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10期

政治. 经济. 文化
belarus

合作伙伴和朋友	
在日托米尔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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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ятніца, 13 верасня, 2019 

ПомнікСапегу

іпаланэзАгін
скага

Пер
ад

тым
, як

 бы
ць

уга
на

рав
аны

мі
на

гал
оўн

ай
сцэ

не

свя
та

пісь
мен

ств
а ў

 С
лон

іме
,

літа
рат

ары
 на

вед
аліс

я ў
 Ж

ы

ров
ічы

, дз
е х

утк
а б

удз
е а
дзн

а

чац
ца

500
год

дзе
 з
асн

ава
ння



Свя
таУ

спе
нск

ага
Жы

ров
іцк
ага


ман
аст
ыра

і55
0го

ддз
еяў

лен
ня

Жы
ров

іцк
айі

кон
ыБ

ожа
йМ

аці.


Пас
ля
соц

ень
кіл

аме
тра

ўв
анд



рав
анн

яўу
свя

тое
ме

сца
пат

ра

піл
іўд

зел
ьні
кім

іжн
аро

дна
йн
а

вук
ова

асв
етн

іцк
ай

экс
пед

ыцы
і

“Да
рог

ада
Св

яты
няў

”.С
юды

ж

для
 су

стр
эчы

 за
 мі

жна
род

ным


кру
глы

м
ста

лом
 “

Ма
ста

цка
я

літа
рат

ура
як

шл
яха

дзін
да

ад

наг
о”

з’ех
аліс

я і
пісь

мен
нік
і з

14к
раін

све
ту.

Дал
ей

у п
раг

рам
е зн

ачы
ўся



Сло
нім

. Т
ой

віта
ў т

вор
цаў

 як


сва
іх г

еро
яў.

У г
эты

м н
евя

ліч


кім
гор

адз
еГр

одз
енш

чын
ыг
ос

ці а
дра

зу
апы

нул
іся

ў э
піц

энт


ры
ўсе

агу
льн

айп
ера

дсв
ято

чна
й

узр
уш
ана

сці
ілю

дск
ой

міт
усн

і.

Мя
сцо

выя
ган

для
ры

яшч
эзр

ан

ку
час

тав
алі

іх с
мач

ным
і ст

ра

вам
і і

 н
апо

ямі
. “

Гро
дзе

нск
ія

пад
вор

кі”
нап

ера
бой

 за
зыв

алі

да
сяб

е з
 да

пам
ога

й н
аро

дны
х

муз
ыка

ўіс
пев

ако
ў.А

нар
одн

ыя

ўме
льц

ы
ў б

ела
рус

кіх
стр

оях


пра
пан

оўв
алі

сва
евы

раб
ы.А

д

нак
 мн

огія
 з

пры
езд

жы
х с

пя

шал
іся

на
пер

шу
ю ў

рач
ыст

ую

цыр
ым
оні
юк

аля
 по

мні
ка
Льв

у

Сап
егу.

 Зн
аём

ств
а з

 го
рад

ам
і

яго
 гіс

тар
ычн

ым
і ву

ліц
амі

 па


чал
ося

.

Ску
льп

тур
а

Льв
а

Сап
егі

(15
57–

163
3),
дзя

ржа
ўна

гаі
вай



ско
ваг
ад
зея
ча
Вял

ікаг
аК

няс
т

ва
Літ

оўс
каг
а,

узв
ыш

аец
ца

на
адн

ой
з п
лош

чаў
 не

пад
алё

к

ад
Сло

нім
ска

га
дра

мат
ычн

ага


тэа
тра

.П
аза

дум
еаў

тар
аўп

ом

нік
а (с

кул
ьпт

ара
ў Ів

ана
М
іско

,

Ула
дзім

іра
Піп

іна
іСя

рге
яЛ

ог

він
а)г

етм
анв

ялік
ілі
тоў

скі,
як

і

нек
аль

кіс
таг
одд

зяў
там

ун
аза
д,

зго
дна

сцю
тры

мае
ўп

рав
айр

у

цэ
гет
ман

ску
ю б

ула
ву,

а ў
 ле



вай
—

ліст
Тр

эця
гаС

тат
ута

Вя


ліка
гаК

няс
тва

Літ
оўс

каг
а.

Лю
дзі

піл
ьна

 ўг
ляд

аліс
я ў



яго
по

ста
ць,

ан
ека
тор

ыя
нав

ат

ста
рал

іся
зазі

рну
ць

у л
іст,
 як

і

ён
тры

мае
ўр

уцэ
.Іў

пэў
нів
алі

ся,
што

там
зам

аца
ван

ын
орм

ы

пра
ва
158

8 г
ода

. Та
кая

 вя
ліка

я

ўва
гад

аас
обы

вы
даў

ца
Ста

ту

таВ
ялік

ага
Кн

яст
ваЛ

ітоў
ска

га

ў с
лан

імч
ан

мае
 св

ае
пры

чы

ны.
Ук

анц
ыX

VІ
ста

год
дзя

Ле
ў

Сап
ега
 бы

ў с
тар

аст
ай

гор
ада



Сло
нім

а і
шм

ат з
раб

іў д
ля

яго


рос
квіт

у. М
ена

віта
 пр

ы С
апе



гуС
лон

іма
кты

ўна
ра
звів

аўс
яі

ста
ўц

энт
рам

 ган
длю

 і р
амё

ст

ваў
.Пр

ыім
уг

ора
дзе

над
Ш
ча

рай
 уз

нік
 пе

рш
ы
тка

цкі
 цэ

х,

был
а п

абу
дав

ана
 ра

туш
а, м

ас

ты,
 пр

акл
адз

ены
 ву

ліц
ы.

Па

вод
ле

хад
айн

іцтв
а Л

ьва
 Са

пег
і

ў 1
591

 го
дзе

 го
рад

у п
рыс

воіл
і

Ма
гдэ
бур

гск
аеп

рав
а,п

ада
рав

а

ліг
ерб

,на
які

мн
ама

ляв
аны

леў


зза
лат

ой
стр

ало
й.➔

 Ст
ар. 3

НаМаскоўскайміжнароднай

кніжнайвыставе-кірмашы

адбыласяўрачыстаяцырымонія

ўзнагароджанняпераможцаў

XVIМ
іжнароднагаконкурсу

дзяржаў-удзельніцСНД

“Мастацтвакнігі”
.Н

ашысуайчыннікі

вярнулісянарадзіму

зГран-прыконкурсуід
ыпломамі.

Гра
нп

ры
кон

кур
су
ўда

сто
ена

 эн
цы

кла
пед

ыя
“Ян

ка
Куп

ала
” ў

 тр
ох

там
ах,

яка
яв
ыйш

ла
ўв

ыда
вец

тве
“Б

ела
рус

кая


Энц
ыкл

апе
дыя

 ім
я П

.Бр
оўк

і”.
У к

нізе


рас
каз
вае

цца
 пр

а ж
ыцц

ё і
 тв

орч
асц

ь

кла
сіка

бел
ару

ска
йлі

тар
ату

ры,
зро

бле
ны

ана
ліз

усіх
 яго

 па
эты

чны
х, п

раз
аічн

ых,


пуб
ліц
ыст

ычн
ых

і
дра

мат
ург

ічн
ых

тво
раў

. А
дна

час
ова

 эн
цык

лап
еды

я р
ас

кры
вае

 в
обр

аз
нар

одн
ага
 п

есн
яра

 ў


бел
ару

скім
кін

оі
тэа
тра

льн
ым
ма

ста
цт

ве,
жы

вап
ісе,

літ
ара

тур
ы.Д

ляз
аме

жны
х

чыт
ачо

ў б
удз

е ц
ікав

ым
 да

вед
ацц

а, ш
то

ў п
ерш

ым
 то
ме

кні
гі а

соб
на

выл
уча

ны

тэм
ы“

Арм
янс

кая
літ

ара
тур

а і
Янк

аК
у

пал
а,“

Анг
лам

оўн
ыс

вет
іЯ

нка
Ку

пал
а”,

“Аз
ерб

айд
жан

ска
ялі

тар
ату

раі
Ян

каК
у

пал
а”д

ыін
шы

я.

Бел
ару

скія
 вы

дан
ні а

тры
мал

і та
кса

ма

пер
шы

ям
есц

ыў
вас

ьмі
зд

зеся
ціа

стат
ніх


нам
інац

ый
кон

кур
су.У

дзв
юх

нам
інац

ыях


ім
пры

суд
жан

а д
руг

ое
і тр

эця
е м

есц
ы.

Нап
рык

лад
, у

 на
мін

ацы
і “

Адд
рук

а

ван
аў
Са

дру
жна

сці”
бы

ўв
ысо

каа
цэ

нен
ы м

аст
ацк

ап
аліг

раф
ічн
ы ў

зро
вен

ь

кніг
і “

Поч
тов

ые
мар

ки
Рес

пуб
лик

и

Бел
ару

сь”
.Кн

ігу
“Бе

лар
усь

.П
уть

вк
ос

мос
” п

рыз
нал

і ле
пша

й с
яро

д н
аву

ков
ых

выд
анн

яў.
Ды

пла
ман

там
і ко

нку
рсу

 ст
алі

дзе
вяц

ь б
ела

рус
кіх

кніг
.Ус

яго
 на

 ра
хун



ку
айч

ынн
ых

выд
аўц

оў
20

дып
лом

аў.

