik Tahan。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文学
关系和文学翻译部的一名散文作家、翻译、
首席专家Risolat Khaidarova和乌兹别克斯坦作
家联盟第一副主席Minkhodiddin Khozhimatov
参加了圆桌会议。他们带着好的礼物来到在
斯洛尼姆举办的白俄罗斯文字日 — 一本用
现代白俄罗斯诗人用乌兹别克语写成的诗集。
其中一个封面下是Naum Halperovich，Nikolai 
Metlitsky，Victor Shnip，Leonid Dranko-
Maysyuk，Tatyana Belous，Yulia Aleichenko的作
品。的确，这本书开启了两首白俄罗斯民族诗
人雅库布·科拉斯经典诗歌的翻译。这本出版
物也旨在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塔什干生活
和工作的科拉斯尊重、致敬。目前，乌兹别克
斯坦首都有这位白俄罗斯经典人物的纪念碑，
其中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们已经与白俄罗斯作家设计了新的创作关
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Risolat Khaidarova在圆
桌会议上说道。“权威期刊”世界文学在塔什
干发行。我们曾经在其页面上发过白俄罗斯出
版物的问题。现在，我从白俄罗斯带来新的文
本，新的线性翻译。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批优秀的翻译团队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展。 
圆桌会议的主持人Alexander Karlyukevich
说，Erkin Vakhidov的诗作《神仙的崛起》的翻
译正准备在Mastatskiy Literatury出版，这是白俄
罗斯诗人Naum Halperovich完成的作品。乌兹别
克斯坦民族诗人、乌兹别克斯坦英雄埃尔金·
瓦希多夫的作品已经印刷并先前翻译成白俄罗
斯语 — 在“兄弟联盟”，“Dalyaglyady”的
选集中。将乌兹别克艺术家的诗歌翻译成白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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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语的这本书献给长期遭受苦难的孟加拉国
孟加拉诗人Kazi Nazrulo Islam，该书将于2020
年初在传统的国际书展前夕发行。顺便说一
句，乌兹别克人和Ales Karlyukevich在谈到白俄
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关系的基础时，提到
了雅库布·科拉斯，Stepan Likhodievsky，Edi 
Ognetsvet，Arkady Mardvilki，Grigory Bo ro du
lin，Zulfiya，Khamid Alimjan和其他乌兹别克
斯坦作家的名字。 
应该根据已经完成的工作，建立新的联系。以
前的例子，文学的对接应该被研究，被视为来
源，作为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圆桌会议的其他与会者中，人们不禁回想起
印度驻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作家
桑吉塔·巴哈杜尔。她选择了以下主题作为她
演讲的主题 — “幻想小说：一种团结世界文
学的流派”。作为散文作家，桑吉塔·巴哈杜
尔也写幻想小说。印度作家非常愿意将她的作
品翻译成白俄罗斯语。来自德里的大使的讲话
概述了这种情况。来到白俄罗斯的其他国家的
外交官中，有足够的创造性人才。你不能忽视
这一点。认识他们将有可能更彻底地建立文学
关系的桥梁，并进行广泛的文学对话。 
在演讲中，一位来自波兰的客人、作家兼旅行
家Jacek Palkiewicz概述了许多有趣的想法。他
是讲述关于世界各个角落书籍的作者。Jacek 
Palkevich刚刚发现白俄罗斯。他谈到了这样一
个事实，即与白俄罗斯及其人民的第一次会面
已经使他相信我国旅游的潜力，这应该在文学
和新闻界中得到广泛的描述。 
立陶宛在Zhirovichi的圆桌会议上以儿童作家
Jaronimas Laucius、国际作家协会副主席和评论
家Lev Mesengiser为代表。摩尔多瓦 — 散文作
家、剧作家尼古拉·鲁苏。塞尔维亚 — 作家
弗拉基米尔·Ketsmanovich。乌克兰 — 文学
家、翻译Gleb Kudryashov。塔吉克斯坦 — 散
文作家Khatloni Sally。阿塞拜疆- 评论家、历史
学家Baldadash Ganbarov。意大利 — 罗马大学
La Sapienza历史学教授。俄罗斯 — 作家、档案
保管员亚历山大·卡尔斯基和Uzdeni达吉斯坦
公共组织董事会主席，白俄罗斯 — 达吉斯坦
公共组织Kerimkhan Umakhanov的负责人。每
个人都有话要告诉他们的同事。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带着相当具体的举措来到白俄罗斯。
这正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某些问题的实施有
助于推广各个国家的知识，以及白俄罗斯文学
的扩展。而白俄罗斯本身也是多民族国家。 

尼古拉·拉夫诺波尔斯基

◄ 在古代Zhirovichi，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的谈话是开放，真诚，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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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115000名一年级学生第一次坐在了学校的课桌旁。8所学校为这些学生们敞
开了大门，这些学校分别坐落在：明斯克，不列斯特，鲍里索夫，奥斯特罗韦茨，莫吉
廖夫。新学年，白俄罗斯学校共招收了130，000名学生。如何组织大量儿童流动，不
仅要教他们读写，而且要教他们重要的家庭价值观，发掘才能，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
路？明斯克第191中学校长尤利亚·伊利尼娜·平楚克分享了他多年的经验。

开学啦！

明斯克№191中学的第一个钟声邀请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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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今年的知识日是星期天。也就
是说，学生的暑假稍长一点。
当孩子们在街上吵闹的时候 (
天空作美)，学校的工作已经
开始了:张贴了许多一年级学
生的名单，在课程表上增加了
最新的条目…
开学日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今
天是明斯克第二中学和第九十
三中学的开学典礼上，总统首
次应邀参加了学校的开学典
礼。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典
礼上说道：“新学年伊始，
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你们人
生中的很多第一次经历都将在
这里发生：第一次上课铃声，
第一次和老师见面等等。新学
校建在一片大森林边上。在这
个区居住着很多军人。因此总
统说道：“同学们，你们当中
很多人的父母宣誓效忠祖国，
在和平的年代继续发扬英雄的
光荣传统。”他鼓励同学们努
力完成学业，学习更多知识。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只有你们
变得强大，我们祖国才有光明
的未来。总统还说道：“现如
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要想
在这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生存下
去，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学
习各种技能。以前科技还不是
很发达的时候，人们可以很轻
易地在农场做一些除草挖土的
工作，但今天，随着技术的发
展，现在的农场已经不再需要
聘请这样的员工了。所以我给
你们的建议是，在学校里要尽
自己所能学习充实自己。除了
在学校，业余时间也要抓紧时
间努力学习，针对自己的兴趣
和特长，规划好自己的未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白俄
罗斯大概有三千所学校。大众
对于这些学校的具体情况并没
有特别关心。所以，今天我打
算去离我家最近的第191中学
看看，向该校的校长咨询一下
学校的基本情况。 
我刚刚到学校门口，就看见警
卫朝我走来并问道:“请问你

找谁?请先登记一下。”登记
过后，我进入学校主楼，主楼
里的墙壁和更衣室门都涂上了
明亮的颜色，室内还有一些可
爱的装饰品！在走廊尽头就是
餐厅了，餐厅门口的走手边有
洗手池，餐厅对面是储物柜，
学生们可以把书包等个人物品
存放在这里，存好个人物品后
就可以轻松地进到餐厅就餐
了。在我参观的过程中，看到
很多学生在走廊里来来往往，
十分活跃。最后，我从餐厅来
到了校长办公室。 
记者：“尊敬的朱莉娅•伊里
尼奇娜，你们学校共有多少名
学生?每个年级大概有多少名
学生?” 
朱莉娅•伊里尼奇娜校长回答
道：“我们一个年级有五个
班，每个班大概30名学生，
今年学校的学生总数是1250
个。” 
记者：“这么多学生，如果您
在街上碰到自己学校的学生，
您会认得出他们吗?” 
校长说：“大多数孩子我都能
认出来。我在五年级教艺术，
六年级没有我的课。但所有五
年级的学生我都教过他们，我
和他们相处了一年，所以每个
学生我都认得。事实上，我
对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比较熟
悉。” 
记者：“请问您是毕业于师范
类院校吗?” 
—是的，我曾就读于巴拉诺维
奇州立师范学院，布雷斯特州
立普希金大学，之后在白俄罗
斯国立师范大学马克西姆学院
学习，并获得了教育管理学学
位。我所学的这些专业对我现
在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匹配度
相当高。我可以教数学，也可
以教文学和写作。我还可以教
体育。我知道如何组织一门课
程，怎么调整课程进度。在我
看来，小学教师几乎就是要无
所不能，我们还可以教艺术和
劳动等课程。 

“你一直在教育领域工作吗，
你对未来有没有其他计划?” 
“当我18岁从师范学校毕业
时，我就清楚地明白自己以后
要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了。我
的丈夫是一名军人，2005年，
当我们从巴拉诺维奇搬到明斯
克时，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
就在那时，我开始想也许我应
该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因为当
时我有教师资格证，所以我就
去一些教育机构寻找工作，我
记得有一次去一所学校应聘，
当我走进那所学校时，我闻到
新粉刷的油漆的味道，这是学
校在夏天翻新时刷的，这味道
太让我怀念了!在应聘过程中
我有点担心会被淘汰掉，但幸
运的是这所学校录用了我。我
在那里做了两年的课外辅导老
师，紧接着是小学老师，然后
当上了副校长。” 

校长在学年开始时致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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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校长，能告诉我第
191中学和其他学校的不同之
处吗?” 
“当然，在我看来，学校和人
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特长，因此每个学校都有自己
的特色。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
物理和数学学科教学特点突
出，很快还会增加计算机科
学。根据去年国家教育统计结
果，我们学校在明斯克第一区
排名第五。我们与白俄罗斯国
立信息大学和无线电电子大学
都有合作：我们在学校建立了
机器人和信息技术训练营。此
外，还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力
学与数学系建立了合作，我校
的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就可以在
那里学习听课，和这些大学的
合作，可以让我们一起携手培
训未来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
计算机学家。当然，最重要的
是我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
例如，计算机课教师埃琳娜•
阿诺德•列别茨基，她培养了
多名总统特别基金的获奖者。
英语教师埃里克耶维奇•阿丽
莎•阿纳托利耶夫娜。俄语教
师莫尼奇•伊琳娜•维克托列
夫娜，她有自己的培训班，甚
至有其他地区的孩子来她的培
训班上课，她经常参加国际会
议，还在圣彼得堡研究生教育
学院举办过讲座。她的课十分
有趣!一个人是否热爱自己的
工作，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地
能够感受到。我很热爱自己所
从事的这份工作。为此我女儿
经常对我说:“妈妈，除了有
关第191中学的话题，我们还
能聊点别的吗?。” 
“你在工作中遇到最多的问题
是什么?” 
“在工作中，我会遇到很多问
题，这是这份工作的特点。例
如，我经常需要兼顾很多东西。
一方面，我必须要了解教学内
容，参加教师的课程，提供建
议并帮助他们准备竞赛。另一
方面，我还要负责学校管理和

财政。比如，有时候要设计毕业
舞会场景，同时又要了解学校采
购情况。又比如，还要与各种人
谈合作的问题。就像现在，我和
你正在谈话，客厅里已经有人在
等着和我商谈学生营养方面的问
题。这是我今天的接待时间是半
小时后开始的。但我明白，如果
父母通过了与老师、其他父母、
副经理和我的交流阶段，那么他
可能已经濒临边缘了。在这里，
我有时不仅要解决他的问题，而
且要耐心地听他的心理医生的
话，等他把我的灵魂隔开，列出
他的所有问题。妇女团体是另一

个话题。这是一个特殊的种姓，
在那里会发生一切。我希望你理
解我。” 
“你认为你们学校缺少男教师
吗？” 
“这个情况很复杂。一方面，
我知道孩子们需要男教师的教
育，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女
教师工作得很出色!相比男教
师，女教师更细心、负责，而
且愿意加班。而男教师就不太
一样了，他们更希望能都有点
自己的时间。” 
“你和成年人谈过“心理治
疗”。你有没有和一个十几岁
的孩子说过心里话呢?” 
“是的，在我工作的第一年，
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我记得

有个女孩拒绝参加舞会，她的
父母和老师都无法说服她，也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
和她细致聊过后才知道原来她
是觉得自己太胖了，没有她能
穿的晚礼服，所以才不想参加
舞会。最后，我们一起在网上
找到了她能穿的晚礼服。” 
“你如何处理年轻人的坏毛
病？” 
“当然，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健康生活，至少在学校里应该
这样。例如不能欺负別人，禁
止吸烟等等。 我们学校有摄
像头，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们

几乎都可以看到，要想找出做
坏事的学生很容易。学校在上
课时是关闭的，孩子们不能中
途外出。” 
“如果学生把书忘在家里了怎
么办?” 
“现在课本都有电子版了，要
么再打印一份，要么找别人
借，这都不是问题。” 
“说到一些学校辅助工具，很
多人都谈到了有关这些辅助工
具的缺点。你是怎么看待这个
的?” 
“在一开始做校长时，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本地网
络。在这个校内网上有电子日
记，每个家长可以随时远程查
看，确定自己孩子现阶段的学

一年级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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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情况。据我所知，其他也采
用电子日记的学校为了每天更
新日记内容，教师必须去图书
馆或其他有网有电脑的地方才
可以，因此我们为每个老师都
配了一台电脑，并且学校的网
络是全覆盖的。去年在对父母
调查的结果反馈中，我发现有
很多家长反对这种创新，我感
到很惊讶。现如今已经是21世
纪了，借助先进的技术我们可
以随时观看孩子在学校的表
现，这本事一件好事！但是不
幸的是，一些人好像对此不太
适应。” 

“请问您会做一个学生通勤系
统吗?” 
“这是个好主意，每天我们
学校门口有1250名学生进出学
校!这个系统很好，我觉得可
以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在莫
斯科的学校就有这样的系统已
经在运行了，比如，早上8点
开始上课，8点15分该系统就
会知道哪些孩子没有来上课。
这大大简化了学生就餐的统计
工作”。 
“前几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一篇
关于你们学校的报道，它讲的
是有关学生营养餐的试验。由
于这件事您能详细讲讲吗？” 
“现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报道中
所写的那样。每个地区的学校

食品处都会与卫生中心一起合
作定期开发一些新菜肴。起初
他们会找一些学校对新菜肴进
行试点实验。我们学校是验学
校之一。所以我们偶尔会从“
阳光”公司那得到一些玉米
粥，烤肉等食品。我们的初衷
是为了让学生们吃的更好更有
营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
困难。因为，有些学生根本不
吃肉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在家从不吃这个。” 
“那他们吃什么?” 
“吃快餐、披萨、香肠等食
品。很多时候，父母会写信给

我们学校说为了省钱，不想让
孩子在学校吃营养餐。而这些
孩子就会去最近的商店买薯片
吃。为此，我们的餐饮主管娜
塔莉亚•费奥多罗夫纳会邀请
学生的父母来学校参观，告
诉他们这些营养餐是由什么制
成的，让他们尝尝……品尝之
后，通常情况会有所好转。 
“您认为学校应该花多少时间
照顾孩子的生活？” 
“我经常出差，去见某些城市
或组织的领导人。我们都在讨
论这个问题。例如，在俄罗
斯，全日制学校正在积极推
广，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找到
一整天可以做的事，他们感到
很自豪。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

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朝
这个方向在改进了。我们有大
量的兴趣小组，比如体育、戏
剧、舞蹈、声乐小组。孩子们
总是有事情可做。这对他们也
有好处，不和陌生人在院子里
闲逛，也可以让老师得到片刻
的休息。我们可以观察到到学
生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在课堂
上，我们知道该如何与学生交
流。这对父母也有好处，因为
孩子全天都有人照顾。” 
“你们还有一个东正教团体，
是吗？” 
“是的，这个团体的出现是这
样的，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
为的是了解我们的学生有什么
样的宗教信仰，家庭中遵循什
么样的传统，过什么样的节
日。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
学生都是东正教徒。他们庆祝
圣诞节、复活节、进行洗礼。
然后我、教育副主任和教育心
理学家在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
申请了名为《实施东正教传统
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互动》的项
目，并在2015年该项目获得了
大奖。之后我们在学校建立了
一个团体，并邀请了圣西里尔
和迪乌斯神学院的老师来我们
学校团体进行讲课。这个团体
还上过伊丽莎白•利派主持的
电视节目。后来我们还将国
际家庭节日也作为团体活动的
一部分。该活动已经举办了两
次，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俄罗斯，中国，乌兹别克斯
坦和哈萨克斯坦。他们在活动
上展示了他们的文化和民族传
统。有一个来自法尼波尔的家
庭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因
为孩子的生日和国际家庭节日
是同一天。” 
“去年，学校开设了汉语义务
教育课程。孩子们的父母是如
何看待这个的？现在中文是选
修还是必修课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志愿者老
师，他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语言系，住在白俄罗斯，他

传统时装秀与第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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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想教书，但是我们学校的
俄语老师已经很多了，因此，
我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让他教
孩子们汉语，我们的老师也上
过他的课。今年，他还继续教
汉语。但是，用中文取代英语
的想法还未得到父母的支持。
你懂得，家长们还是有点不适
应。”
“如今，孩子全面发展变成了
一种时尚:表演，陶瓷，剪纸，
武术，舞蹈，游泳。你对孩子
的超负荷业余爱好培养问题有
什么看法。” 
“如果让孩子上兴趣班是为了
消除孩子们脑中的坏想法，那
这必然是不奏效的。因为孩子
们总是会绞尽脑汁去做他们想
做的事。因此，课后兴趣班并
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
你还是得让孩子们忙起来。我
认为在这个年龄，他们应该尝
试一切，了解有趣的东西。当
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也带
她到处去看看。不是为了让她
有事可做，而是想知道她对什
么感兴趣。我不喜欢命令她做
一些事情。我要向她解释或是
说服她，而不是命令她。” 
“从一年级就开始侧重学习物
理和数学是不是有点早?” 
“就像我说的，我们的学校和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学习数
学、物理、计算机科学上有合

作。你必须承认，理论科学是
复杂的。我们想了很久该如何
开展数学物理教学。从五年级
开始，在学校课程内让孩子深
入了解数学物理，这对孩子来
说很难。他们的大脑必须提前
做好准备，必须培养这种思
维，用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方
式来看待这些科学问题。孩
子们的思维最为敏感的时期是
小学，所以你必须调整他们思
维模式。通过游戏、练习、拼
图，来为逻辑思维的形成奠定
基础。其他一些学校的数学和
物理课程中，很少有这些侧重
点的培训。” 
“学校应该教给学生最重要的
东西是什么?” 
“我认为，学生必须学会如
何在社会中生存，如何融入
社会。现在很流行一对一的辅
导，父母们从网上了解一些私
人辅导的信息，他们在论坛或
聊天室里，就有人来劝他们这
样做。但是你没有见过这些
人，你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这些
建议呢？如果把孩子们送到私
人教育辅导中心，之后他们要
怎么进入社会工作，怎么与不
同的人进行沟通呢？孩子们在
学校进行集体学习时，他们会
遇到很多情况，例如，班上某
人和你竞选同一个岗位，你可
能会竞选失败，还有你可能要

和你不太喜欢的人在一起合
作去完成某件事。这些都是孩
子们在学校要经历且成长的事
情。教师们公认最难教的年纪
是七、八年级。在这个年龄段
的学生在心理上很难建立信任
关系，他们很敏感，他们不喜
欢分享，他们喜欢建立自己的
小圈子。那么送到私人辅导中
心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吗？这
是父母的错觉，他们剥夺了孩
子们学习与不同人沟通协作的
机会，这样辅导培养出来的孩
子将来他们还会选择和他人一
起工作吗？” 
“学校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大影
响？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到底
哪个更重要呢？” 
“这里不能说哪个更重要，因
为学校和家庭在培养孩子这个
问题上担负的责任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
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家长
应该多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
动，这样就能与学校更好地配
合，从而为孩子的成长和进步
提供更多的机会。因此学校和
家庭教育都很重要，它们谁都
无法取代谁。” 
“我认识一些父母，他们对于
学校提倡的学校和家庭互动的
活动持负面态度。例如，他们
不喜欢老师去家访。” 
“如果老师不进行家访，那我
们怎么和家长增进彼此之间的
了解呢？ 与家长在学校交谈，
和去学生家里家访是完全不一
样的。我还记得第一次老师来
我们家家访，我们全家都很期
待她的到来！我想向她展示我
的房间，介绍我的家人。这种
感觉和在学校与老师交谈是完
全不一样的。” 
“现在大众关注的侧重点似乎
不太一样。他们眼里只看到了
各种事物的缺点，然后在网上
大肆宣扬并讨论。” 
“如果一个孩子处于社会危险之
中，比如他的父母酗酒或吸毒，
我们发现后可以及时干预并帮助

一年级学生收到了总统的礼物 - 一本书《May Radzima  -  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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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但一些孩子们成长过
程中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
呢？如果不去孩子家里家访，这
些问题我们很难发现并去解决。
其实，现在孩子面对问题的和以
前没什么不同。以前人们讨论一
些事情，最多跑到楼下邻居那里
说说。现在有了网络，他们可以
随意与不同的人对事情进行品头
论足。” 
“朱莉娅•伊利尼奇娜，你在教
育领域已经工作18年了，总的
来说，你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和
原来的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孩子仍然是孩子，他
们会犯错，觉得成年人不理解
他们。但当我1994年第一次站在
讲台上时，那年我18岁，那些
家伙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绝
对的权威。如果我指着白说是
黑，他们也会相信的。现在，
孩子们可以接触到很多信息，
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不怕
和老师讨论问题，孩子们会测
试老师的知识量。有一次我在
上艺术课，课上突然聊到了广
岛和长崎的核爆事件，我一边
在课上教一个学生做纸鹤，一
边说着这个问题，但是去年有
个男孩告诉我，他和爸爸已经
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他说当时
日本已经准备好签署停战协定

了，是美国放弃了签署停战协
议。老师给他们的信息对他们
来说已经不够了。孩子们有如
此多的机会去阅读、观看、讨
论各种问题。在学校，老师的
职责之一就是告诉他们如何筛
选信息，而不是教条地去接受
某些人可能错误的观点。” 
“对于你们学校的教育系统，
您有想过对它进行改变吗？” 
“我不是激进的改革者，我希望
学校的老师有工作热情，能够全
身心投入教学工作中去。在这方
面，我喜欢年轻的专业老师，他
们有想法、有激情。我很支持他
们的一些想法，哪怕他们因为年
轻没什么经验会犯一些错误，这
都没有什么，只有那些什么都不
做的人才不会犯错。我有时会听
到一些关于我们教育系统的批评
意见。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教育系
统完成了他的最基本职能，那就
是全民教育。我从没听说那个人
想要获得教育尔不得的。只要你
愿意，就可以考入大学，如果不
能被公费录取，那就选择自费。
如果不能被自费录取，那就选择
函授。或者得到一个教育学位后
接受二次教育。现在教育方面很
开放，如果谁说我们国家的教育
不好的人应该知道，我国的教育
是被国外认可的！我有很多朋友

被聘请到国外作专业教师。只要
你想，就可以实现自己。那些朋
友们可能会说我们的课程相对而
言不完美…..但是，老师的个性
同样非常重要。例如，我总是能
够在课堂上耐心讲解，我甚至不
需要将教案打开。还有人说我们
的教材不好，如果一个老师只能
将自己教授的科目掌握到基础教
材的水平，那我承认，教材的确
不够好。但事实上教材只是为了
引起学生对该科目感兴趣的一个
索引，哪怕学生开始对其中的几
个符号感兴趣，那么教材就赢完
成他的使命了，剩下的由老师来
完成。 
“老师不用教案就可以教授自
己的科目，这听起更像是乌托
邦…” 
“并不是这样，无论怎样还是
要付出努力。这就好比：给了
我我们一个温柔和善的老师，
他能以游戏的形式传达知识，
而不是死板的教学。这就好
像，你虽然没有坐在教室里学
习外语，但是如果每天听到这
些单词，你依然能记住他一
样。因此，我希望我的所有学
生，以及同事，老师，都可以
坚持不懈得辛勤工作，并对学
生有足够耐心！” 

阿丽莎•格里因里

进行了与知识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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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科.库巴拉纪
念碑由青铜制
成。在花岗岩
石碑上用白俄
语 和 汉 语 刻
着：“白俄罗

斯民族诗人——杨科.库巴

拉”，以及他的出生日期和
死亡日期。 明斯克雕塑家维
克多·科帕奇制作了这个半
身青铜雕塑。这位大师的作
品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在中国各省共计安装了这位
雕塑大师的10件雕塑作品，

其中包括安装在清华大学
中，命名为“平衡”的作品。
纪念碑开幕式于白俄罗斯特
命全权大使西里尔·鲁迪访
问大学期间举行。大使会见
了大学校长王军哲。 就关
于白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互
动问题和白俄罗斯教育年项
目的实施问题进行了讨论，
包括扩大专业教师之间的交
流，建立研究生合作办学。
在纪念碑开幕式上，大使西
里尔·鲁迪强调了杨科.库巴
拉在白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指出，
白俄罗斯语言专业的大学生
们准备了一个创意项目，在
那里可以阅读民族诗人的白
俄罗斯语和汉语作品。最
后，该活动的参与者们参观
了在杨科.库巴拉国家文学博
物馆协助下举办的杨科.库巴
拉展览。

维克多利亚·阿科拉

杨科·库巴拉纪念碑在
西安外国语大学落成

自2018年以来，学生们可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习白俄
罗斯语，白俄罗斯历史，传统和习俗。西安是中国重要的
教育中心。从大学数量来看，它位于北京和上海之后的第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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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村落的原型
是重庆市具
有白玉文化
的农村和四
川东部的特
色建筑。该

村庄将成为独一无二的交
流平台，将由中国投资者
建立。尚未选择施工地点。
现在，投资者可以在免费网
站上看到备选方案。正如明
斯克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尼
古拉·罗加舒克所指出的那
样，明斯克或斯莫勒维奇地
区约有一百公顷的空地可供
使用。地理条件要满足该村
落位于明斯克国家机场和巨
石工业园附近。 

同时，在重庆地区将建造
一个具有白俄罗斯风格的村
庄，也由中国投资者建造。
它将成为中国特殊的白俄罗
斯旅游综合体。 使用明斯
克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作为
建筑和景观模型。完工后，
旅游贸易和文化交流将在这
里举行。 
中方保证位于重庆的白俄罗
斯村庄将在一年半内完工，
并表示希望位于明斯克的中
国风村落也能按期完工。 
签订协议结束后，客人们参
观了巨石中白工业园，苏拉
公园互动历史博物馆和斯诺
夫农业综合体。 