Кон
кур

с “
Ма

ста
цтв

а к
нігі

” п
рах

одз
іць

з 2
004

 го
да.

Сёл
ета

 на
 ко

нку
рсе

 бы
ло

пра
дст

аўл
ена

 80
 вы

дан
няў

 з
7 к

раін


СН
Д:
Азе

рба
йдж

ана
,Бе

лар
усі,

Ка
захс

та

на,
Кы

ргы
зста

на,
Рас

іі,
Тад

жы
кіст

ана
 і

Тур
кме

ніст
ана

.

На
XX

XII
Ма

ско
ўск

ую
між

нар
одн

ую

кні
жну

юв
ыст

аву
кір

маш
Бел

ару
сьб

ыла


зап
рош

ана
 ў

яка
сці

ган
аро

ваг
а г

осц
я.

Бел
ару

скі
пав

ільё
н с

ёле
та

зай
маў

 са


мую
 вя

ліку
ю п

лош
чу

—
кал

я 2
22

ква


дра
тны

хм
етр

аў.
Бел

ару
сы

пра
дст

аўл
ялі

нек
аль

кіт
ыся

чн
айм

енн
яўк

ніг.
Ся

род
іх

был
а м

аст
ацк

ая,
нав

уко
вап

апу
ляр

ная
,

гіст
ары

чна
да
кум

ент
аль

ная
 лі

тар
ату

ра,

энц
ыкл

апе
дыч

ныя
да
вед

нік
іін

аву
чал

ь

ныя
 кн

ігі,
мал

яўн
ічы

я ф
ота

аль
бом

ы і


інш
ыя

выд
анн

і.

Віта Зоры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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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3
605) l

 

 

 

 l
 п

ятніц
а, 13 Верасня, 2019

Велічнасць 

Берасцейскай 

Бібліі

Стар.  7

Яўг
ен

 П
Ясец

к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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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
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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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ано
ўны

яся
бры

!

Шчыр
а

віт
аю

гас
цей

 і

ўдз
ель

нік
аў

Дня
 б
ела

рус
каг

а

піс
ьме

нст
ва.

Свя
точ

ную
эст

афе
ту

сёл
е

та
гас

цін
на
пры

мае
Сл

оні
м—



адз
ін

са
ста

раж
ыт

ней
шы

х

гар
адо

ў Б
ела

рус
і, я

кі
за

сва
ё

шм
ат
вяк

ова
еіс

нав
анн

ен
еад



ной
чы

гер
аіч
на

пер
аад

оль
ваў



сур
овы

я в
ыпр

аба
ван

ні.
Ён

за

хав
аў

гіст
ары

чны
я к

ара
ні

і

цяп
ер

гар
ман

ічн
а с

пал
уча

е ў


абл
ічч
ым

інул
аеі

суч
асн

асц
ь.

Вял
ікая

мі
сія

Дня
піс

ьме
н

ств
а—

аб’
ядн

оўв
аць

усі
хбе

ла

рус
аўс

вет
у,п

ера
дав

аць
но
вым



пак
але

ння
м

літ
ара

тур
ныя



і м
аст

ацк
ія

ска
рбы

 на
ша
га

нар
ода

, л
юбо

ў д
а м

ат
чын

ай

мов
ы,

вых
оўв

аць
 бе

раж
лівы

я

адн
осін

ыд
ап
омн

ікаў
даў

нін
ы,

сад
зей

ніч
аць

 ум
аца

ван
ню
 па



чуц
ця
гон

ару
за

Рад
зім

у.

Гэт
аўр

ачы
ста

есв
ят
аза

й

мае
 па

чэс
ную

 па
зіцы

ю
сяр

од

важ
ней

шы
х п

адз
ей

кул
ьту

р

наг
а ж

ыцц
я к

раі
ны

і з’
яўл

я

ецц
ад
обр

ай
наг

ода
йя

шч
эра

з

звя
рну

цца
да

сп
рад

веч
ных

на


цыя
нал

ьны
хт

рад
ыцы

йі
асэ

н

сав
аць

 іх
мес

ца
ўц

япе
раш

нім


час
е.
Сар

дэч
на

жа
даю

 ўс
ім

но

вых
цік

авы
хсу

стр
эч,

плё
нна

й

пра
цы

іт
вор

чаг
ан
ат
хне

ння
.

Прэ зі д
энт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е ла русь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1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27 верасня, 2019 

Каб лепш ра зу мець, што і 

дзе ля ча го ро біц ца да 75‑год дзя 

Вя лі к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да вай це па‑

раз ва жа ем.75 га доў — не ма лы час у ча‑

ла ве чым жыц ці. 75 га доў — ім‑

гнен не ў да ло нях Веч нас ці.

Мно гае ў на шым жыц ці за‑

ле жыць ад та го, які пункт ад лі ку 

мы вы бі ра ем. Якія каш тоў нас‑

ці спа вя да ем. У тра ды цый ным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све та по гля дзе ёсць 

мес ца куль ту прод каў, ге ро яў, 

вя лі кай па ва зе да тых, хто быў 

да нас, і дзя ку ю чы ка му ёсць мы 

ў гэ тым — бе лым! — све це.

З га да мі ўсё больш ра зу ме‑

еш, якую смя рот ную не бяс пе‑

ку для цы ві лі за цыі ня суць ідэі, 

які мі кі ра ва ла ся ня мец ка‑фа‑

шысц кая элі та, раз вяз ва ю чы ве‑

лі зар ную — су свет ную! — вай‑

ну, зні шча ю чы міль ё ны лю дзей: 

у імя сва ёй “свет лай бу ду чы ні”. 

І ка лі нех та ка жа, што ідэі не ма‑

юць сі лы — той, му сіць, хлу сіць 

аль бо па мы ля ец ца. Бо як там 

у кла сі ка: “Ідэя ста но віц ца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ай сі лай, ка лі яна ава‑

лод вае ма са мі”.
Гэ ты тон кі пе ра ход сіл‑суб‑

стан цый ду хоў ных у сі лы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ыя — не ма лая та ям ні ца. 

Як для вер ні каў, так і для фі ло‑

са фаў, а ў на шым ча се, пэў на ж, 

і для на ву коў цаў, псі хо ла гаў, са‑

цы ё ла гаў, па лі то ла гаў, ды й па‑

лі ты каў. Коль кі трэ ба ма лень кіх 

“ге не ра та раў дум кі”, на стро е‑

ных ва ўні сон, каб вы пра ца ваць 

ра зам штось ці тон ка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ае, што ўплы вае на свет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ы? А як за рэ гіст ра ваць, 

вы ме раць ня ўлоў ную віб ра‑

цыю, ток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ай сі лы”? 

А ў яго ёсць по люс насць? Да бро 

і лі ха? Не сак рэт, бы вае ж па яд‑

нан не ду мак — з роз ны мі мэ та мі. 

Зрэш ты, у тон ка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ым 

све це вель мі лёг ка “збі ва юц ца 

на строй кі”, па прын цы пе: ха це‑

лі зра біць як лепш — атры ма ла‑

ся як заў сё ды…
У Еван гел лі, зга да ем, ёсць 

раз ва га‑сцвяр джэн не: “Дзе двое 

ці трое са бра ны ў імя Маё — 

там і Я па ся род іх”. Мо жа гэ та 

як раз пра тое, як дум ка “ава‑

лод вае ма са мі”? На шы прод кі, 

пэў на ж, ве да лі як пра вя лі кую 

каш тоў насць су поль най пра‑

цы (та ла ка), так і пра моц су‑

поль най ма літ вы: дзе ля та го ў 

тым лі ку, пэў на ж, і ўзво дзяц‑

ца хра мы. Та му вель мі сім ва‑

ліч на, што ў пра ек це “У сла ву 

агуль н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ак тыў на 

ўдзель ні чае пра ва слаў ная царк‑

ва. На га да ем, пра ект анан са ваў 

Прэ зі дэнт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ў ча се ўра чыс тай цы ры мо ніі, 

пры све ча най 74‑й га да ві не Пе‑

ра мо гі (“Па мя таць. І дзя цей на‑

ву чаць” — ГР, 16.05.2019). На‑

ста яль нік Усіхс вяц ка га пры хо да, 

про та і е рэй Фё дар Поў ны ад зна‑

чыў глы бі ню й маш таб насць но‑

ва га пра ек та. На дум ку свя та ра, 

Бе ла русь заў сё ды вы зна ча ла ся 

мі ра люб ствам, яна тра ды цый‑

на мае па яд наль ны па ча так. І, 

рэа лі зу ю чы пра ект, мы зноў 

па ка жам све ту, хто мы ёсць — 

не па хва ля ю чы ся, а з год нас цю, 

з усве дам лен нем ся бе як на ро да, 

як на цыі.Ця пер да па тры я тыч най ак‑

цыі, якою ру піц ца Бе ла рус кі 

цэнтр ду хоў на га Ад ра джэн ня, 

шы ро ка да лу чы ла ся мо ладзь. 

Та кім чы нам ства ра ец ца но вая 

куль ту ра па мя ці пра Вя лі кую 

Ай чын ную: праз уве ка ве чан не 

ў хра мах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а зна‑

чыць, і ў ма літ вах шмат лі кіх 

свя та роў і вер ні каў) ім ёнаў ге‑

ро яў, вя до мых і не вя до мых, што 

ад да лі жыц ці за Ра дзі му. Та кім 

чы нам ад бы ва ец ца свое асаб лі‑

вае па яднан не — праз на шую 

ак тыў ную дум ку, па мяць — 

зям лі (зям ных подз ві гаў ге ро яў) 

і Не ба (Веч нас ці). Пер шы этап 

ак цыі — збор зям лі ў спе цы яль‑

ныя кап су лы ды пад рых тоў ка 

гіс та рыч ных да ве дак з тых мес‑

цаў во ін скай сла вы — раз гор тва‑

ец ца па ўсёй Бе ла ру сі. Мі тын гі, 

па ве дам ля юць СМІ, прай шлі 

на Ві цеб шчы не, Го мель шчы не, 

Брэст чы не, Ма гі лёў шчы не.

Сі ла вое по ле па мя ці, энер гія 

ду мак вель мі ўплы ва юць на на‑

шае паў ся дзён нае жыц цё.

Пра ход ак цыі мы бу дзем 

рас каз ваць. Спа дзя ем ся, да яе 

да лу чац ца і бе ла ру сы за меж жа.

Іван Ждановіч

Пабачыла свет новая кніга 

паэзіі, прозы, пераклада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пісьменніцы 

іспанскага паходжання 

Анхелы Эспіносы Руіс 

“Колер крылаў” Кні га вый шла ў мін скім вы да вец тве 

“Кні га збор” (2019). Кож ны чы тач зной‑

дзе ў ёй неш та ці ка вае для ся бе, а мя не 

най больш ура зіў за вяр шаль ны раз дзел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я пе ра кла ды”. У ім — шэ‑

раг пе ра ўва саб лен няў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ую 

мо ву паэ тыч ных тво раў з роз ных мас‑

тац кіх пра стораў све ту: Банг ла дэша, Вя‑

лі ка бры та ніі, ЗША, Іс па ніі, Поль шчы, 

Ра сіі, Чы лі, Чэ хіі, Япо ніі. Дзе вяць кра‑

ін, адзі нац цаць аў та раў... Паэ ты роз ных 

па ка лен няў: Ра бінд ра нат Та гор, Ге ры 

Гельд, Пі тэр Удэл, Боб Ды лан, Фе дэ ры‑

ка Гар сія Лор ка, Лу іс Сэр ну да, Збіг неў 

Гер берт, Свя та слаў Ло гі наў, Па бла Не‑

ру да, Яра мір Но га ві ца, Чы ка Са га ва...

“Ка лі б ча ла век мог ска заць пра тое, 

што ка хае,/ Ка лі б ча ла век мог пад няць 

сваё ка хан не да не ба,/ Быц цам хма ра 

ў мо ры свят ла;/ Ка лі б, як сце ны, якія 

зваль ва юц ца,/ Каб па ві таць праў ду, якая 

па ды ма ец ца па ся рэ дзі не,/ Ча ла век мог 

бы зні шчыць сваё це ла/ І па кі нуць толь‑

кі праў ду пра сваё ка хан не,/ Праў ду пра 

са мо га ся бе,/ Якая на зы ва ец ца не сла вай, 

пос пе хам аль бо ам бі цы яй,/ А ка хан нем 

аль бо жа дан нем”, — паў та рае сле дам за 

Лу і сам Сэр ну дам Ан хе ла Эс пі но са Ру іс, 

якая прый шла ў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е мо ра з Іс па ніі. Пры чым (о цуд!) зу сім 

не чу жа зем кай ака за ла ся ў кос ма се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сім ва лаў і воб ра заў. ➔
 Стар. 4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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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д гітару, 

ля нач ных 

вог ні шчаўСтар.  8

Кіно, 

якое па-над 
межамі  Стар. 5

БЕ
ЛТА

БЕ
ЛТА

З пе сень 
“Спад кі” 

на ра дзі лі ся Стар. 6

сябРы белАРусі

Зямля і Неба вечнай Памяці

светАПогляд

У Беларусі з верасня пачалася Міжнародная патрыятычная акцыя  “У славу агульнай Перамогі!”

Рэчыца. Парк Перамогі. Капсулу з зямлёй рыхтуюцца перадаць у крыпту Храма Усіх Святых.

Ка лі б ча ла век мог ска заць...

Вечны агонь — сімвал нашай памяці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11 кастрычніка, 2019 

Як “рас шыф ра ваць” Жы то
мір… Хоць і ве даю амаль на
пэў на, ды звя ра ю ся. Жито ва 
ўкра ін цаў — гэ та жы та, сло ва 
мір — так са ма зра зу ме лае без 
пе ра кла ду. У го ра дзе з та кой 
жыц це сцвяр джаль най наз вай 
(бо жыц цё і жы та — з ад на го ж 
ко ра ня…) пра хо дзіў на па чат
ку каст рыч ні ка Дру гі фо рум 
рэ гі ё н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ды Укра і ны. 
Зрэш ты, і са мі ж на ро ды — з ад
на го ро дуко ра ня. Праў да, сон
цацяп ла ў шы ро тах паў днё вых 
на шых су се дзяў трош кі больш, 
а зна чыць — і га рач нас ці ды эма
цый нас ці ва ўкра ін скіх на ту рах, 
пэў на ж, так са ма. Тое, да рэ чы, 
ма гу за свед чыць на ўлас ным 

до све дзе, ма ю чы жон куўкра ін
ку з Хар каў шчы ны.

Не як дып ла мат Ва лян цін Вя
ліч ка, да ючы нам з ёй ін тэр в’ю 
ў Кі е ве (свет лая па мяць муд ра
му Ва лян ці ну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ві чу: 
шмат ён зра біў на ка рысць бе
ла рус каўкра ін ска га сяб роў ства 
на па са дзе Ам ба са да ра Бе ла ру сі 
ва Укра і не) жар та ваў: дзе ў бе ла
ру саў Поў дзень — ва ўкра ін цаў 
Поў нач. Вя до ма ж, меў на ўва зе 
геа гра фію, а не роз насць све та
по гля даў. За са вец кім ча сам Вя
ліч ка пра ца ваў як раз на Го мель
шчы не, там Укра і на па су сед стве. 
Мя жы не бы ло — СССР, лю дзі 
“ра дзі ча лі ся”: ты ся чы, дзя сят
кі ты сяч бе ла рус каўкра ін скіх 

сем’ яў свед чаць пра крэў ную 
род насць. Ва лян цін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віч рас ка заў анек дот з са вец ка га 
ча су. У Чар ні гаў скую воб ласць 
тэ ле фа ну юць з Кі е ва ўвес
ну: ча му не се е це? Дык мы ж 
на поў на чы, за ўва жа юць ад каз
ныя та ва ры шы. “А ча му га мяль
ча не ўжо се юць?” — “Та яны ж 
на поўд ні!”. (Гл.: “Ты ся чы кі ла
мет раў доб ра су сед ства”. — ГР, 
23.05.2013).

Быц цам і ня шмат ча су прай
шло з тае су стрэ чы, а коль кі 
ўся го пе ра мя ні ла ся ва Укра і не: 
май да ны, Крым, і вай на ідзе 
ў Дан ба се… На пя рэ дад ні Фо ру
му рэ гі ё наў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су стра каў ся з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а мі 

най буй ней шых укра ін скіх СМІ 
ў Мін ску, і ўпер шы ню то быў 
фар мат да вер лі вай гу тар кі. Знай
дзі це ў нэ це — па гля дзі це, па чы
тай це. Шмат вост рых пы тан няў 
бы ло за да дзе на, і зу сім не згла
джа ныя ды за ву а ля ва ныя ад ка зы 
атры ма лі ка ле гі. Ну як не па га
дзіц ца з Прэ зі дэн там, што кра
і нысу сед кі па він ны за ха ваць 
сла вян скае крэў нае сва яц тва 
дзе ля бу ду чых па ка лен няў! Бе
ла ру сы і ўкра ін цы цес на звя за ны 
агуль ны мі ка ра ня мі — гіс та рыч
ны мі, ду хоў ны мі, ся мей ны мі, та
му й не ма ем пра ва стра ціць та
кое адзін ства. “Гэ та ідэа ла гіч ны 
па сыл, які ля жыць у асно ве ўсіх 
ма іх раз ваг па сі ту а цыі ва Укра
і не”, — пад крэс ліў Прэ зі дэнт. 
Ён на зваў Укра і ну важ ным су се
дам Бе ла ру сі, ад ным з га лоў ных 
ганд лё ваэка на міч ных парт нё
раў, што ро біць ста сун кі з ёй для 
нас пры яры тэт ны мі.