塔吉亚娜·拉扎夫斯卡

将在明斯克地区建造具有
中国风的村庄	
中国重庆市渝北区代表团访问了明斯克地区。	
在明斯克州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	
该协议设想在白俄罗斯建造一	
个具有重庆风光的村庄。

具体行动路线图
白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与
中国伙伴建立联系

例如，最近白俄罗斯国家历史
博物馆与广东联盟签署了与独
联体国家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的
合作协议。该文件由博物馆馆
长Pavel Sapotko与广东国际科技
合作联盟经理陆伟（音译）签
署。“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正
在建立非常友好的友谊。我们
非常喜欢白俄罗斯的文化和历
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签署了
这样的合作协议。未来我们计
划实施联合项目”，陆伟说。
此外，还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举
办了中国传统黑砖茶展示。其
生产技术是中国的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目前，中方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框架内在世界各地组织了
许多活动，活动都与茶道仪式
和茶馆作为文化和公共外交工
具的介绍有关。在明斯克，国
家历史博物馆与燕通（音译）
贸易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我们可
以在这种文化和科学交流氛围
内工作”，Pavel Sapotko说：“
有一些有趣的想法。特别是关
于代表和推广我们的历史和文
化的问题。我们非常有兴趣研
究这些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遗产不仅得到了保护，而且
在国家记忆的背景下得到了普
及。今年是中华民国成立70周
年。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开展
许多项目。下个月，我们将与
沈阳金融博物馆和上海国际文
化关系协会合作开展项目。我
们现在正处于白俄罗斯与中国
文化间对话加深的状态。”
科学期刊的相互出版，包括白
俄罗斯和中国的非物质遗产专
著，被认为是可能的项目。“
我想充分利用燕通和广东联盟
的潜力和知识”。

亚历山大·皮梅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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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据白通社报道，文化部长尤
里•邦达在欢迎辞中指出：白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人文关
系正在蓬勃发展。这主要是
由于缺乏基本矛盾，国内外
政策原则的共性。“当然，
双边关系的有效发展得益于
我们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
保密联系” ，部长说。尤
里•邦达也回忆说：中国和白
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传统。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是州际关系的基础，人民友

谊的基础是精神上的亲密关
系。他相信，白俄罗斯的中
国文化时代将有助于加强两
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顺便说一下，白俄罗斯和中
国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协
议于1992年11月签署，而在
2014年9月签署关于在2015年
5月建立白俄罗斯、中国政府
间合作委员会 - 关于共同建
立文化中心的协议。2017年5
月，白俄罗斯文化部与中国
主要新闻媒体，广播电视，
电影和电视管理局签署了协
议。交流文化日是国际合作

从惊喜到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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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

白俄罗斯中国文化时代开幕式在歌剧芭蕾舞大剧院举行，人们期待着新的剧院季节的开
始。出席仪式的有白俄罗斯文化部长尤里·邦达，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其他贵宾。在官
方仪式后，在友好的气氛中，一场奇观开始了，大多数白俄罗斯观众都没有见过的戏剧
《杨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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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领域之一。在白俄罗
斯和中国，它们发生在2011
年，2012年，2015年，2017
年。
崔启明大使提请注意，两国
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正
变得更加活跃。“在中国成
立70周年前夕，以及传统的
中秋节之际，我很高兴再次
与白俄罗斯朋友见面，参加
中国文化日的开幕式，共同
欣赏著名的京剧经典杨家
将，中国国家戏剧院的艺术
家将向白俄罗斯观众展示他
们的技能。

明亮，壮观，有趣

根据大剧院的统计，共有
79位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艺
术家来到了明斯克，他们
的创始人是梅兰芳类型的
著名演员。众所周知，这
是最大的音乐公司之一。
事实上，整个剧院都在关注
这个事情，其中包括三个剧
团。一个在北京，另外两个
在世界各地巡演。一辆带有
服装，道具和技术设备的卡
车载着来到白俄罗斯的演员
们。顺便说一句，该剧组还
有一支固定的伴随表演的交
响乐队。
戏剧杨家将的情节将我们带
到了十二世纪的中国。当时
天波府喜气盈门，百岁老人
佘太君正在为镇守边关的孙
子杨宗保举办五十寿宴，从
边关回来的焦廷贵、孟怀
源带来了杨宗保阵亡的噩
耗，立时寿堂变灵堂，杨
门一时陷入悲痛之中，这
时，朝廷畏惧强敌，意欲
求和，佘太君力抑悲愤，
率领孀居的儿媳、孙媳和重
孙子杨文广等，驳斥了以王
辉为首的主和派的谬见，
在丞相寇准的支持下凛然
挂帅，全家出征。年轻的
杨文广也立请出征替父报

仇。经过艰难险阻，歼灭全
部来犯的西夏兵将。
我的同事和我在戏剧开始之
前了解杨家将的内容，研
究这个剧院的节目，试图记
住主要人物的名字。顺便

说一下，他们在演出前与一
位在北京不止一次听过它的
好朋友谈论了中国戏曲的特
点。他笑着说道：“稍后你
会发现这种特殊的艺术会很
有趣......”我们听说过这
个，然后决定，我们准备亲
眼看到一切。
我们听到并看到 - 这些话
还不足以表达我观看时的真
实情绪。我承认，起初我被
表演艺术家发出的语调震惊
了。穆桂英的声音第一个“
响起”，表演者是郭凡佳（
音译）。然后是其他人。这

令人感到惊喜！实际上，
我们的听觉不习惯这种
特殊的声音。京剧艺
术家演唱极高的语
调。但随着行动的
部署，对他们开始
上瘾。这样的歌
唱，民间音乐、
杂技、舞蹈、哑
剧，当然还有被
认为是艺术上不

可或缺的武术，无
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表演

非常壮观！我没有注意到对
表演者的人声和表演技巧的
钦佩是如何取代了惊喜和困
惑。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谈
到京剧时的想法，这对欧洲
听众来说并不是很熟悉。
事实证明，正如后来所知，
这些声音是中国语言的特
征。顺便说一下，表演者的
帽子重达10公斤。舞台化妆
甚至可以在礼堂的尽头看
到，艺术家大约需要三个小

时化妆。行动伴随着管弦乐
队，坐在舞台的一侧。乐团
的所有艺术家看起来都特别
美丽。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大剧院
舞台上两次上演杨家将戏剧
表演。

米哈莉娜·切尔卡什娜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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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凡佳（音译）饰演穆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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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0 0 1
年 以
来 ，
维 克
托 ·
扎 哈
罗 夫
是 我

国 第 一 位 残 疾 训 练 指 导
员。他在项目期间甚至从
鲍里索夫搬到丽达，与当
地居民一起上课。 10月，
他将前往明斯克，在首都
的熊猫健身俱乐部开始训
练。“如果我没有结婚，
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他
笑着说。混合健身是欧洲
最 新 的 时 尚 运 动 。 它 采
用循环训练的原则，包括
体操，有氧锻炼和举重。
这 里 的 健 身 与 普 通 健 身
不 同 。 没 有 瑜 伽 方 面 的
锻炼，而是像在日常生活
中一样。此外，不需要昂
贵的健身器材，只需要双
杠，单杠，杠铃和哑铃以
及一些简单的划船和滑雪
模拟器。 

健康领地
最近在丽达儿童青少年4号体育学校正式开设
了一间无障碍体育馆。

Alexander  Avde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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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健身，其中包括在最短
的时间内完成一组练习。它
起源于美国，并迅速获得全
球流行。一些人称之为“体
能训练”，类似于苏联的“
体能训练”。 
维克多·扎哈罗夫说，混合
健身是一项消耗巨大的运
动。为了达到效果，你所需
要做的就是每周练习几次，
每次40分钟。尽全力完成，
在40分钟的训练中几乎没有
休息。 
维 克 多 说 他 喜 欢 新 的 东
西。在此之前，他主要从
事极限运动，比如水上摩
托或单板滑雪。今年，他
去了挪威，在那里他学会
了 山 坡 滑 雪 。 “ 但 我 不
得不推迟这些课程一段时
间 ， 因 为 我 选 择 了 混 合
健身，它非常容易让人上
瘾！”维克多笑着说。 
这位混合健身教练非常了解
残疾人的特点，以及他们的
需求和愿望。这个独特的健
身项目允许人们根据自身特
点而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 

“包容性混合训练”的倡议
者是著名的公共活动家阿列
克得勒.阿夫杰维奇。 该倡
议是在欧洲联盟与白俄罗斯
卫生部合作的财政支持下实
施的。 它旨在促进健康的
生活方式，并在地方级地区
预防非传染性疾病。 这对
我们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特
别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死亡
人数中约有90％来自非传染
性疾病。 
由于在“混合型健身房”
中使用了特殊的模拟器和
设备，所以为受伤或患有

先天性残疾患者的康复创
造了条件，这些设施可以
弥补身体瘫痪部位的被动
性。改良过的训练设备专
门为各种受伤人员的循环
训练而设计，可制定个人
训练计划。 
目前超过200辆轮椅被安放
在丽达。到目前为止，大约
有20人参与了训练，其中包
括7名残疾人。 体育学校
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少年也来
了。 有些人只需要25公里
的路程就可以来训练！ 

斯维特兰纳·布斯卡 

混合健身是欧洲最 
新的时尚运动。 

它采用循环训练的原则，
包括体操， 

有氧锻炼和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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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很棒：温
暖且阳光充
足。乌兹别
克斯坦官方
代表团、明
斯克公众的
邀请代表约

300人，在假日场地附近的小
巷和绿地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
族歌曲由白俄罗斯国家学术荣
誉舞蹈团Khoroshki和乌兹别
克斯坦的独奏家们配合民间乐
器演奏。从Kirova街通往纪念
碑的小巷装饰着白俄罗斯和乌
兹别克斯坦国旗的旗帜。
在胡同的两边是身着白俄罗
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服装的女

孩 - 每边6人。在那些靠近纪
念碑的人手中捧着鲜花。
乌兹别克诗人Alisher Navoi的
半身像用白布覆盖。白俄罗
斯民族服装的四名年轻人站
在纪念碑旁边。我们后来发
现，这些是合唱团Khoroshki
的独奏家。在纪念碑的一侧
是身着白俄罗斯民族服装的

文化可以	
团结每个人

在明斯克举办的第一届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论坛期间，生活在15世纪的伟大诗人、政
治家和思想家Alisher Navoi半身像纪念碑在基洛夫和乌里扬诺夫斯卡街道边界的斯维尔德洛夫
街的公园中揭幕。出席仪式的有白俄罗斯国民议会副议长玛丽安娜·谢特金娜、乌兹别克斯坦
参议院第一副主席Sodik Safaev、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克烈帕克。

雅库布•科拉斯在塔什干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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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roshki合奏艺术家，另一
侧是身着乌兹别克服装的乌
兹别克艺术家。
尊贵的客人们抵达会场并参
加仪式。
最后，庄严的音乐响起
主持人Marina Gritsuk（
中央2套电视频道节目主持
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主持
人走到麦克风前。他阅读了
Alisher Navoi用乌兹别克语
写的一首诗的摘录。而Ma
rina Gritsuk将我们的注意力
集中在Alisher Navoi的诗歌
及其诗歌被翻译成世界上许
多语言的事实上，从诗人兼
翻译弗拉基米尔·杜博夫卡
翻译成白俄罗斯语的工作中
摘录：
（译文：
深不可测的辞海！
无人拥有
它无穷无尽。
甚至将我俘获，
理应跳水入海，
收集这样的宝贵的财富，
随着它荡漾在我的心房……）
主持人交替谈论着 Alisher 
Navoi是谁，以及为什么纪念
这位出色的乌兹别克斯坦诗
人、思想家、启蒙者、政治
家，他获得了世界认可，理
应为他修筑一座纪念碑。

我们将认识那些到场的人，
我们将为他们编号：在历史
上，Alisher Navoi留下了作为
诗人、思想家、明智和公平
的政治家标记，感谢赫拉特
古城成为一个繁荣的文化中
心。他是科学和艺术的赞助
人，也是帮助穷人和贫困者
的人。整个开明的世界都知
道并尊敬他，他是五首Hamsa
诗集的作者。
主持人还提醒我们，白俄罗
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关系是
虔诚，互相尊重的。为了纪
念2018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的白俄罗斯文化，
乌兹别克斯坦为雅库布·
科拉斯塑造了一个半身像，
雅库布的工作与乌兹别克斯
坦的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这里，乌兹别克语言
和文学创始人、东方杰出诗
人Alisher Navoi纪念碑、半身
像的开放日，作为白俄罗斯
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精神关
系和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明显
证明已经到来。
雅库布·科拉斯和 Alisher 
Navoi的诗歌作品是两位天才
象征性会面的标志。乐团组
合和Khoroshki合奏团的独奏
家演奏了作曲家Igor Luchen
ko以Yakub Kolas的诗歌“My 

Kut are Native”作为歌词的
歌曲。之后，Alisher Navoi的
一首音乐作品由来自乌兹别
克斯坦的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后，白俄罗斯和乌
兹别克斯坦的独奏者将继续
参与活动，直到仪式结束。
主持人感谢他们，并邀请白
俄罗斯共和国国民议会议会
副议长玛丽安娜·阿金丁诺
夫娜·谢特金娜和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议会参议院第一
副主席萨迪霍维奇·萨法耶
夫向仪式的与会者致意。
谢特金娜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时注意到，Navoi的作品在我
们的时代并没有失去意义：