Як раз та кія су стрэ чы, як 
прай шлі ў Жы то мі ры з удзе лам 
Аляк санд ра Лу ка шэн кі ды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Зя лен ска га, і да па ма га
юць між дзяр жаў ным ста сун
кам ды на міч на раз ві вац ца, пры 
тым уста лёў ва юц ца над звы чай 
эфек тыў ныя між рэ гі я наль ныя 
су вя зі, най перш у ганд лі, эка но
мі цы. А ганд лё ваэка на міч ныя 
кан так ты клю ча выя ў на шым 
парт нёр стве. Амаль пяць з па ло
вай міль яр даў до ла раў — та кім 
быў наш та ва ра аба рот ле тась. І, 
ня ма су мнен няў, фо рум у Жы
то мі ры на даў но вы ім пульс для 
ўза е ма дзе ян ня: пад пі са ны кант
ра кты амаль на паў міль яр да до
ла раў. Да та го ж Ві цеб ская воб
ласць пад пі са ла па гад нен не аб 
су пра цы з Він ніц кай, Чар кас кай 
і Адэ скай аб лас ця мі. Го мель скі 
рэ гі ён, па ве дам ля лі ўжо СМІ, 
уз моц ніць уза е ма дзе ян не з Жы
то мір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ю. ➔ Стар. 3

Вядомыспартыўнытэлежурналіст
нарадзіўсяівырасваУкраіне,
рэалізуесваеталентыўБеларусі,
аўдалёкімІзраілі,назямліпродкаў,
адшукаўцікавыяматэрыялыдля
сцэнарыяфільма“Беларускі
Ерусалім”

Ба рыс Гер стан больш вя до мы ў Бе ла
ру сі як тэ ле жур на ліст, які зды мае філь

мы на спар тыў ную тэ ма ты ку. Ён доў гі 
час пра ца ваў у спар тыў ных рэ дак цы ях 
Бел тэ ле ра дыё кам па ніі, уз на чаль ваў іх, 
сён ня ж — на мес нік за гад чы ка ад дзе ла 
спар тыў на га вя шчан ня ЗАТ “Дру гі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ы тэ ле ка нал”. Яго ная жур на
лісц кая пра ца мае гра мад скае пры знан не: 
сё ле та на па чат ку го да Ба рыс Ізі до ра віч 
ад зна ча ны прэ мі яй “Бе ла рус кі спар тыў
ны Алімп” — за па пу ля ры за цыю фі зіч най 
куль ту ры й спор ту, пра па ган ду зда ро ва га 
ла ду жыц ця.

Ня мно гія ве да юць, што Ба рыс Гер
стан ак тыў ны ў гра мад скай дзей нас ці. 
Шмат га доў ён — на кі ру ю чых па са дах 
у Са ю зе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яў рэй скіх гра мад скіх 
аб’ яд нан няў і аб шчын (ра ней стар шы
ня, ця пер — на мес нік стар шы ні). Бе ла

русь ды Із ра іль ці ка вяць май го 
су бя сед ні ка як тэ ле жур на ліс та 
на пра ця гу мно гіх га доў. І тэ ма 
тра ге дыі яў рэй ска га на ро да для 
яго так са ма бліз кая. Та му мы з 
Ба ры сам Ізі до ра ві чам раз маў ля лі 
пе ра важ на пра гэ ты, па куль што 
менш вя до мы бок яго жыц ця й 
твор час ці.

— Ба рыс  Ізі до ра віч,  апош ні 
фільм “Хро ні кі Мінск ага  ге та”, 
зня ты па  ва шым  сцэ на рыі,  на
зы ва ец ца  “Зон дар ге та”.  Прэм’
ера яго, спец па каз прай шоў сёле
та пе рад ад крыц цём ма ну мен та 
“Ма сіў  ім ёнаў”  у Трас цян цы ў па мяць 
яў рэ яў з Аў стрыі, якія там бы лі зні шча
ны. Пом ню, на прэ зен та цыі філь ма вы 

ка за лі, што Ха ла кост  звя за ны  з ва шай 
ся мей най  гіс то ры яй.  На коль кі  цес на?  
➔ Ста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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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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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Новай 
Мільчы,  

у краі 
род ным

Стар.  8

На пша ніч най 
ні ве 

ў Аляк санд раў ску
  Стар. 4

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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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А

Подзвіг 
на пра вым 

бе ра зе Са жа 
Стар. 6

сУпольнасць

Каб у мі ры се яць жы та

ВЕсткІ

БеларускаяаЭс:
ужохутка
Замежныяжурналісты
наведаліаб’ектыпус
кавогакомплексуатам
найэлектрастанцыі,што
ўзводзіццанаГродзен
шчыне,падастраўцом

Больш за 50 жур на ліс таў 
вя ду чых СМІ Тур цыі, Егіп та, 
Поль шчы, Літ вы, Уз бе кі ста на і 
Ра сіі зна ё мі лі ся з хо дам бу даў
ніц тв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АЭС. Між
на род ны прэстур ад быў ся ў 
плы ні XXІV Між на род на га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энер ге тыч на га і эка
ла гіч на га фо ру му, які пра хо дзіў 
у Мін ску 811 каст рыч ні ка.

Атам ная элект ра стан цыя за
бяс пе чыць энер га бяс пе ку Бе ла
ру сі, а пы тан ні экс пар ту элект
ра энер гіі — дру гас ныя. Пра тое 
ка заў жур на ліс там ге не раль ны 
ды рэк тар Бе лА ЭС Мі ха іл Фі лі
мо наў: “Перш чым па чы наць бу
даў ніц тва АЭС, мы ад пра ца ва лі 
пы тан не: з якой мэ тай уз во дзім 
аб’ ект. Пер ша па чат ко вая мэ та — 
мы не па він ны за ле жаць ад ад на
го ві ду па лі ва, у пры ват нас ці ад 
га зу. Асноў ная за да ча атам най 
стан цыі — за бяс пе чыць устой
лі вае элект ра за бес пя чэн не Бе ла
ру сі. І пер ша па чат ко ва ж АЭС за
дум ва ла ся ды ін тэ гра ва ла ся для 
пра цы ў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энер га сіс тэ
ме. А пы тан ні экс пар ту — дру
гас ныя: яны за ле жаць ад рын каў, 
кан’ юнк ту ры ды ін ша га”.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АЭС з дву ма рэ
ак та ра мі ВВЭР1200 су мар най 
ма гут нас цю 2400 МВт бу ду ец
ца па ра сій скім пра ек це па блі зу 
Аст раў ца. Фі зіч ны пуск пер ша
га энер га бло ка, па сло вах Мі
ха і ла Фі лі мо на ва, за пла на ва ны 
ўжо на сту дзень 2020 го да.

Іван Іванаў

Тры ра дзі мы Ба ры са Гер ста на

Надзвычай цёплай была сустрэча прэзідэнтаў Беларусі і Украіны ў Жытоміры

Барыс Герстан на спецыяльным паказе  
фільма “Зондарге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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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 тат кі з на го ды Дру го га фо ру му рэ гі ё н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і Укра і ны, што пра хо дзіў ва ўкра ін скім Жы то мі р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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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作伙伴和朋友在日托米
尔会面
10月初，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对乌克兰进行了工作访问，并
参加了在日托米尔举行的第二
届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区域论
坛。白俄罗斯国家元首还与乌
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举行了会谈

18

协议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环境，
也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23	为风能发电投资
白俄罗斯为风能发电厂的建设
项目吸引到约4000万美元的外
国投资

24	白俄罗斯波列西耶地区
原牛重现
1627年，最后一只原牛从地球
上灭绝了。20世纪，随着技术
的快速发展，遗传学家们一直
在试图让这个物种重生。最
近，在图洛夫市附近有学者发
现一种与原牛祖先十分相似的
一种牛

优先特权显而易见

未来的	

人为投资。

它们是什么样？

3

14	独联体的新希望
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在土库曼
斯坦首都举行

17	经济必须向绿色靠拢
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是很重要
的。绿色计划、绿色项目、绿色

10
安全是世界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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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精
彩
继
续 咖啡杯里的大千世界

50
27

36	精彩，炫酷，极限人
你知道平衡杂技表演吗？你看
过杂技节目“金字塔”吗？杂
技演员踩在彼此的头上组成一
个倒金字塔。在第二届明斯克
国际杂技节比赛上，观众们可
以看到这些让你心跳加速，呼
吸加快的极限艺术表演

41	化妆师达里亚•艾德尔的
作品
冠军化妆师的职业秘诀

44	研究东方艺术
白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学关系实
际上并不是今天诞生的。我们
可以想到与汉学有关的《我们
的尼瓦》的出版。在白俄罗
斯，关于此内容已经写的足够
多了。在1930年代，中国无产
阶级诗人艾米·肖（音译）来
到明斯克做客。 

48	用什么治疗？	
珍珠母纽扣！
机智的编剧伯纳德·肖曾经说过：
《时尚是可控制的流行病。》 
150年前甚至更早白俄罗斯城市
的女性迷恋什么？

38	在曼哈顿剧院跳舞
在格罗德诺, 叶夫根尼娅·罗曼
诺维奇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他
创造了一种关注和尊重戏剧的
氛围。开放！新鲜！大胆！思
想的速度，内在的勇气，国人
的天赋和惊人的目标，女孩激
励着志同道合的人，吸引着学
生。现在她正在曼哈顿的拉玛
剧院跳舞。

一起幸福

一百年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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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最高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在埃
里温举行，白俄罗斯总统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出席了会
议。
这届峰会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摩尔多瓦总统伊戈
尔·多顿作为联盟观察员出
席了会议，伊朗总统哈桑·
鲁哈尼出席了会议，新加坡
总理李显伦是特邀嘉宾。同
时，新加坡与东盟经济共同
体之间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
区的协议。第二个要点是，
明年白俄罗斯将担任欧亚经
济联盟主席的职务。 
在峰会上，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声称，联盟对未来的发
展很重要，他呼吁进一步消
除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障碍： 
“联盟中有很多障碍，诸如
国家收购等敏感问题。现
在是国家元首考虑这些紧急
问题并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
了。” 
白俄罗斯总统号召他的同事
们广泛考虑此经济联盟的发
展： 
“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非常
年轻的团体。为了在202 5
年之前或更早地建立全面有
效的经济联盟，建立共同市
场，制定出共同行业政策并
执行《 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的规定，需要在其发展方面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 
峰会的另一项成果是，各国
元首确立了共同构筑金融市

场的构想。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强调，应奠定好确保资
本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基础。 
他指出，此类市场化机构应
数字化：这需要开发先进的
金融技术，以便满足此类领
域内的服务。 
总统确信：“我们必将在这
一领域的经验交流中受益成
长。” 据他说，在欧亚经济
联盟中已经在数字化经济、
贸易、工业合作、发展运输
线、就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以确保物流定位。白俄
罗斯总统还强调：“这个方
向正在蓬勃发展，现在应该

精简它，补充相关联盟协
议。同时，应注意信息安全
问题，制定共同的互动标准
和格式。” 
“至于在经济联盟领域内对
电子数字签名的普遍认可，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补充
说，“这个问题很早之前已
经解决了。否则，不可能谈
及数字化的未来。 

各国元首商定的协议反映了
欧亚经济联盟构建共同金融
市场的目标、原则、阶段、
标准和主要方向。各国将在
银行和保险业相互承认许可
证方面，以及2025年之前，
在证券市场领域跨界提供金
融服务方面达成共识。该协
议指出，根据《欧亚经济联
盟条约》，应建立一个监管
金融市场的超国家机构。此
机构的工作将由单独的协议
确定。白俄罗斯总统认为，
应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
国家法院的权限。他在讲话
中还谈到欧盟经济联盟的国
际议事日程，他觉得应该增
加议事日程。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远
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商品
和服务仍然鲜为人知。我们
可以推荐欧亚开发银行加入
这一领域。我们的国家开发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可以
寻找类似方式，以在联盟
内部和外部进行更紧密的互
动。” 
萨摩亚国家元首积极评价了
东盟与第三国的合作发展，
其中包括一项与伊朗建立自
由贸易区的临时协议，该协
议将于十月生效，并与新加
坡达成一系列协议。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会议
上向伊朗总统和新加坡总理
致辞道：“贵国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建

优先特权显而易见
最高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在埃里温举行，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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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经济互动的潜力巨大。加
强特惠模式后，重要的是推
动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更系
统的互动。” 
白俄罗斯总统表示愿意与塞
尔维亚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并提及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
合作协定将于十月生效。6
月，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就
通过其海关部门的国际货物
运输方式，交换初步信息，
以加快货物越境的速度。 
白俄罗斯总统说：“欧盟委
员会应达成一项类似的协
议，以使从中国到欧洲的陆
运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还指
出，欧亚经济联盟与东欧独
立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互动已
经大大加强。根据总统的说
法，整合各个联盟在运输，

工业合作和数字化领域具有
共同利益。 
明斯克接任欧亚经济联盟主
席的职务后，白俄罗斯总统
将领导欧亚经济联盟。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强调，白俄
罗斯正认真地为这一时期做
准备。 
很明显，在担任欧亚经济联
盟主席期间，明斯克将启动
解决许多敏感问题的方案。 
特别是以下内容：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是 

各国之间进口
关税的分配。 
自2017年以来，有关标准的
修订工作一直在进行，每个
国家都坚持着对自己最有利
的选择。这些问题在欧亚经
济联盟，欧亚政府间理事会

和最高欧亚经济理事会的会
议上已经反复讨论过。但
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
仅汇集了标准分配的方法。 
当前，进口关税分配的标准
设置如下：亚美尼亚1.22％
，白俄罗斯4.56％，哈萨克
斯坦7.055％，吉尔吉斯斯坦
1.9％，俄罗斯85.265％。有
效期至今年年底。 
为什么白俄罗斯建议重新
制定标准？首先，2018年8
月，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欧
亚经济联盟后为它重新制定
了标准，但此标准是未经计
算确定的，以便使该国的经
济发展速度与联盟成员国更
匹配。后来决定此项针对吉
尔吉斯坦的标准延续使用至
2019年底：到那时，欧亚经
济联盟国将制定出新的通用
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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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尚未决定制定海关
分配的标准的时间。最后的
讨论决定在8月9日欧亚政府
间理事会会议上进行。白俄
罗斯的合作伙伴暂时同意将
其标准提高0.3个百分点，最
高达到4.86％。在这种情况
下，白俄罗斯的预算收入每
年将增加3,700万美元。 
最终决定权取决于国家元
首。如果各国未能达成共
识，则在没有吉尔吉斯斯坦
参与的情况下，将对四个欧
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进口实行
进口关税分配机制。白俄罗
斯的标准将是4.65％。 

废除封锁和限制 

欧亚经济联盟共存在52例
封锁限制，白俄罗斯为此
努力了一年多，虽然取得

了“路线图”的地位，但
只有一次获得消除封锁限
制的权力。此外，贸易壁
垒的数量正在增加，目前
已经有19个。 
白俄罗斯在下一届首脑会
议上积极推动废除壁垒封
锁和限制。据明斯克方强
调，有必要在签署欧亚经
济 联 盟 条 约 时 ， 对 已 达
成，已完成和未履行的协
议进行审计。 
立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
欧盟经济联盟的合作伙伴
都同意消除贸易壁垒。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 谈 到 了 这 一 点 ， 并 指
出大家都面临着新的大任
务，应特别注意的系统性
工作是消除商品和服务贸
易中的壁垒。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讲话也与
此一致。他指出，哈萨克斯
坦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出
口减少： 
“当然，这样做有客观经
济原因，但我们不会取消
行政壁垒。在困难的全球条
件下，对我们来说，支持国
际间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
要。这只有通过真正互利合
作才有可能。 
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卓
马特·托卡耶夫呼吁继续消
除市场壁垒： 
“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这个
主题，在会议的主要部分中
以狭义的形式专门讨论了这
个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自
由贸易必要的法律框架。这
是成功的。但在现实中，每
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国家贸
易的利益……贸易限制通过
媒体宣传，导致某些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对一体化的不信
任。贸易限制这种做法是不
可接受的，并且与我们的整
合原则背道而驰，应采用谨
慎的态度。 

在峰会期间 
重大国际活动——富有成果
双边接触的好时机。 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埃里温会见
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
卓马特·托卡耶夫。 他在这
次谈话中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认真深化我
们的关系。 我们不仅提出了
关于两国之间敏感商品贸易
的建议，而且还提出了一些
关于贵国进入我们国家规模
最大的公司参股的建议。 这
表明我们非常信任您。” 
白俄罗斯国家元首预计，他
即将对哈萨克斯坦访问并将
开启双边合作的新阶段。 
“非常感谢今天在欧亚经济
联盟框架内的合作。我们站
在统一的立场上。因此，总
统强调，我们决定发展合作。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白
俄罗斯正十分关注卡西姆·
卓玛·托卡夫的工作及其在
总统任期内的革新。 
白俄罗斯总统说：“我们已
经彼此了解一些，这很重
要。并且在您开始担任总统
之前，咱们就已经见过面。” 
各国元首在会议上指出，未
来世界贸易将面临危机，因
为许多国家将迎来困难时期。 
“但是我们将一起以最少的
损失克服它们。”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说。 
卡西姆·佐马特·托卡耶夫
提到以下事实：他一直长期
留意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
工作，他称白俄罗斯总统是
欧亚经济联盟中“最有经验
的”。 
“我们期待您的官方访问，我
们正在认真准备。” 哈萨克
斯坦总统强调，“两国之间的
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是具有战
略意义的。” 他补充说，“
哈萨克斯坦尊重白俄罗斯人民
的历史，文化和思想。 

弗拉基米尔·赫罗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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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白俄罗斯							乌克兰区域论坛