Alisher Navoi在明斯克的纪念碑

在Alisher Navoi纪念碑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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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杰出的诗
人、思想家Alisher Navoi的纪
念碑开幕，是一个光明而庄
严的事件。他不仅是一位诗
人，也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
义者。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
世界上多种语言。他有着深
刻的哲学，今天他的作品吸
引许多人。”
此外，她强调：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人
类的遗产。Alisher Navoi的
明智之词是我们生活在现代
世界中的行动指南。文化团
结了每个人，它是世界的基
础，它没有边界。我们热爱
白俄罗斯的文化，尊重乌兹
别克斯坦的文化。我们确
信，精神基础和文化，无论
现在和将来都将团结所有
人。”
萨迪霍维奇·萨法耶夫说，
他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在兄弟
国家白俄罗斯首都举办的乌
兹别克人民的伟大名人的纪
念仪式。他代表乌兹别克斯
坦人民对白俄罗斯总统，市
政厅和明斯克公众表示诚挚
的谢意，感谢他们对伟大祖
先的敬意。

“Alisher Navoi在每个乌兹
别克斯坦的中心都有一个特
殊的情结。他的工作为我们
人民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凭借无与伦比的诗
意力，他创造出最佳的人文
品质，感受，对祖国、人民
和母语的爱。Alisher Navoi
是第一位发现乌兹别克语丰
富多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
的杰出诗人。但他也是一位
杰出的启蒙者，他是那个时
代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
思想家，艺术家，他自费建
造宏伟的建筑，同时建造了
380座公共建筑。他的遗产
有机地融入了世界文化。”
根据萨迪霍维奇·萨法耶夫
的说法，乌兹别克斯坦认为
白俄罗斯是可靠的伙伴，经
过时间考验，与之的关系是
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之
一，而Navoi纪念碑的开放证
明了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增进
的关系。
开放Alisher Navoi半身像纪念
碑的荣誉权授予玛丽安娜·
谢特金娜、萨迪霍维奇·萨
法耶夫、白俄罗斯和乌兹别
克斯坦文化部长Yuri Bondar

来自Alisher 
Navoi的格言

不认为友谊是神圣的
人，就像一颗空的珍
珠。

言语可以预防死亡；言
语可以复活死者。

一个人可以犯错误，它
可以使他变得高贵。如
果一个人纠正了错误，
那么他是双重高贵的。

言语的真实性是美好
的，真实简洁的话语是
多么美妙。

你无法用一只手拍打同
一只手。

当利益发出声音时，不
要相信女人的奉承或男
人的阴谋。

搞科研的人没有将它们
应用到实践中，就好像
农民有地，但没有播种
一样。

有耐心的人可以用玫瑰
花瓣上的叶子和蜂蜜制
作丝绸。

最好的人是给人们带来
更多益处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人，那就
不要把不关心人民命运
的人叫做人。

招摇的语言能够引起数
百次麻烦，不幸和侮
辱。

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爱
人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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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驻白俄罗斯大使Nasirjan Yusupov（左） 

向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主席Adham Ikramov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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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akhtiyor Sayfullaev、明斯
克市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Fedor Rimashevsky和纪念碑的
雕塑者-年轻的雕塑家Maxim 
Makarevich。
我承认，这是一个激动人心
的时刻。
仪式参与者接近半身像纪念
碑。穿着白俄罗斯民族服装
的年轻人展示它们，用绳索
覆盖了半身像纪念碑。在那
之后，在音乐的伴随下，横
幅被从半身像纪念碑中拉出

来，年轻人立即将其拿走。
身着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民
族服饰的女孩向荣誉嘉宾献
花。主持人邀请客人在纪念
碑的脚下铺设鲜花，作为对
杰出诗人、天才的记忆和尊
重。在放置期间，Khoroshki
合奏团的艺术家们演奏的乐
器响起。
铺设完毕后，贵宾们在纪念
碑的右侧和左侧。
在他们之后，一名穿着白俄
罗斯民族服装的年轻人和一
名身着乌兹别克民族服装的
女孩在白俄罗斯驻乌兹别克
斯坦大使馆的纪念碑下放置
了一篮鲜花。
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驻白俄罗
斯特命全权大使纳西尔·扬
尤苏波夫放下花篮，站在尊
贵的客人旁边。
主持人宣布仪式结束，感谢
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并祝愿
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幸
福和繁荣。
在贵宾们离开会场后，主持
人建议在所有客人的纪念碑
脚下铺设鲜花。
伊万和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伊万·日丹诺维奇

我看到了这么多朋友的
悲痛、烦恼和折磨，他
们被泪水冲刷着，生不
如死。

无论谁将自己的一生奉
献给科学，这个名字即
使在死后也将是不朽
的。

对于轻微的罪行，不要
残忍地责备，这样死刑
法庭会离他更远。

没有比书更珍贵的朋
友。

书是一位不要报酬的老
师。每一刻她都会给你
启示智慧。它是一个对
话者，它的大脑被皮肤
覆盖，无声地播放秘密
事物。

人们不能永远活着，但
幸福的是那个名字将被
铭记的人。

走遍世界还没有进步与
离开浴室未洗涤是一样
的。

财富不等于荣耀，

贪婪是造成许多麻烦的
原因。

当你的朋友耍滑头，请
带着甜美的微笑，

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会更
好。

你把某个人当做人，

而他表现的只是像一个
人而已。

在言语成熟之前，不要
急于说出来

并且不要立即将这句话
传递给你的灵魂。

Alisher Navoi是一位
生活在15世纪的诗
人，思想家和政治

家。他以察合台语，
波斯语，突厥语，乌
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

创作了他的文学作
品。他的创作遗产包

括大约30件主要作
品：诗集、哲学和科

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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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世纪30年代，白俄罗斯诗人斯特潘·利霍兹
耶夫斯基被控参与“反革命社会主义活动”，
被驱逐出白俄罗斯前往哈萨克斯坦。但无论在
哪里，诗人的命运如何，他都继续写诗，研究
和翻译文学——白俄罗斯语，俄语，乌兹别克
语，法语。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认识了
白俄罗斯诗人雅库布·科拉斯，之后他与家人
一起撤离到塔什干，并为推广白俄罗斯诗歌做
了很多工作…..后来，他的儿子继承了对文学
的兴趣。阿纳托利·利霍兹耶夫斯基是乌兹别
克斯坦世界语言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语言学
博士，他一直致力于传统语言学近50年。他做
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去年他被授予高级国家
奖——友谊勋章。用以表彰他的友善，博爱以
及对两国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友谊所做的贡献。 
今年，教授在我国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日期间
访问了白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同胞讨论了文学
和科学合作的可能性。他还实现了往日的梦
想——去他父亲的家乡。或者更确切地说，在
斯特潘的郊区博物馆里，利希耶夫斯基的妻子
转达了他的纪念照片、信件、诗歌草稿、个人
物品等等。 
阿纳托利·斯特帕诺维奇回忆道：“上次我去
明斯克是在1972年，当时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所以我和爸爸和他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舒什
基维茨住在茨南斯卡街…是吗?” 
“它还在那里。您如何看待40多年前的明斯
克？” 
“我没有太多时间闲逛，但在我的空闲时间，我
会去看看。你知道，这就是明斯克。在塔什干，
如果经过五年的时间，你不太可能知道这个城市
原来的样子，街道变化太大，现在根本没有老塔
什干城。相反，你走在明斯克市中心，充满怀
旧，熟悉的地方。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苏联时候
的街道名字仍然存在:列宁街，恩格斯街——在
乌兹别克斯坦是不可能有的。” 

“瘦了十公斤” 

“他们说童年的经历是最深刻的。但当雅各
布·科拉斯去世时，你还只是个小男孩，我猜
你根本不记得他了?” 

“但我从我父亲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事
情，我自己也读了一些东西。我父亲谈到科拉
斯，他是一个非常快乐和乐观的人，尽管他
经历了很多磨难。即使在战争的困难时期，他
也保持着幽默感——例如，他开玩笑说，塔什
干的温度总是像一瓶伏特加一样，高达40度。
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他非常关心国家，关心他
的朋友，关心他们的家人。但即使在这里，
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精神，他会说，“瘦了十公
斤”……” 
“顺便说一句，借此机会，我想纠正我在白
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报刊上看到的不准确之
处。 有些人称父亲和雅各布·科拉斯是同学，
但这不可能，因为他们之间差不多有15年的年
龄差，父亲在这位伟大的诗人面前是一个羞涩
的16岁的男孩，他们很晚才成为朋友。” 

读和听 

“乌兹别克斯坦的同事说，你的斯拉夫文学专
业课程吸引了很多学生。白俄罗斯作家中有谁
参加过讲座和研讨会?” 
“我把这门课写得像个小故事。事实是，似乎只
有四个小时的讲座被分配给白俄罗斯，当时对白
俄罗斯文学史进行了回顾。当时对白俄罗斯文学
史进行了回顾 — 通过《塔拉斯在诗坛》，《马
克西姆·波格丹诺维奇》，《姨妈》这些作品，
我们逐步进入二十世纪中期的白俄罗斯文。当
然，我一定会谈到雅各布·科拉斯和雅各布·库
帕尔，最后谈了一些现代作家，至少是我所知道
的人：瓦西尔·布可夫，伊万·谢梅金和其他一
些人。与此同时，试图谈论苏联时期，这是不是
为了歌颂苏联，而是把重点放在他们作品上。所
以，在雅各布·库帕尔的主题中，我选择了诗歌
《库尔根》 — 一个无条件的杰作，此外，在课
堂上我们故意留出另外15分钟，听了关于这首诗
歌《库尔根》的片段。结合令人陶醉的音乐，天
才的歌词和天才的表演的结合产生了100 %的效
果，学生们听得都张开了嘴…..” 
“在我的特别课程和研讨会中，还有年轻一代
的诗人和作家，因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很难
找到目前在白俄罗斯最受欢迎的人，值得一提

父亲·儿子
乌兹别克斯坦教授有着白俄罗斯的根源	-	两个民族和文学时代之间的正确联系，父亲的遗产，
接近的经典，真正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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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谁。在互联网上，但买文学小说是很昂贵
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因此白俄罗
斯文学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是外国文学。在这
次访问中，我买了很多白俄罗斯文学杂志，并
安排了一些编辑来做电子书籍，所以我想我可
以用书籍来补充我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文化节期间，人们经常谈论白
俄罗斯作家和乌兹别克斯坦相互翻译彼此的文学
作品。你个人对什么样的作家和诗人感兴趣?” 
“在白俄罗斯—所有当代流行作家，我几乎不
是很了解他们。关于乌兹别克文学，还是有许
多值得注意的名字:20世纪古典诗人阿卜杜拉·
阿里普、埃尔金·瓦希德、阿斯卡德·穆塔
尔，他们的散文十分优美。当然，恰当地翻译
诗歌是很困难的。早在苏联时代，就有一句名
言:“尽管如此，马歇尔是马歇尔，而罗伯特·
伯恩斯是诗人。”然而，相互翻译是一项有前
途的事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一
般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对文学很感兴趣：我们
在国家公园有一个完整的文学巷，有许多有趣
的纪念碑，在塔什干地铁站，几乎有一半的站
点都使用文学名称命名的。…..这种文化的推
广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要真正成为一个有文
化的人，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学，而不是出
于政治或其他原因而忽略它们。” 

谈论自我和大众 
“你父亲不仅是白俄罗斯诗人，还是研究德国
和法国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多年来，你们一直
也在研究美国文学，还在乌兹别克语和文学的
环境下生活和工作。综合所有这些文学经验，
你认为白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我参加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听
到这样的评论:多年过去了，白俄罗斯人还
在谈论游击队，战争 — 为什么？我回答如
下：“这是一个很长时间没有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不住在那里或没有白俄罗斯人的亲
戚，你将不会理解这一点。据我所知，到目
前为止，村里的人还在谈论谁是游击队的亲
戚，谁是警察，尽管已经有四代人了。白俄
罗斯经历了世界上所有惨烈的战争。”。因
此，白俄罗斯文学中固有的悲伤和怀旧是可
以理解的，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悲伤。这没
什么错，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在过去战争
中牺牲和受伤的人的致敬，而不是赤裸裸的
爱国主义。还记得瓦西里·布可夫的作品，
除了一些“黑色”的前线笑话之外没有任何
幽默，因为他作为战争前线作家，写狂野而
荒谬是一种不人道的现象，…..所以布可夫
是真实的，伟大的文学家，就像雅各布·科
拉斯和雅各布·库帕尔。在明斯克阿利什·
纳沃伊纪念碑的新揭幕仪式上，我说这是多
么美妙:人们聚集在纪念碑前，向伟大的诗
人朗诵诗歌，在这里读纳沃伊，在塔什干读
科拉斯。当人们读诗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打
仗，因为战争始于愚蠢，非理性和不理解。
但白俄罗斯人没有这种问题，许多人应该向
你们学习对他人的友好和开放。你有这样的
性格 — 克制，冷静，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乌兹
别克的民族性格，因此我们的人民很容易相
互融合和相互理解。” 
“在斯泰潘·利希耶夫斯基的一首诗中有这样
一句话：“他住在塔什干四分之一世纪，不知
道这个世纪将在何处结束。他是乌兹别克人中
的白俄罗斯人，也是白俄罗斯人中的乌兹别克
人”…..你感觉如何 — 乌兹别克的白俄罗斯
人，白俄罗斯的乌兹别克人？”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教授笑了。顺便问一
下，你知道这些话是用俄语写的吗?我们和家
人知道，因为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他尊重所有的民族。在白俄罗斯，他被戏称
为“乌兹别克人”，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笑
话。在塔什干，乌兹别克诗人和俄语诗人会在
一起吃饭，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的友谊。” 

维多利亚·吉林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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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视觉享受 
根据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显
示，欧运会的电视观众超过了3.2亿人！在东
半球之外，观众达到了1.11亿。总共有195
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了比赛。仅在欧洲大陆，
就有超过3000小时的电视转播时间!在世界
其他地方，电视转播时间超过了1000小时，
这是一个很棒的结果。总的来说，第二届欧
洲运动会的观众人数超过15亿。据官方网站
报道，在电视台转播时间上排名前三的电视
台包括，排名第一的波兰电台，他的播报时
间是286个小时！波兰电台在四个频道的节
目中转播了第二届欧洲运动会。我们国家的
白俄罗斯广播公司排名第二，转播时长为284
小时。白俄罗斯媒体有三个电视频道进行转

播：白俄罗斯第一频道，白俄罗斯第二频道
和白俄罗斯第五频道。葡萄牙体育电视频道
获得了第三名。该媒体的五个频道共有264小
时的播放时长。 
理事会还注意到Viber Games社区的订户数量
达到了创纪录人数—50万。社交媒体上关于
运动会的观众总数为8.12亿!