记
记者和专家在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工
作访问之前就开始进行讨
论。两国领导人的初次会晤
即将进行。甚至在访问之
前，白俄罗斯总统就曾承诺
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进
行公开、真诚的对话。国家
元首直接谈到了明斯克对基
辅政策的不变性：
“这种深刻的意识是基于
你们和我们经历的一切。

现 在 对 我 们 来 说 并 不 容
易。我们和你们都会一起
经历遇到的所有问题。我
想向你们保证：你们在白
俄罗斯永远不会遇到任何
问题。我们将永远是你们最
亲切、最可靠的支持者和合
作伙伴。而且，如果乌克兰
新政府希望与我们建立如兄
弟般的亲密关系，那么我
们将会倾其所能。我们达
成的所有协议都将实现。

我保证，我们将不容置疑
地履行我们的协议”。
尽管两国政策会有所变化，
但是，友好互惠的初衷是长
久存在的，而且将一直保持
不变。因此，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建议不要将日托米尔
峰会视为两国领导人的初识:
“没有的事。我们已经认识
很久了。今天，我们在这里
面对面会谈，以便再次核实
时间，讨论我们的关系议程

合作伙伴和朋友在日
托米尔会面
10月初，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乌克兰进行了工作访问，并参加了在日托米尔举行的第二届白
俄罗斯与乌克兰区域论坛。白俄罗斯国家元首还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举行了会
谈。	两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合作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就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
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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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白俄罗斯							乌克兰区域论坛

并达成共识。历史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的机遇——通过达
成共识，为两国人民谋福
利”。

坚持不懈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亲自
在日托米尔机场迎接了白俄
罗斯总统。这是给予最尊贵
客人的礼遇。毫无疑问，两
国领导人会在短期内达成共
识。
乌克兰总统说：“我们国家
确实没有国界”。“首先，
我想谈论我们的人民。 我们
两国人民关系友好，亲密无
间。我为我们之间的这种良
好关系感到自豪”。
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到三个
小时的小范围交流。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和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在与代表团交
谈时透露了一些细节——两
国双边关系的核心是经济。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
我们一致认为，今年我们的
贸易额将达到55亿或60亿，
这不算什么。您的建议是我
们可以达到100亿。最主要
的是不要只专注于单纯的贸
易。我国准备在乌克兰各地
区投资并成立合资企业”。
总统们甚至提及了火箭科学
业等高精尖领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调
说：“这不是因为我们受到
了战争威胁。我们正致力于
发展白俄罗斯的火箭制造
业。我们没有这样的成果，
但贵国有。我们很期待能得
到你们的帮助。如果有你们
的帮助，我们将在一年半到
两年的时间内实施我们的合
作项目”。
白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会谈
上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并听
取了以下内容： “我们毋
庸讳言。我们还讨论了石油
产品、原油加工、其他供油

方式、共同市场、工厂和资
本……还有核电能源。我不
想讨论价值。我们已经商定
了如何销售以及销往哪里等
诸多问题”。
“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
恢复第聂伯河沿岸的航运
和港口业务的发展。白俄
罗斯总统回顾了乌克兰在
清理运动中如何运送更多

的柴油和汽油：
“实际上没有车辆。这些物
资是从世界各地靠人力收集
来的。如果我们走第聂伯河
沿岸，普里皮亚季，就不会
有问题了”。
顺便说一下，在该论坛的全
体会议上，白俄罗斯副总理
伊戈尔·利亚申科解释说，
恢复第聂伯河沿岸航运的问
题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当然，总统也没有回避与乌
克兰的纠纷问题。此外，
在日托米尔举行会谈的前几

天，明斯克的会谈联络小组
商定了所谓的斯坦迈尔模
式，为下一步“诺曼底模
式”会谈打下了基础，并推
进了乌克兰的和平进程。弗
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感谢白
俄罗斯在明斯克提供了一个
会谈的平台，以支持乌克兰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对和平解决顿
巴斯地区冲突表示了信心：
“我敢肯定，现任总统展现
出毅力将有助于他结束战
争。 我希望您不只是这样。
我们愿意共同努力，以确保
乌克兰团结、完整和强大，
以便没有人敢轻视这里。这
是我们的原则”。
其实，会谈不仅涉及了政治
和经济问题。他们甚至谈到
了联合拍摄电影的可能性。 
毕竟，相同的意识形态有利
于人们的合作和经营。

未来的风向标

当总统们在日托米尔政府大
楼里会谈时，300米外的州话
剧院正在举行全体会议。在
那里，议员们提出了一些关
于如何使区域之间合作更加
有利、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都很有趣，到了午
餐时间，数十名记者一起集
结在二楼的休息室。每个人
都在等待总统们的到来。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来到戏剧院
门口时，他们就被想要提问
的记者们包围了。两位领导
人的安保人员此刻只能表示
同情。一些记者坚持要获取
信息，这简直是疯狂的举
动。有些人只是与两国总统
合影。两国元首沉稳地应对
了媒体的“攻势”。
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站在麦克麦克风前，他再次
希望记者们不要对这次会谈做
出过激反应。但他强调，会谈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不仅仅是邻居。我们
之间的纽带关系比任
何的经济、外交和文
化之间的联系都要牢
固。这是一脉相承的
纽带，是我们斯拉夫
人的纽带。如今，这
些联系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旅
游等方面得到了发
展。我们非常珍惜我
们的关系，也非常重
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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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两人的相识，而且还迈
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长期
关系的重要一步。
“就像清理近年来产生的阻
碍一样。是时候让我们来收
拾残局了。我们今天就开
始。时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
的机会来纠正错误和打下良
好基础”。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
在两国部门、地区和城市之
间，已有120项合作协议生
效。两国政府确保将长期发
展经济、贸易、文化和人道
主义援助。这种相互关系使
得去年在戈梅利举办第一届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区域论坛
成为可能。论坛的结果是签
署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贸易
合同和协议。当乌克兰区域
开发部部长阿廖娜·巴巴克
宣布目前的论坛带来了超过
5亿美元时，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共同象征性地举杯庆祝。   
实际上，论坛的结果说明了它
的意义。因此，他们提议此类

活动不再每两年举行一次，而
是每年举行一次。同时，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指出了两国之
间经济合作的重点：
“毫无疑问，乌克兰是白俄
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仅去年一年，我们的营业额
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但这
远非我们能力的极限。我们
准备就提高乌克兰企业的石
油产品供应量进行磋商。今
后，需要继续支持开展这一
领域的合作项目。我们没有
掩盖我们目前正在探索替代
碳氢化合物供应链的这一事
实。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
能只停留在研究层面，还要
付之于行动。这是很自然的
事，并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
家。这是我们所需要。 可以
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无害
的”。

经济是基础

白俄罗斯总统表示，开放乌
克兰电力市场是互利合作的

先决条件。白俄罗斯方面已
经与乌克兰签订了几份合作
协议。
“随着2020年白俄罗斯国家
核电站的启用，乌克兰在核
能领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利的”，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补充说。
两国的地理位置为物流领域
提供了天时地利。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便捷的河运系
统会使第聂伯河、普里皮亚
季河流域与国际水域相连
通，白俄罗斯国家元首对此
表示了关注。  
显然，贸易是需要双方参与
的。白俄罗斯进口乌克兰的
金属、农产品和食品、饲料
添加剂、药品等。两国之间
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正是在
当地产生的。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列举了区域参与贸易
合作的具体例子。好处是显
而易见的，这意味着建立新
的合资企业是有意义的，这
能共同利用现有的经验、资
源、人员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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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白俄罗斯							乌克兰区域论坛

白俄罗斯总统说：“我们愿
意向乌克兰朋友、兄弟们提
供——我们长期研究经验和
生产成果，与你们一同创造
利益。前苏联的所有国家都
为乌克兰的飞机制造做出了
贡献，也为白俄罗斯拖拉机
和农业机械的制造做出了贡
献。让我们今天开始成立这
些合资企业。我们将向你们
提供原料、商品和技术，并
将开发你们迫切需要但从未
开发过的产品。这是个粮
仓，她曾养活了整个苏联。
如今，你们的粮食总产值达
到了空前高的水平。我被告
知是7500万吨。我仍然不敢
相信，乌克兰在这样困难的
时期还能有如此高的产量。
没有拖拉机，没有汽车，没
有联合收割机，这是不可能
实现的。这在我们的生产劳
动中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愿
意同你们一起在这些企业中
工作，在乌克兰建立分支机
构。这会让我们走到一起。
这将会使两国关系越来越
好。但是，如果没有经济上
的基础，那么就不会有如此
紧密的友谊和互利互惠的关
系”。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亲
密的友谊”，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坦诚地说， “随着我
们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我
们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阻
力。无论周围以及世界上的
政治格局如何，都不会允许
我们过于亲密。很无奈，世
界的规则就是‘分而治之’ 
”。
这些话语使听众们为之鼓
掌。想必，至少在乌克兰参
与者中，这种坦率是意料之
中的。总统毫不怀疑，某些
记者可能会误解这些说法。
有人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会成为朋友是为了反对某人。
“不用客气”，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开玩笑地说。

“我可没让你回答”，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说，“不要
以为只有东方国家存在压
迫。即使是西方国家，我们
也能感受的到。我与总统意
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我们一
对一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决心克服这一障碍。我
们都是善良的人。 我们想与
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敌。
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将成
立合资企业经营贸易。如果

我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共同制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
的、世界一流的产品，那么
他们会更快地来找我们，希
望与我们合作，会对我们投
资。正如你们的总统所言，
如果有必要，我们也可以帮
助其他人”。
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非常赞
同白俄罗斯领导人对于第三国
市场应该引进现代化生产的观
点。乌克兰总统强调，政府间
的委员会可以而且应该在其中
发挥重要作用。在乌克兰方
面，将在近期重新组建其内
阁。此外，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也支持在乌克兰开设白俄
罗斯电视频道的想法。的确，
我们的邻国收到的关于白俄罗
斯的信息越客观，就越会有投
资者意愿来我国投资。

其实，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希望不仅在经济领域内联合
起来。为什么不去参加奥运
会呢？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
可行的。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认为，
文化的交流是建立在双方都
认同其传统和内在价值观的
基础之上的: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仅仅
是邻居。我们之间的纽带关
系比任何的经济、外交和文
化之间的联系都要牢固。这
是一脉相承的纽带，是我们
斯拉夫人的纽带。如今，这
些联系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得到
了发展。我们非常珍惜我们
的关系，也非常重视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论坛的第二天，两国元首
见证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
署。特别是，白俄罗斯与乌
克兰外交部签署的2020——
2021年磋商计划。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和乌克兰教育与科学
部之间的2019-20 2 1年科
学技术合作项目得到了批
准。布列斯特州与沃伦州
和外喀尔巴阡州，维捷布
斯克州与文尼察州、切尔
卡瑟和敖德萨州达成了贸
易、经济、科学、技术和
文化合作的协议。戈梅利
州将与日托米尔地区将开
展合作，格罗德诺州执行委
员会将扩大与沃伦州政府的
合作。明斯克州执行委员会
与尼古拉耶夫州签署了合作
协议，莫吉廖夫州与第涅伯
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和哈尔科
夫州签署了合作协议。
因此，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将起到示
范作用。

瓦西里·哈里达诺夫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我们将永远是你们最
亲切、最可靠的支持
者和合作伙伴。而
且，如果乌克兰新政
府希望与我们建立如
兄弟般的亲密关系，
那么我们将会倾其所
能。我们达成的所有
协议都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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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次，来自白
俄 罗 斯 、
俄罗斯、中
国、欧盟、
美 国 、 东
欧、南高加
索 和 中 亚

的700多名官员和主要专家聚
集在白俄罗斯首都，讨论地
缘政治议程中紧迫的问题。
在明斯克马里奥特酒店举行
了一场热烈的、多方面的讨
论。几乎所有演说中，最重
要的想法也许听起来像是一
句有力的话：白俄罗斯仍然
是区域维和的中心，它可靠
且得到了认可。几乎
所有国际专家都提请
注意这一方面。提
出并分析了认真的
倡议，明斯克正在
作为国际对话平
台获得越来越多
的地位，在该平
台上人们正在积
极寻求解决冲突
的方法，特别是
在论坛上，白俄
罗斯外交部长弗
拉基米尔·马基

说。现任和前任政治家，外
交官和议员，欧安组织、欧
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和北约的代表，以及权
威的政治科学家和专家，领
先的分析基金负责人和思想
工厂的负责人都聚集在一个
房间里，弗拉基米尔·马基
表示，提议讨论的国际和地
区安全问题非常紧迫。
很明显，明斯克对话是今天
在白俄罗斯举行的最具代表
性的国际关系会议。它的独
特之处在于集中了那些致力

于稳定和遏制东欧紧张局势
的专家。这些不是冒险家或
激进分子，也不是任何意识
形态方面的人。重要的是，
它们中的许多（也许甚至是
多数）与政党或意识形态运
动的距离不近，而主要与本
国政府的距离近。这一专家
圈的相对技术统治论与白俄
罗斯目前的做法相结合，成
为区域安全的赞助人。对于
被许多问题困扰的现代欧
洲，这样的会议并不常见。
据观察家称，明斯克已成为
举行各种国际会议的永久场
所。关于解决乌克兰局势的

著名谈判在这里发
挥了特殊作用。此
外，白俄罗斯在国
际舞台上具有特殊
地位，可以用一
个词来形容-维
持和平。我们不
强加于维持和平
人员，而是提供
讨论最紧迫问题
的平台。此外，
本届论坛的议程
说，最主要的是
区域和世界安全

安全是世界的重要	
组成部分
数百名专家参加了“明斯克对话”国际论坛，主题为“欧洲安全，远离深渊”。毫不夸
张地说，该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作为重要的区域问
题的积极讨论平台，吸引了政界人士的注意。此外，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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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东欧一直是地缘政治
对抗的中心，白俄罗斯非常
希望消除这种紧张局势。现
在，我们正在讨论在这种情
况下该怎么做，以及如何就
全球参与者达成一致。
在会议的第二天，白俄罗斯
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参
加了“寻找欧洲和平与合作
议程”全体会议。当然，这
清楚地强调了会议的特殊地
位，再次回顾了明斯克为解
决当今时代的全球问题而日
益扮演着国际平台的角色。
白俄罗斯不仅是欧洲的地
理中心，而且还是东西方，
北方和南方之间建设性对话
的中心。论坛的主题是“欧
洲安全：远离深渊”。世界
已接近危险线。如果今天什
么都没做，那么明天可能就
来不及了。现在不仅要讨论
问题，而且要采取行动。并
采取有效行动。这是白俄罗
斯总统在会议上的主要讲

话。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特
别回顾说，在当前阶段寻求
适当和及时的答案以应对当
今时代的挑战，这是专家团
体以及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最近在白俄罗斯举行
的有关广泛主题的外交政策
论坛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信
息安全，人口贩卖到恐怖主
义。这表明明斯克作为对话
平台，西方和东方对此的兴
趣明显增加。白俄罗斯总统
表示，“远离深渊”是会议
主题中词语，准确地表达了
国际社会主要问题的实质。
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的紧张
局势，破坏了国际安全的基
础，越来越多的区域冲突影
响了大多数大陆：“我们已
经开始发出警报，呼吁结束
对抗。最近，我们一直在特
别谈论对话的必要性，加强
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寻求妥
协。但是，不幸的是，世界
没有任何改善。此外，正如

您所称的那样，我们正在目
睹所谓大国的新一轮战略对
抗。贸易战和制裁对抗正在
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的斗争
变得更加艰巨”。显然：安
全威胁主导着对人类的现代
挑战。同时，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注意到，包括联合
国、欧安组织在内的多边平
台正在成为澄清关系而不是
解决问题的场所。“军事政
治制衡体系在我们眼前已经
瓦解，国际组织迄今无法阻
止这一进程。也许他们不
想。也许那些支配这些组织
的人对此感兴趣” ，白俄
罗斯总统对观众说。当今世
界社会不得不担心，东西方
之间的不信任和对抗程度已
达到极限。双方的安全和裁
军专家已经在信誉方面树立
了可怕的形象。例如，在短
短几分钟内，俄罗斯和北约
就可以从一场意想不到的局
部冲突演变成一场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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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有两名主要参与者退
出《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
约》之后，销毁军备控制体
系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到达终
点。
最后一个领域是《战略进攻
性武器条约》。如果各方不
同意延长条约的期限，那么
在短短两年内，世界将处于
根本无法控制核武器领域关
系的局势。仅凭这一事实，
白俄罗斯总统就可以得出结
论，人类正在飞跃前进，
确实超越了这一鸿沟。不幸
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大
国有理由不信任地对待彼
此。过去的不友好甚至侵略
性的行为在未来许多年中都
引发了相互猜疑和恐惧。出
路在哪里？理想情况下，您
需要基于合作回到欧洲安全
的概念。按照赫尔辛基《最
后文件》制定《新欧洲巴黎
宪章》。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说：“我们所有人都迫切
需要一个成功的故事，这将
使甚至是热情的怀疑论者和
鹰派也相信，尽管存在深刻
的矛盾和误解，但欧洲的安
全利益是绝对兼容的。”他
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白俄罗斯处于独特的境地。
一方面，我们是俄罗斯的军
事政治盟友，是集体安全条

约组织的成员。没有哪个国
家能像我们这样与莫斯科建
立如此高的关系。同时，我
国与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
所有邻国缔结了安全与建立
信任措施领域的国际条约。
与乌克兰这样的邻国签订了
120多个国际协议。我们准
备用新内容填充这些双边协
定，并对其进行改进。总统
说，我们从合作伙伴那里收
到的信号表明，他们已经为
这种互动做好了准备。这是
当前情况下的独特资源。我
们所有人都必须使用它。这
样，我们欧洲人就可以向我
们自己以及全世界证明，可
以恢复欧洲安全体系。俄罗
斯与北约，中国与美国之间
的关系模型及其对欧洲的预
测可能是不同的模型。不像
过去的五年。白俄罗斯作为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成功
故事得到了东西方的信任，
这可能是可以使东欧成为稳
定与建设性互动的这一跨国
界问题的答案。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回忆说，作为实现
这一雄心勃勃的任务的第一
步，我们宣布，尽管《中程
导弹条约》遭到破坏，但
作为全面参与者的白俄罗斯
仍将继续履行该条约，前提
是没有相应的外部威胁。今