热情好客 

6月末，大约有37.5万游客访问了白俄罗
斯。根据国家边境委员会的数据，第二届欧
洲运动的门票取代了签证，共有8167名外国
公民进入了白俄罗斯。然而，这些统计数据
不包括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其它可以免签
进入我国的游客。还有那些通过机场落地签

没有输家

在白俄罗斯出版社的新闻中心，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的乐章再次响起：比赛管理人
员给我们了很多有关比赛的趣事和体育论坛营销活动的结果。运动会闭幕式在巴
赫赋格曲的节奏中结束，主流媒体在反复播报运动会的精彩瞬间：运动员和观众
记忆中的美好时光，专家们得出的精彩结论。今天我们决定将运动会的所有数据
汇总在一起，以便看到运动会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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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国的客人。提醒大家一下，欧运会游
客的免签入境于6月10日开始，从5月20日到
7月10日，边境警卫记录了766183次来自俄
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的
游客入境记录。最常见的交通方式是汽车。
根据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理事会副主任阿纳托
利科托夫的说法，经过认证的客人入住酒店
总收入约为100万美元。最终可以确定白俄
罗斯在欧洲运动会十天的收入总数，将在今
年年底由商业实体和政府机构的统计数据公
布。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机场方面的情况。明斯
克国家机场新闻处表示，6月，明斯克机场
有2703架飞机 (比一年前多8.9 %)和507646
名乘客 (增长9.6 %)。举办第二届欧洲运
动会期间，乘客人数增加了近80 %。从6月
19日到7月1日，该机场接待了390101名乘
客，比去年增加了78 %。在此期间，服务人
数上升到2458人 (一年前是2.214人)增加
了11 %。
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期间，航空公司在24小
时内记录了飞机和乘客的服务信息。6月21日
有208次航班，7月1日有20276名乘客。 

门票服务 

由官方票务运营商首席执行官给
出的数据，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
中，总共卖出了23.2万张票。
在体育比赛中，看台的入
场率为88 %。每102张
票中有62张售出。
第二届欧洲运动会
的开幕式有1.75万
名现场观众，闭幕式
有1.87万名现场观众。
开闭幕式的满座人数为
97.5 %。最受欢迎的
比赛是田径比赛 (在
几天内，5.63万人观
看了田径比赛)、体操 
(2.45万人)、艺术体
操和杂技表演 (1.6
万人)。排名前五的还
包括拳击 (1.47万人)
和摔跤 (1.3万人)。 
纪念品和美食 
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期间，
纪念品售出了100多万卢布。
据明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的统

计，平均购买价格在20到50卢布之间，在运
动员村的购物中心平均花费为100卢布。一些
游客甚至花费了600到1000卢布。他们通常购
买两三种纪念品，但数量很多。总的来说，
欧洲运动会期间的贸易额达260万卢布。明
斯克的居民和游客将这笔钱花在了15个体育
场和旅游上。最受欢迎和最赚钱的是在体育
宫附近的地方，那里的收入超过55万卢布。
在欧运会期间，出售了大约30吨白俄罗斯土
豆煎饼和汉堡。游客还吃了超过23吨的烧
烤，36吨香肠和烤鸡翅。 

欧运会“遗产” 

运动会结束了，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
记忆，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
比赛而改良了体育设施，购买了大量的现代
化设备以及其他活动设施。所有这些都是未
来几年的重大投资。此外，明斯克市还增加
了300多辆空调巴士和电动汽车，为公共交
通提供了新的道路，并在该地区大幅升级了
停车场。年轻人将得到一个翻新的学生生活
区，还有两个新宿舍，一个体育场，一个游
泳馆和两个现代化的健身房。 

获得奖牌的情况 

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上，
来自50个国家的4000多名
运动员在15项比赛中获得

了200个奖牌。白俄罗斯国
家队的运动员共赢得了
69个奖牌，其中24个金
牌，16个银牌和29个铜
牌。总结果在整体排名
中位居第二。回想一
下，在巴库举行的第一

届欧洲运动会上，
我们仅仅得到了43
个奖牌。进步很明

显！并且还有一个很
好的奖励是：射击项

目的银牌得主尤利.士尔
巴维奇以及达到奥运会
比赛标准的标枪比赛的
获胜者塔吉娅娜.哈罗德
维奇得到了 2020年到
东京奥运会比赛的权
利。好样的！ 

谢尔盖·卡纳希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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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她的社交媒体账户很活跃，有时甚至是很

火辣的照片。看着她在海边，或者在冬天的树
林里嬉戏的照片，你可以知道玛丽亚是一个复
古美女。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马上开始吧。”
玛利亚笑得很轻松，有点尴尬:
“你知道，我不是这么看的。每个人对美

的看法都不一样。是的，如果我能抽出时间，
我在网上可以有更多的粉丝，但那里出现的照
片更多的是关于女性气质。职业运动需要耐
力，力量和专注力。无论你多么优雅，尽管
你很优雅，别人仍然有可能觉得你很强硬，很
敏锐。在蹦床外，我渴望温柔。因此，这些照
片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是创意摄影师和
设计师博根·里亚诺夫的帮助，和她对照片、
服装、头饰等的热爱。顺便说一句，博根经常
会想到下次我会出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我很
忙，找时间拍照很难。”

“然而，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想知道这
样的美丽有多少价值。我的意思是，你要付出
多少努力?”

“首先谢谢父母给我的外表，身材和积
极的生活方式!我妈妈跳了很长时间的民族舞

蹈，我爸爸练体操。我的祖父莱昂尼德·博
罗杜科是个芭蕾舞大师，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
文化工作者，我为他感到骄傲。不幸的是，他
早早就去世了。他给了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业
余爱好者创作了——舞蹈“拉文尼哈”这一作
品。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成员一样，我的血液里
有运动的欲望。保持身材也有助于锻炼身体。
每周锻炼几次(早晚)，健身房锻炼肌肉，游
泳，桑拿，按摩……”

“有了这样的时间表，你会节食减重
吗？”

“如果我吃了糖和脂肪，秤上的指针就会
上升。我试着吃得更健康，而不是更胖。早上
我饿着肚子时，会先喝一杯水，过一会儿，我
会开始早餐，吃些咖啡、茶、三明治或麦片。
午餐一般吃热的，配上瘦肉。晚餐，通常是午
餐时留下的。零食，我会带了一些水果，例如
一个苹果。我永远不会拒绝开胃汤。汤是神圣
的！我最喜欢的菜是罗宋汤。”

“你自己做饭吗?”
“如果有时间，是的。我的绝活是法国煎

肉和土豆饼。我也可以很好地烹饪罗宋汤，每
个尝过的人都喜欢它。”

目不	
转睛

来自维捷布克的美丽女孩玛利亚·马哈
林斯卡有很多双人跳床上的成就。在第
二届欧洲运动会上，她与安娜·科佳洛
娃一起获得了金牌。玛利亚很了不起。
作为一名22岁女孩，她是一个有才华的
蹦床运动员，她迷人，温柔，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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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不是那种习惯过同样生活的人。她
对很多新事物感兴趣。

“当梦想成真时，这很棒。在体育或艺术
方面不是那么重要。例如，从幼儿园开始，到
我女伴画画时，我就想画画，但我没有画画天
赋。然而，在夏加尔市和马列维奇市。几年
前，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艺术家，他证明
了如果可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现在
我高兴地画了很多风景画。我通常会临摹别人
的画。前几天我画了蒲公英。此外，我喜欢读
书。在过去，心理学书籍是我比较喜欢的。现
在是侦探小说，他能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现在
还喜欢编织。袜子，帽子，手套。我正在为我
们的运动会织一些情侣织袜子。”

成千上万的订阅者她的个人和体育生活。
不然呢?她既漂亮又是冠军!

“对于一个高级运动员来说有这么多的爱
好……”

“即使你是职业选手，为什么要把自己限
制在健身房、体育场或其他地方呢?然而，这是
每个人的个人选择。在我看来，尝试一种业余
爱好更有意思，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喜欢各种
各样的人。就像达莉亚·多姆拉契夫一样。”

“你准备好去东京2020年奥运会了吗?”
“现在正是奥运会选拔赛。获得金牌不是

目的。对我来说，享受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很酷
了- 训练、竞争、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不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要!遗憾的是，我
最喜欢的“双人跳床”不在比赛中。剩下的
就是“单人跳床”。我不会放弃的。忠于座右
铭：“不要犹豫，去做！”。”

顺便说一下，在高中的时候，玛利亚的肩
膀上纹着这个座右铭纹身。

“你能回想一下在欧洲运动会的事吗？”
“情绪失控了。我们的胜利是献给我们的

教练奥尔加·弗拉索娃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
人，她总是支持，正确的激励——对运动员来
说，她既是教练又是心理学家，又是第二个妈
妈。”

“在社交网络中，他们写信告诉你，当你
蹦床比赛时，他们开始观看比赛是真的吗？”

“这种事经常发生，大多数人感谢你的表
演，祝贺你的提升。”

“你能给男性粉丝一些暗示吗，你是否心
有所属？”

“我们跳过这个问题吧。我想说的是，我
希望被选中的人，他是一个善良、坚强、正派
的人。”

“当你说到维捷布斯克的时候，你会想念
你的家乡吗?”

“当然维捷布斯克是我开始这项伟大运动
的第一步。当我四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就一起
去玩蹦床了。小小活动场地，我很高兴与熟人
交流，倾吐一些事情。我正在收拾行李。然
而，我将要花四天时间，并向我心爱的城市承
诺：“等我，我会回来的。”。”

安娜·娜莫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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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音乐
节的组织
者们休息
了一季，
但本季他
们带着白
俄罗斯艺
术家和巴

西同事们的新想法回来了。 

心情是明亮的黄色 
让我们从头条新闻开始谈起
吧。古斯塔夫和奥塔维潘多
尔福是从外貌上几乎无法区
分彼此的孪生兄弟，他们作
为创造性视觉艺术家而著
名，随后开始了他们的世界
艺术之旅。今天，45岁的他

们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街头艺
术家，他们的绘画作品出现
在智利，美国，意大利，德
国，立陶宛，古巴岛和他们
的家乡巴西建筑物的墙壁
上。 2015年，巴西驻明斯克
大使馆的一面墙壁被这两位
创造性艺术家创作的涂鸦绘
画温暖的包裹着。艺术家们
对为什么选择使用明亮的黄
色做出了解释： “圣保罗
是一个非常灰暗的城市，我
们一直想给它绘上靓丽的色
彩。 我们工作之初（我们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绘画）就
试图找到我们的专属色彩。
我们突然发现黄色可以满足
我们的需求。从那时起，我
们就不断将这抹亮色添加到
生活和工作中。”可能很多
球迷对巴西人Bruno Big的
绘画作品都很熟悉。几年
前，39岁的里约热内卢人Bru
no Big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为
国家足球队球员的球衣上绘

被选中	
的颜色

明斯克“巴西街”在白俄罗斯——巴
西“街头艺术节”上名声大噪	

这个节日有很多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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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一系列象征巴西文化的
绘画作品。 
之前举办的四次“巴西街”
音乐节致力于文化和艺术的
发展。今年的主题是关于城
市研究，建筑，以及生态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艺术家第一次来到明斯
克。 他说，他没想到可以
观赏到整个街区的壁画涂鸦

和街头艺术（我们谈的是“
十月街”）。壁画作品非常
多，我看了整整五天。随
后，他在明斯克艺术史上留
下了自己的足迹，他在以前
的工厂“地平线”的墙壁上
绘制了一副具有哲学意味的
壁画——“照顾好自己的花
园”： “要成为一个幸福的
人并找到真爱，必须首先学

会如何照顾自己和自己的“
花园”。 秘诀不是追逐幸
福，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照看
你的“花园”，吸引幸福自
己飞过来。” 

兼并融合 

来自白俄罗斯首次参加“巴
西街”的格美丽艺术家——
弗拉基斯拉夫.赫瓦斯特毕业
于白俄罗斯国立艺术学院，
是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师。五
年前，弗拉德成为国家艺术
博物馆门票设计竞赛的获胜
者，但艺术家这次的风格不
仅受到博物馆爱好者的赞
赏，也得到了所有居民和旅
游者的称赞。 弗拉德的作
品——“密封”出现在“巴
布鲁伊斯卡街”和独立大道交
叉口的一座桥下，在明斯克火
车站附近。 还有一位参与者
是来自利达的摄影艺术家卡
拉林.巴拉克，他主要从事视
频，动画和拼贴技术。卡拉林
不从事壁画工作，而是在“巴
西街”上展示以城市生活为主
题的摄影作品。在明斯克各处
都可以看到数十个由卡拉林设
计的广告牌，其中包括首都的
自然风景和未来风景，这些广
告牌由城市的十多个不同细节
和特征构成。 

朱莉安娜·列奥诺维奇Carolina Polyakova  -  Vulica Brasil的老朋友

Bruno Big:
“要成为一个幸福的
人并找到真爱，必须
首先学会如何照顾自
己和自己的“花园”

。 秘诀不是追逐幸
福，而是要小心翼翼

地照看你的 
“花园”，吸引幸福

自己飞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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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第26次在我国举行的白
俄罗斯书面语日前夕，“星
星”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 《
格罗德诺时间旅行》的旧明
信片相册（书籍）。今年，
这个节日将在格罗德诺的土
地，更确切地说 - 古老的斯
洛尼姆举行。作者和出版商
将通过相册（书籍）谈论格
罗德诺的过去，这正是白俄
罗斯文字日书籍计划的组成
部分之一。今年在格罗德诺
地州还有其他重要日子。
以下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
主席弗拉基米尔·克拉夫佐夫
在序言和出版物中所写的内
容：“格罗德诺州是一个历史
悠久，文化传统浓厚的土地。
不同国籍的勤劳人民住在这
里，古代与现代相邻。”
2019年9月，格罗德诺州庆
祝75周年纪念，并在周年纪
念期间出版了几本专门介绍
Prynemansky Territory及其城
镇过去和现在。其中《格罗德

诺时间旅行》是著名白俄罗斯
收藏家、作家、白俄罗斯共和
国总统“精神复兴”奖获得者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奇·
利克希多夫的作品。作者收集
的明信片和照片，以及不同时
代的城市图像，让人们了解格
罗德诺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变
化。看到旧照片，我们了解到
那个时代曾经有过什么，保留
了什么。
如果我们想要重建建筑纪念
碑或恢复其原始外观，那么
在遥远的过去拍摄的图像或
照片将变得更有价值。在前
一个世纪的城市里，我们可
以想象得到拿破仑部落。他
描绘了格罗德诺城堡，教
堂，宫殿，皇家庄园的所有
美景。感恩的格罗德诺居民
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而将他
们的城市街道之一以其命名
并非巧合。
当开发重建格罗德诺老城堡
的项目时，作者主要关注托

格罗德诺	
的旧明信片

著名的白俄罗斯收
藏家、哲学家弗拉
基米尔·阿列克谢
维奇·利克希多夫
在白俄罗斯国内外
广为人知。他不止
一次地展示了他的
作品，参加了在俄
罗斯，乌克兰，波
兰和世界其他国家
的展览和会议。弗
拉基米尔·阿列克
谢维奇被授予“为
俄罗斯收藏业务做
出巨大贡献”奖
章，白俄罗斯记者
联盟“金笔”奖。

利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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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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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马可夫斯基的雕刻。
著名的印刷者、艺术家、制
图师，1600年立陶宛大公国
创作描绘格罗德诺市地图雕
刻品的作者，在斯特凡·巴
托里统治期间，皇家城堡被
绘制得非常详细。
高度集中的历史和文化古迹
是格罗德诺的特色之一。最
后一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 - 
伟大卫国战争给我们的城市
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其历史
核心得以保留。这是200公顷
的建筑物：房屋，城堡，宫
殿和教堂。街道布局没有改
变。与它几个世纪前的市中
心是一样的，您可以从中看
到，从城堡山开始，城市开
始发展......
滚动相册的页面，了解格
罗德诺。通过旧明信片可
以鸟瞰城市。这里是Neman
河的景色。在Neman的铁路
桥，Stanislavavskaya胡同，河
上的木桥，Zamkovaya街，夏
季剧院，健身房…...我想花
很多时间去的地方。环顾四
周，如果可能的话，想与当
时的市民结识。许多明信片
描绘着市民的形象。以下是
Sobornaya街上的一些格罗德
诺居民。距离Neman河畔Ka
lozha教堂不远的是俄罗斯军
队的军官。
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明信
片，过去的摄影师记录了宗
教建筑。特别是很多复制
品，Farny教堂 - 圣弗朗西
斯泽维尔大教堂 - 这是Farny
教堂的全名，是天主教大教
堂。这是白俄罗斯三个拥有
小教堂荣誉称号的教堂之
一。教堂高度是65米。其中
一座塔楼有一块旧钟表，它
是东欧最古老的钟表之一。
波兰著名作家伊丽莎·奥泽
兹科的命运与Neman河有关。
四张旧明信片描绘了她的房
子，位于Muravyovskaya街。
每张明信片都有自己的视

角，有自己的细节......这
本“Ozheshkovsky”传播的《
格罗德诺时间旅行》是对格
罗德诺当地文学研究的贡献。
顺便提一下，弗拉基米尔·
利克希多夫的新相册包括以
下几个部分：“格罗德诺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格罗德诺1905年至1915年”
；“格罗德诺1915年至1918
年”；“格罗德诺1920年代 
-  1930年代”；“格罗德诺
1941年至1945年”；“格罗
德诺1946年 - 1970年”。
非常有趣的是反映第一次帝
国主义战争时期的明信片。
德国士兵的葬礼，德国士兵
的墓地，爆炸的日本大炮，
机枪（整个武器库！），格
罗德诺堡垒的爆炸，格罗德
诺堡垒防御工事的废墟，被
捕获的枪......图片似乎是清
晰的故事。上个世纪初的摄影
师让您可以脑补一百年前的事
件......凭借相册《格罗德诺
时间旅行》您可以上一堂白俄
罗斯历史上课。为什么不呢？
而且我还建议将这个版本的
旧明信片复制到每个在格罗
德诺出生的人，还有去格罗
德诺旅行的每个人身上。从
收藏家弗拉基米尔·利克希
多夫的书籍中（今天在《寻
找失落》系列中，他们已经
发行了25个版本！），您可以
编辑一个真正的国家插图库。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相册在
Riftur，Technology，星星出版
社出版。让我们至少回顾一下
其中一些出版物的名称：《寻
找失落的人》，《祖国的射击
之星》，《神圣等于使徒》，
《弗拉基米尔王子》，《Syn
agogues》，《老明信片和图
像上的Tadeusz Kosciuszko》， 
《明斯克时间旅行》......

阿列斯·卡尔留什科维奇
弗拉基米尔·利克希多夫《

格罗德诺时间旅行》相册

（书籍）中的复制品。

格罗德诺。瑞士山谷

汽船码头

城市全景

城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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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俄罗斯居民和游
客可以在鲁巴地
区了解到与特色
风味格瓦斯有关
的制作方式。下

面我们将要谈到的话题不是
有关夏季饮品格瓦斯，而是
关于带有酸性格瓦斯风味的
一道菜肴，其配方可以追溯
到古老时期。 摄影记者阿列
可谢.斯达勒夫也参加了在“
普拉斯托克格瓦斯”国际民
间美食节上举行的品酒会。 
汤的基础是桶装酸味泡菜。
此外还有烤干蘑菇。女主
人说了一个秘密：加了干蘑
菇的汤比加新鲜的蘑菇要
美味的多。如果没有干蘑
菇的话，可用苔藓和鸡油菌

代替。接下来的步骤是即兴
创作。有人把酸菜放进汤里
（一般用传统的制作方法在
烤箱里烹制这种汤）。有人
放猪肉牛肉进去，有人放鸡
肉进去，有人放鱼肉进去。
推荐在汤中加入少量珍珠大
麦。这样的汤更有营养，味
道更丰富，另外还可添加酸
奶油。相反，土豆不适合放
入这种汤中，但可以配着土
豆馅饼一起吃。 
“事实上任何一位普拉斯托
克地区村子里的年龄较大的
家庭主妇都可以烹饪出这样
的格瓦斯炖汤。”当地民
间乐团“维拉别克”负责
人——民族学家谢尔盖·维
斯瓦卡介绍了这一事实，他

经典格瓦斯

鲁巴村庄
的居民们
用他们的
特色配方
生产格瓦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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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道：“虽然村庄不
大，但每家的配方不完全相
同。 因为不是农业化村庄，
所以村庄并没有逐渐消亡。 
现在大约有300人居住在这
里：有老年人，工作年龄的
人，也有年轻的家庭和学龄
儿童。 所以说我们的传统
有“继承人”，而且这种传
统也正在传承给下一代。 
在普拉斯托克，类似这样的
第一道菜肴是所有纪念活动
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不
能过分强调只能在这个地方
才能吃到。 白俄罗斯美食专
家和历史学家叶琳娜.米库
尔奇克说：“原则上，这种
酸性瓦斯在我国许多地方都
有。 而以白菜泡菜（或者腌

酸黄瓜）作为其基础是最实
惠的，对于比较贫穷的人来
说非常划算，但并不是唯一
选择。” 
米库尔奇克说道：“在我们
这里，很多食材都可以用来
发酵，例如：蘑菇，黑麦，
燕麦。以类似的方式，可以
制作汤和饮品。在平斯克地
区，我尝试了基于高度发酵
的桦树汁格瓦斯，它的味道
很浓郁。克瓦斯也可以用水
果做成，加入梨味道最好，
不要加入黑麦面粉，更多人
习惯加入野苹果。发酵甜菜
也是一道经典的菜肴。一般
红菜汤不会做的这么软烂。” 
叶琳娜说：“事实就是这
样：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很
多人不知道“维生素缺乏
症”这个词，但能完全感受
到它的影响：疲劳，精神萎
靡，嗜睡。 格瓦斯是帮助消
除症状的奇迹疗法之一。” 
“这些汤是白俄罗斯古老菜
肴中非常受欢迎的常见菜
肴，”叶琳娜总结道。 古代
没有冰箱，熟食需要以某种
方式得以长期保存，而酸性
环境可以做到这点。比如， 
燕麦汤至少五天不会变质。 
包菜汤将近一个星期不会变
质，而且汤具有温和的口
感，还可以在汤里加入酸奶
油，也可以过一天后再把剩
下的酸奶油倒进去。 

德米特里·乌木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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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维生素缺乏症”
这个词，但能完全感受到它的影
响：疲劳，精神萎靡，嗜睡。 
格瓦斯是帮助消除症状的奇迹疗
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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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和芭
蕾舞大剧院

由 于 新 剧 院 季 开
幕，165人返回家乡（包

括合唱团，管弦乐队，独
奏家，技术和表演团队）。

他们去了在帕福斯举行的第
21届阿芙罗狄蒂歌剧节，观看

了由米哈伊尔·潘贾维泽执导的
天才朱塞佩·威尔第的麦克白歌
剧。白俄罗斯团队于8月30日，31
日和9月1日降落在塞浦路斯海
岸。在白俄罗斯中国文化日的框
架内9月2日和3日，在大剧院上演
了京剧表演《杨家将》。这是一
个不寻常的壮观表演，把几个类
型的艺术汇合 - 中国传统戏曲，
杂技，舞蹈，哑剧和武术。
新的第87季在白俄罗斯大剧院
开幕，由Galina Galkovskaya
执导的亚历山大·鲍罗丁的歌
剧《伊戈尔王子》首映。目
前是剧院对该乐谱的第六次
制作，然而是第一次为导演
Galina Galkovskaya制作。
由Alexander Anisimov指
挥，由Vyacheslav Okunev
设计。顺便说一下，排练
已经在8月的最后一周开始
了。与此同时，编舞奥尔
加·科斯特尔开始准备本
季的第一场芭蕾舞剧首
演，列夫·托尔斯泰的

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的生活和爱情
故事 - 我们将在11月看到的安娜·
卡列尼娜芭蕾舞剧的排练，目前正在
准备中。
9月17日和18日，观众们可以看到Vy
acheslav Kuznetsov《阿纳斯塔西亚》
的表演，这是一部由Yuri Troyan执
导的关于白俄罗斯人Zhanna、公主
Slutskaya的芭蕾舞剧。并非所有明斯
克居民都观看了上一季的首映，演出
的票已经售罄，这是大剧院的典型特
点。上赛季的另一场首映需求也很大 
- 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
。坐在指挥控制台上的是大师 Ivan 
Kostyakhin。以Larisa Aleksandrovs
kaya命名的大厅于9月18日开幕，届
时届时我们敬爱的表演者将参加《世
界歌剧杰作》节目。杰出作曲家叶夫
根尼·格列博夫（1929-2000）90周
年纪念恰逢亚历山德拉·季霍米罗娃
执导的芭蕾舞剧《小王子》的上演。
而在12月，我们将按照传统听明斯克
国际圣诞歌剧明星的演唱。今年，据
可靠消息，节目将发生变化：不会举
办年轻歌手比赛。
但我认为这不是问题。让年轻的歌手
继续积累经验和力量。而且，正如他
们在剧院中所说：我们一如既往地为
我们心爱的观众带来惊喜。

扬卡•库帕拉剧院

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戏剧剧院怎
么样？在2019/2020季度，戏剧爱好
者将密切关注这个受人尊敬的剧院。

剧院演出季
拉开帷幕，

艺术爱好者拭目以待
九月是属于艺术爱好者的美好时光： 

暑假后的白俄罗斯剧院向他们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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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伊戈尔王子》的场景布局

九月是它诞辰100周
年！在这个盛大活动
之际，Nikolai Pini
gin正在准备古典类
型的节目。7月，在
Kupalists暑假开始之
前，我们观看了 Jan 
B orschevsky的戏剧
《Shlyakhtich Zav
alnya》的首映式。本
季的第一个首映将是
《莉尔国王》 - 威
廉·莎士比亚的经典
作品，它被称为最好
的悲剧剧本，讲述了
权力斗争的后果。正
如尼古拉·尼古拉耶
维奇所读到的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一样，在12
月26日，演员的注意力是否会集中到研究英
雄的精神痛苦，以及寻找痛苦的原因上面。
当然，我们将无比期待届时出现在舞台上的
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Victor Manaev饰演的莉
尔国王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才华横溢的
演员的能力。
像往常一样，室内舞台也将邀请观众。在这
里，初步标题为“1”（“Pershy”）的作品
将于今年年底由演员Roman Podolyako呈现，
如您所知，他已经成功地展示了由Andrey 
Horvat执导的作品《Radziva Prudok》。我们
提醒读者：2017年，他的书获得了以Maxim 
Bogdanovich命名的Debut奖，并进入了Jerzy 
Gedroitz奖的名单。它成为了现代白俄罗斯文
学的畅销书。

不久之后，在2020年3月底，在主舞台上，
俄罗斯舞蹈家谢尔盖·泽姆利安斯基将以表
情、奇特的人物形象呈现各种视觉和音乐效
果，将上演戏剧《我的夏加尔》。有趣的
是，戏剧中的英雄，比如Shagalov，在他的
画布上在空中飞行还是坐在云层上......我
们将期待着。顺便说一下，我们已经了解了
Zemlyansky的作品《母系领域》，它于2014
年在明斯克上演。正如无处不在的维基百科
所诠释的那样，这种表演可以被称为第一个
在三种戏剧类型（戏剧表演、舞蹈剧和哑
剧）的交界处出现的新剧方向。
到2020年底，Nikolai Pinigin将再次向我们
展示Vincent Dunin-Martsinkevich的最新作
品《 Idyll》，在过去，甚至在他这份工作
之前，他在圣彼得堡的Tovstonogov Bolshoi 

Drama剧院演出。这部
作品是国家电视剧的杰
作，我们可以像剧院一
样承诺，12月23日见。
此外，在与记者会面
时，尼古拉·皮尼金谈
到了周年纪念日的其他
计划 - 关于发布纪录片
并出版一本书的意愿。

马克西姆•高
尔基剧院
马克西姆·高尔基国家
学术戏剧院俄罗斯剧院
戏剧季将在Volodarsky
街的原生墙外举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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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剧《阿纳斯塔西娅》

《Shlyakhtsich Zaval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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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以来，剧院因舞台空间的现代化改造而关
闭，进行了大修。他们承诺最好的修复工作
将在新的一年完成。秋季不会停止表演，因
为剧院艺术总监谢尔盖·科瓦尔奇克在全国
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快修复现代化场地。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我希望我们可以至少
一点点达到全国第一家拥有高科技设备的国
家大型剧院的目标。在修理期间，剧院将在
工会文化宫运作。”
hudruk没有谈论计划，但我们知道一些事
情：
10月，剧院将在克麦罗沃，托木斯克和巴
尔瑙尔举办两场演出—《Sultry Moms》和
《Pan Kohanka》。从9月初开始，白俄罗
斯人民艺术家奥尔加·克莱巴诺维奇作为
导演开始排练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戏剧《卡拉马佐夫兄弟》。本季的另一
个首映预计 -基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
《夏季居民》。瓦伦丁·埃伦科娃将负责
哲学作品《关于生命》，其中一个主要角
色是谢尔盖·切克雷斯，希望他们能在11
月初给我们惊喜。如果舞台在截止期限之
前还没有准备好，应该会在另一个场地进
行首映。

白俄罗斯戏剧剧院

白俄罗斯国家戏剧剧院宣布本年度戏剧季为
友谊之季。早在9月11日，已经为国内戏剧
爱好者上演了新剧Sirozha，开启了纪念Alex
ander Gartsuev60周年季，将这一类剧型定义

为两个时代的生活。第一个时代展现了1980
年，第二个时代反映了2012年的事件。故事
的内容是关于宽恕的必要性，其首映式于7月
举行。9月27日，观众们收到Tatyana Troy
anovich执导的表演《Varyatka》。预计Ekat
erina Averkova，Eugene和Kornyaga也将进行
实验性表演。他们联合演出的首映式定于12
月举行。
而音乐喜剧，我们的国家学术音乐剧院将在
晚些时候开放。10月12日，该剧团将向忠实
观众展示新一季的第一场演出 - 维克多·
列别杰夫的音乐剧《哦，亲爱的朋友！》
，根据盖伊·德·莫泊桑的小说改编。提醒
您：36年前首次展出了这个作品。首席演员
纳塔利娅·盖达随后饰演了玛德琳一角，而
《Dyurua》则由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彼得·
里迪格演唱。
根据传统，剧院将为小部分观众带来欢
乐。12月至1月，接近圣诞假期，将展示两
则故事：来自俄罗斯导演阿纳斯塔西娅·
西拉娃的《新爱美丽历险记》和来自Vale
ria Chigileychik的《Domovenka Kuzi的新冒
险》。

青年剧院

白俄罗斯的荣誉集体 - 新一季青年剧院，如
果一切顺利的话，将根据普利策奖获得者约
翰·帕特里克在秋季的表演呈现戏剧《亲爱
的帕梅拉》。在戏剧界，改剧本被称为《如
何缝制一位老太太》。导演的名字也是众所
周知的 - 来自立陶宛的Algirdas Latenas。

《闷热的妈妈》

《哦，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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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揭示他对灵魂和人类恶习故事的看
法。9月12日，Molodezhka在白俄罗斯青年
作家Vlada Olkhovskaya的神秘喜剧Trickster 
Club首映式开幕，由Andrei Guziy执导。顺
便说一句，在2018年，这部戏剧成为了俄
罗斯当代戏剧国际比赛获奖作品《戏剧时
代》。

年轻观众剧院

第99季于9月16日以节日科幻剧《蓝鸟》在
青年观众剧院开幕。剧院的海报讲述了剧
目的其余部分。

地区

各地区剧院按照他们通常的时间表运作，
并在9月开放。维捷布斯克的雅库布·科拉
斯国家学术戏剧院正在准备三场首映式。
第一部 - 在主舞台上 - 将于11月底由艺
术总监米哈伊尔·克拉斯诺贝耶夫主演，
他将表演古怪喜剧《我的妻子是个骗子》
，在戏剧界很受欢迎。在同一个月，导演
伊琳娜·蒂什凯维奇将转向白俄罗斯经典
作品，并为Jan Borschevsky的小剧《Shlya
khtich Zavalnya》做准备。不久之后，到了
新的一年，人们将期待儿童剧《穿靴子》
。
布列斯特学术戏剧剧院有三件新作品。 9
月，莫吉廖夫木偶剧院的导演伊戈尔·卡
扎科夫来到这座城市，在这里展示了贝托
尔特·布莱希特鲜明而奇特的《小资产阶
级婚礼》。作品名称为Oblomov的表演也
正在制作。导演蒂莫西·伊利耶夫斯基承
诺对伊万·贡查罗夫原创小说作出解释：
主角将出现在不同时期。在新年假期开始
之际，预计会有另一个首映式 - 童话故
事。
莫吉廖夫戏剧剧院当然也少不了首映式。
第一个在十月 - 是基于尤金·施瓦茨的戏
剧的《两个枫树》，由Mikhail Loshitsky执
导。之后是拥有奇特剧名的根据安德烈·
古齐的作品改编的《七个女人的脖子》，
由克劳德·马格尼尔主演。
但正如记者报道的那样，戈梅利州的戏剧
院将不会营业。剧团的春夏日非常繁忙：2
个月内有4场首映！九朵白菊花、我梦中的
鱼、忘了吧？Herostratus，以及儿童剧拯救
闪烁的交通信号灯。新剧院季的剧团将承
担所有这一切。但剧院离不开新作品。剧

院艺术指
导 S e r g e i 
L agutenko
承诺了许多
惊喜：从俄罗
斯和乌克兰邀
请导演，致力于
白俄罗斯解放75
周年的表演。
那么格罗德诺呢？
那里的戏剧剧院表演
已经全面展开，自第73
季开幕以来，8月25日开
始进行首映 - 《金钱就像
下雨》。白俄罗斯共和国荣
誉艺术家、导演谢尔盖·库
里连科将其置于法国剧作家
塞巴斯蒂安·蒂埃里的戏剧
之下。另一场首映于9月1日
举行 - 约翰·普里斯特利
的《时间和家庭》，表现
关于生活的短暂性，关于
与亲人的关系，关于家庭
价值观，以及我们如此重
视的时间。9月的剧目还
包括之前的表演，这些表
演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比如玛丽亚·拉多的悲喜
剧《非常简单的故事》
，阿列克谢·萨拉波夫
斯基的喜剧《诞生》，
罗宾·胡登等人的喜剧
《优雅婚礼》。正如你
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剧
院里有足够的首映式，
表演不仅能让观众感
到愉悦，还能让您进
行认真地思考。

马哈丽娜· 
切尔卡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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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个奇怪的现
象，当一个
人去世后，
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你无
法相信这个
事实。我们

宁愿相信去世的人进入了另
一个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
么大家会这么想：在这个世
界上，一个与你亲近的人再
也看不着遇不着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仍然活在你的
记忆中，偶尔会想起他是多
么有趣，会想想他的什么特
质吸引了自己。 
亚历山大·科斯图琴科于2009
年来到大剧院工作。他创作了
大约15部歌剧和芭蕾舞剧。其
中包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
《皇家新娘》，普契尼的《愁
绪》，麦克白的《纳布科》，
《艾达》，《威尔第》，《灰
色传说》等作品。2011年，科
斯图琴科改编了他的老师——
杰出艺术家耶夫哥尼亚.切马
杜拉的歌剧“艾达”，并在大
剧院成功演出。 
亚历山大·科斯图琴科是经常
被人们谈论的杰出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会
竭尽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
告诉我，有一天他和妻子纳塔
利娅在大剧院表演“天鹅湖”

时，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
在这里工作……”。他如是说
到： 
.- 我觉得这个剧院对我来说
就像爱情和命运。我在70年代
开始学习的第一所艺术学校位
于歌剧院4楼。我在那里受到
了艺术的熏陶。服兵役结束
后，我在一所艺术学校学习，
学习结束后，我带着未来的未
成年妻子来到芭蕾舞团，我们
坠入爱河，当时她17岁，我21
岁。在表演“天鹅湖”的时候
有一种神奇的感觉，我找到了
未来努力的方向，我敏锐地感
受到：这就是我的剧院。他再
次重复：“这个剧院对我来说
就像爱情和命运。” 
为表彰他的高水平创造性成
就，专业技能和发展民族文化
艺术方面的贡献，亚历山大·
科斯图琴科被授予弗朗西斯
科.里纳奖章。他的作品“皇
家新娘”获得了白俄罗斯总统
特别奖。2017年，他凭借弗拉
基米尔·科罗特凯维奇的歌剧
作品“灰色传说”，促进了音
乐艺术的发展，精神价值的提
升，他以重大个人贡献获得了
白俄罗斯国家奖。 
他还是“白通社”编辑委员会
的嘉宾。我们的友谊始于杂志
社成立55周年之际的采访（“
白通社”，第2期-2013年）

。当我的侄女与他的妻子萨
沙.娜塔莉亚成为朋友后，她
建议我们去科斯图琴科的故
居看看，参观一下他当时在明
斯克的生活环境。我是在公寓
楼里长大的。因此，访问任何
一位不住在公寓楼里的人都使
我很感兴趣。对他故居里的院
子，花园，永远记忆深刻。 
我记得我们和娜塔莎一起喝果
茶，以及他们的儿子和萨沙一
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当我
们要离开时，走出门廊时，我
看到萨莎穿着格子衬衫在堆积
木板，木板散发出新鲜的气
味，也许他想在院子里建一些
东西……
我不会将他从白俄微信——“
微备”中删除。我注意到他
在“微备”上的最后一次登
陆时间是8月18日。在休假之
前他来过剧院，虽然他那时
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当时仍然
很乐观。我最近一次是在5月9
日胜利日那天给他发了祝贺信
息。萨沙一如既往得回复：真
诚的感谢我的祝贺。我和我丈
夫在大剧院首映式上开玩笑地
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穿着
燕尾服的格力吉克（大剧院的
总导演），他负责在大厅内迎
接VIP客人，还有萨沙。. 他
每次都会穿一件黑色燕尾服，
配一件耀眼的白衬衫。多年来

亚历山大•科斯图琴
科的爱与命运
白俄罗斯国家大剧院的主要艺术家，带着沉痛的心情向大家讲述他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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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大剧院工作，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他出现在其他剧院
的首映式。他们严格遵守着装
规则。他每次见到我们都会真
诚得迎接我们，并露出迷人的
微笑。他有时还会开玩笑说：
看啊，记者夫妇来了……演出
结束后他都会关心我们是否喜
欢这次的节目。他秉性谦虚腼
腆。8月28日在殡仪馆内为他
演奏了民间安魂曲，他的哥哥
谢尔盖.科斯图琴科谈到他秉
性谦虚腼腆这一特性时，他解
释说:萨沙羞怯中带着幽默。
至于其他人对他的舞台布景
的看法，在我看来萨沙信手拈
来，这不是来自于自负，而是
来自于自己的职业信心。 
他在鼎盛时期去世，享年62
岁。亚历山大·科斯图琴科的
最后一部作品是奥丽格·卡斯
托的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
娜”的布景设计。首映式定在
11月14日，布景正在制作中。
他还为保加利亚索菲亚国家歌
剧院准备了黑桃皇后的布景。
科斯图琴科的初级助手向我解
释，他不知道布景是否已经完
成。他们的团队中有五个年轻
有才华的成员，他们分别是制
作设计师叶卡捷琳娜.布尔格
卡，艺术家叶卡捷琳娜.式马
诺维奇，艺术家娜塔莎.士布
卡，设计艺术家内莉.里皮娜
和模特谢尔盖.必洛夫。团队
中的每个人都有与团队领导萨
沙沟通交流的经历。正如叶卡
捷琳娜.式马诺维奇告诉我的
那样，他们非常喜欢并尊重
萨沙。除了这些想表达的还有
很多，但太多感情被眼泪阻止
了。毕竟，他总是保护他们，
支持并帮助团队中的每一位成
员。即使因计算错误而受到指
责，成员也不会埋怨他，因为
团队中的每位成员意识到在他
们面前的是一位大师，一位老
师，一位善良的人。顺便说一
下，在告别会上，有一百多人
来为他送行，我想他们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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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都有与大师接触过的经
历。 
作为一名歌剧艺术家，他知道
舞台空间的重要性。他在以下
解释了舞台设计师学会倾听的
重要性： 
— 如果内心没有空间感，艺
术家注定是失败的。我工作开
始前，会首先要了解舞台，我
会在礼堂里站大约十五到二十
分钟，感受一下大厅的容量。
有时候，我站在大厅中，什么
都感觉不到。某些时候会突现
灵感！ 
大剧院指挥，白俄罗斯荣誉艺
术工作者尼古拉·科利亚在哀
悼会上说，在剧院里，他留下
了心灵与灵魂的一部分。他的
灵魂就像一个纯粹的源泉，许
多人从那里获得了勇气，力量
和乐观。以下是白俄罗斯国家
艺术家亚历山大·鲍里斯·卢
岑科的回忆。他是国家艺术戏
剧院的艺术总监，当时科斯图
琴科在那里担任首席艺术家，
在舞台设计师的职业生涯中占
据了一席之地。 
他们连续五年与科斯图琴科一
起工作。 
当然，我们很羡慕他能进入歌
剧院工作。他在歌剧院表现出
更强大的能力和才华。当我看

到“灰色传说”时，不仅音乐
很动听，不仅演员们的表演很
精彩，快速切换的舞台布景也
特别精美。萨沙对歌剧布景的
操作了如指掌，这种以音乐为
背景更换布景的效果是惊人
的。我认为他是歌剧布景的作
曲家！ 
他曾被邀请到库巴拉斯克剧
院，维捷布斯克的卡拉萨夫斯
科剧院，索菲亚歌剧院和俄罗
斯的许多剧院进行表演。顺便
说一句，目前为止，他的歌剧
布景仍在高尔基剧院使用…..
我记得亚历山大告诉我，在这
个剧院工作数年后，他已经成
长了很多…..除了路特森卡导
演，他还与许多著名导演合作
过，特别是莫德斯特.阿布拉
莫夫，维塔丽.布卡夫斯科，
维塔斯.叶琳卡瓦等。他总共
在白俄罗斯和邻国举办了50多
场戏剧表演。他与大剧院米哈
伊尔·潘贾维泽导演一起完成
了最好的歌剧表演。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手
中拿着橡皮泥并雕刻，因为他
无法摆脱心爱的职业，“大剧
院的第一副院长弗拉基米尔·
莱拉科的眼泪汪汪地说道。 
以下关于科斯图琴科的内容
可以在剧院官网上看到：他

为表彰他的高水平
创造性成就，专业
技能和发展民族文
化艺术方面的贡
献，亚历山大·科
斯图琴科被授予弗
朗西斯科.里纳奖
章。他的作品“皇
家新娘”获得了白
俄罗斯总统特别
奖。2017年，他凭
借弗拉基米尔·科
罗特凯维奇的歌剧
作品“灰色传说”， 
促进了音乐艺术的
发展，精神价值的
提升，他以重大个
人贡献获得了白俄
罗斯国家奖。 

表演《阿纳斯塔西娅》首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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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58年2月9日出生在维士
涅夫村的一个教师家庭，但
明斯克成为了他的第二故
乡。他从艺术学校毕业后去
了阿列克谢格列博夫学院，
正如亚历山大不止一次承认
的那样，这个职业成了他的
生命……他的老师们耶夫格
尼.切马杜拉，马伊.当奇格
等唤醒了他创作，工作的欲
望。从白俄罗斯国家剧院和
艺术学院毕业后，科斯图琴
科在音乐剧院工作……他工
作的时候非常注重原则性。 
一些导演可能会说很难与科
斯图琴科合作，但同时也非
常有趣。在他的作品中，作
者的身份像是一位画家，以
及一位具有极其丰富艺术想
象力的优秀发明家。他爱白
俄罗斯和他的家乡明斯克。
同时他无限热爱生活，是一
位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主义
者。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很
喜欢这个剧院并且专注于
此……
我很清楚得记得他是如何解
释为什么他喜欢这些色彩：
— 我要去上班，去描绘黎
明，家里和日落……
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柔和的
色彩，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饱
和度和亮度没有那么强。最
重要的是，即使是低沉的色
调，也是很干净的颜色。 
奇怪的是：虽然他已经离
世，但你无法相信这个事
实，你觉得他还活着。此
外，我们等待着中国京剧“
杨家将”在白俄罗斯大剧院
的演出。演出开始前，我会
看着大厅的入口，似乎我们
的萨沙会走向我们……
但他现在在一个不同的空
间。他在那里如何？没有人
知道。我相信：无论他在哪
里，都能创造出更多纯洁和
光明。因为创造力并没有结
束。 

瓦琳吉娜·日单诺维奇

《村镇的荣誉》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灰头发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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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你们在塞格
德举行的世界皮划艇
锦标赛中取得好成
绩，在那里你们获得
了14枚奖牌，其中6枚
是金牌。白俄罗斯国
家队再次被认定为这
项运动的世界领先球
队之一。这得益于运
动员，教练和专家的
高度专业精神和辛勤
工作，——国家元首
强调。

奥
莉加·克里莫娃、
奥列格·尤里亚、
斯坦尼斯拉夫·迪
内科、德米特里·

纳迪克、叶莲娜·纳斯特莉
娃都达到了顶峰。奥莉加·
胡登科和玛琳娜·利文查克
两次获得冠军。这本身就是
一种收获——让运动员和他
们的教练得到无尽的赞美。
事实上，至少有五个原因可
以解释为什么在匈牙利结束
的世锦赛成为了白俄罗斯皮
划艇国家队的标志性比赛。

史上最好成绩

事实上，白俄罗斯皮划艇
队——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作为
世界品牌。甚至，必须承认，

我们已经忘记了每一个奖项背
后的点点滴滴，他们在河流和
运河上多年的努力付出。我们
的男孩和女孩在顶级比赛中看
起来很自信。但即便如此，目
前的结果也是独一无二的。
白俄罗斯皮划艇运动员从来没
有拿过这么多奖牌，包括世锦
赛上。在此之前，该记录发生

前进，只有前进！
szEGEd2019.CoM

皮划艇和赛艇世界锦	
标赛奖牌榜

国家 总共

1 白俄罗斯 6 4 4 14

2 德国 6 4 1 11

3 匈牙利 5 4 3 12

4 中国 4 0 1 5

5 俄罗斯 2 3 1 6

白俄罗斯代表队在塞格德举行的皮划艇和赛艇世锦赛中排名奖牌榜第一。 
恭喜总统派出的国家队。

54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C
A

n
o

Ei
C

f.
C

o
M

C
A

n
o

Ei
C

f.
C

o
M

C
A

n
o

Ei
C

f.
C

o
M

在2015年。在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前夕，白俄罗斯队从米兰获
得了10枚奖牌，其中一半是金
牌。在此之前，我们的队员已
经8次没有登上过领奖台了，而
在此背景下，目前的成功——
将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带来真
正的突破和更强的竞标！

追逐匈牙利队

白俄罗斯队与匈牙利队有着
一段历史悠久的积怨。首
先，这些运动员——他们是
皮划艇运动的佼佼者。光荣
的传统(自1954年以来，这支
队伍很少在世界锦标赛上失

去金牌)，得到了世界上广泛
的粉丝支持，得到了国际皮
划艇联盟的权威认定。匈牙
利队感受到了失败的痛苦。
在2015年世界杯之后，许多
人甚至将白俄罗斯队的压力与
匈牙利队的失败以及在奥运会
上没有获奖的担忧联系起来。
这些激烈的争论不知何故消退
了，但竞争却变得更加尖锐。
而现在——白俄罗斯队在塞格
德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取得了
胜利，而主场匈牙利队在奖牌
榜上却排名第三。

Elena Nozdreva获得500米金牌和200米铜牌

Olga Khudenko 

和Marina Litvinchuk 

在200米双人皮划艇、 

奥运会项目500米双人皮划艇比赛中获胜

Dmitry Natynchik和

Stanislav Dayneko在双

人皮划艇500米比赛中第

一个冲过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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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前景
世界皮划艇锦标赛共有项目30
种。其中12个单项。运动员们
将在东京奥运会上争夺奖牌。
在那里，人们已经尝试预测这
一比赛的结果。在这里，我们
有获得过5枚奖牌白俄罗斯赛
艇运动员，他们是玛琳娜·利
文查克赫尔奥莉加·胡登科。
在胜利的喜悦之后，肯定会有
很多话题需要讨论。塞格德世
界锦标赛清楚地展示了我们两
位皮划艇运动员的奥运前景，
他们也有能力带领其他两名队
员（娜杰日达·莉莉什科和玛
格丽特·马赫尼娃）登上东京

的领奖台。在匈牙利，我们的
队员距离胜利不到一秒钟。 
我们在该项目的奥运会比赛中
没有更多的金奖。但从在塞格
德的表现来看，白俄罗斯队是
有美好前景的。例如，在200
米比赛中只以0.29秒的劣势输
给了的美国人内文·哈里森的
叶莲娜·诺斯特罗娃。在双人

赛艇比赛中以压倒性优势战
胜中国队和匈牙利队的奥莉
加·克里莫娃和娜杰日达·
马卡琴科。此外，目前其他
与他们成绩接近的队员没有
出场资格。

年轻的希望

最后，最有趣的部分。关于主
教练弗拉基米尔·尚塔罗维奇
的经验和体育鉴别力已经说了
很多。本届世界杯再次证实了
我们队长的洞察力。在白俄罗
斯队赢得的14个奖项中，有4
个是赛艇项目。这项运动直到
几年前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
在东京首次亮相，在国际奥委
会宣布决定之前就已经认真考
虑了这一项目的发展。白俄罗
斯就是其中之一。在塞格德举
行的世界锦标赛上，我们的队
伍中有很多年轻人。26岁的尼
克特·鲍里科夫在赛艇比赛中
获得银牌，他与同为21岁的德
米特里·纳迪克、斯坦尼斯拉
夫·迪内科一起获得了冠军。
维塔利·奥塞茨基和安德烈·
博格达诺维奇、叶夫根尼·坦
格尔以及马克西姆·克里斯科
一同在四人赛艇比赛中获得第
三名，她们都是18岁。塞格德
河道上的其他运动员也很年
轻。叶莲娜·诺斯特罗娃和娜
杰日达·马卡琴科是20岁，奥
莉加·克里莫娃23岁。皮划艇
的标准就是年轻。女孩们已经
跨过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的领奖
台上登上了世锦赛的领奖台，
她们已经自信地在精英中占据
了一席之地。

德米特里·科马什科

皮划艇运动员Olga Klimova赢得5000米金牌

白俄罗斯国家队历届世锦赛最佳成绩
14枚奖牌—2019年，匈牙利塞格德;
10枚奖牌— 2015年，米兰 (意大利);
8枚奖牌—2018年，蒙特莫尔—维洛 (葡萄牙)，2014年，莫斯科 
(俄罗斯)，2011年，塞格德 (匈牙利);
7枚奖牌—2009年，加拿大达特茅斯，2010年波兹南（波兰）；
6枚奖牌—2017年，瑞斯（捷克）。

Oleg Yurenya在5000米单人比赛中第一个超过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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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这位著名政治家Leo Sapege，人们还有幸记得在斯洛尼姆立陶宛大公国规章曾在此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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