天，需要逐字收集欧洲安全
的新成功故事。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等中小型国家确
信，可以为欧洲空间中“赫
尔辛基精神”的复兴做出
真正的贡献：“我坚信这种
方法将使所有主要的世界参
与者受益，包括俄罗斯、欧
盟、美国和中国。”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参
加最高级别的会议并讨论这
些问题，以便公开面对面交
流并向地球发出某种信号，
这是不正常的。至少可以消
除围绕它的各种神话。为什
么是欧安组织，为什么我们
要创建这个组织？要向民意
调查发送一些任务？这是欧
洲安全与合作的组织。白俄
罗斯总统认为，欧洲的关键
安全问题是解决顿巴斯冲
突。在乌克兰，人们继续死
亡。该地区无法摆脱社会，
经济和人道主义混乱的泥
潭。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对话将具有一定的
意义：“不能责怪乌克兰总
统没有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
我们必须承担沉重的负担，
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大一
部分。”是的，没有使世界
和欧洲局势正常化的即时通
用方法。但是，有一个通用
工具，其价值不能被高估。
只有通过平静，公平，和平
的对话，我们才能摆脱全球
冲突深渊的边缘，在这场冲
突中将没有胜利者。然后按
照协议行事。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认为，在新的赫尔辛
基进程中，在未来几年内举
行一次国际峰会的必要性越
来越明显，这是在欧安组织
的主持下，也有可能在联合
国的主持下举行的。必须通
过一项战略文件，以加强欧
洲大西洋及更广泛范围的国
际安全。今天，白俄罗斯总
统确信，没有像中国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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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级国家，就不可能解决
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要考虑
到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增加
的其他国家的意见：“我们准
备推广赫尔辛基2号的构想，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与北约之间的
对话，与中国“一带一路”项
目，与上合组织，东盟合作，
创建“数字睦邻”（现在越来
越多地谈论它）。我们将支持
旨在克服界限和维护和平的所
有建设性想法。”
当然，任何对话都是重要且
有价值的，尤其是在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
期。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
难的时期，当时政界人士停
止互相倾听。可以在此平台
上交换各方意见的平台无疑
是非常有价值的。明斯克当
前论坛的主题只是与防止
冲突升级有关。对于白俄罗
斯方面，重要的是促进其倡
议，例如赫尔辛基2号。另
一个重要方面是防止与条约
崩溃有关的短程和中程导弹
的部署。必须假定，白俄罗
斯在这方面的所有建设性信
息都会在西方和东方听到。
毕竟明斯克站显然是有效的
沟通渠道。我们看到各种

专家、官员的活动和强烈愿
望，并参加明斯克对话会议。
好吧，现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要
求每个人都尊重国际法。我们
需要基于《联合国宪章》和《
赫尔辛基条约》原则的共同安
全系统。必须采取果断和认真
的措施来解决破坏国家民族团
结和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冷
战时期的规则和限制已不复存
在，如今，各国仍然拥有毁灭
性武器和严重问题，无法建立
一个尊重法律和宽容的世界。
毫无疑问，白俄罗斯是该地区
安全的重要捐助国。我国在众
多冲突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不仅在当今的乌克
兰，人们还可以回想起长期
以来关于卡拉巴赫冲突的明斯
克倡议，其在现代国际政治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常重要的
是，在明斯克可以组建一个相
当有代表性的论坛，俄罗斯研
究人员以及制定政治决定的圈
子的代表以及欧洲国家和美国
的代表都可以参加。现代世界
中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复杂。明
斯克是提供对话机会，增进相
互了解，了解双方存在的“红
线”的平台之一。实际上，这
使它有可能具有新的意义。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观点 
俄罗斯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德米特里·梅岑采夫在评论欧洲大西洋安全
组织青年领袖网络在论坛上提交的关于欧亚地区的未来，并确保该地区安全
的报告时说：来到这片历史古迹的客人，外交部政府首脑，以及明斯克的所
有外交官都在与白俄罗斯共和国领导层建立关系体系的框架中自如地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不记得存在另一个权力中心—美利坚合众国，那么由年轻外
交官和专家在报告中设定的三角区域安全讨论将对欧盟-俄罗斯-中国非常有
限。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对话才有意义。

美国国务院东欧办公室主任Brad Freden：
“我们期待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加强与白俄罗斯的合作。需要强调的另
一点是，白俄罗斯不需要要求在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与白
俄罗斯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鉴于该国的地理位置，政治和经济关系，我们
认为，该国将永远与东部邻国保持特殊的关系。而且我们绝对无意改变这些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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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联体各国认为独
联体需要改革，
加强工作效率。
白俄罗斯总统卢
卡申科指出，独
联体为各国领导
人 在 外 交 政 策
的交流提供了空

间，它经常被称为“后苏联时代的总
统交流中心”。
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独联体国家首脑
会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
历史问题、安全合作和独联体改革等
问题。本文会简洁地描述了本次会议
的内容。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说：“现实表明，我们应该加强独联
体内部合作。”
是的，众所周知，在政治上统一可能
为时尚早。但在其他方面是可能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应该团结一致
发展经济。
他说：“在经济领域我们应该相互团
结，互利互惠。如果我们不团结，我
们的人民就会离开。”

独联体	
的新希望
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在
土库曼斯坦首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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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制度，明年独
联体主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后年的
主席国是白俄罗斯。

独联体的经济动力

在会议上独联体国家签署了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宣言，各国都对这个主题进
行了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需要
消除贸易壁垒，建立非美元结算机
制，之后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和提及
了这一问题，各国认为基于这一问题
的普遍性，联盟应该有所行动。
白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卡
西姆·卓马托·托卡夫同时提出经
济数字化，这说明各个国家提出的
问题是有相似性的，这是合作解决
的开端。
卢卡申科说：“经济一直是我们合作
交流的基础。这份宣言件很重要，它
这再次证明了各国对加强独联体国
家经济合作的愿望。”
他指出，明斯克支持在
运输，能源，工业合
作，投资贸易等关键
领域加强合作，为
扩大本国市场做了
很多准备，商品
和服务贸易的进
一步自由化，对
国家间企业合作
可以提供更多的机
会。独联体国家已
经到了独联体经济发
展战略准备的最后阶
段，对此明斯克提出一
些突破性项目作为补充，这
些项目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扩大伙伴国的国内市场，增加其能
力方面，可以看到强大的储备。首
先，由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
自由化。恢复全面的产业合作和建立
新的联合竞争企业可以提供更多的机
会。
白俄罗斯总统指出，独联体国家实际
上已经到了准备独联体经济发展战略
的最后阶段，直到2030年。明斯克
提议以具体的突破性项目作为补充，
这些突破性项目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
共同希望之点。

经济议程中最重要的任务，经济会议
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自由贸
易区，应尽快完成服务自由贸易协定
草案，
白俄罗斯领导人说：“这一草案符合
所有独联体国家的利益。”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认为联盟经济的
进一步融合，一体化必须对每一方都
产生正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它才
会迅速发展，不需要外部的介入。

历史问题

首脑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文件是，庆祝
苏维埃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胜利75
周年。各国在历史大体方面达成一
致，但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矛盾。会议
上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
和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辛扬就有
关伟大卫国战争的性质进行了热烈讨
论。

之后白俄罗斯总统说：“我
们所有人都参加了战斗，

都有共同目标，都有所
牺牲。我们要团结。
今年是白俄罗斯解
放75周年，我们的
人民为自由付出了
很多，有三分之一
的人在与法西斯的
斗争中丧生，我们
不会忘记他们。
他强调，白俄罗斯

在其历史上多次遭受
灾难，这其中也包括切

尔诺贝利事故，这些灾难
都不是白俄罗斯的错。

“我们没有侵略被人，我们没有发
动战争。但75%的灾难都落在白俄罗
斯身上，我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
了很多，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些。”
在军事行动方面，总统再次强调了苏
联人民赢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和
难以估计的损失。
他说：“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
克兰人、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阿
塞拜疆人、摩尔多瓦人、格鲁吉亚
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人、土
库曼人、乌兹别克人，他们牺牲在了
布列斯特，他们坚守在斯大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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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攻陷了柏林，他们解放了欧洲，
他们团结起来在德国国会大厦升起了
胜利的旗帜，他们的胜利果实不可分
割。”
白俄罗斯国家元首表明了他坚定的立
场，任何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的企图都
不可能成功的，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能允
许。看看德国发生了什么，西欧的右
翼势力正在上升。”
卢卡申科谈了历史和现在，也谈到了
乌克兰问题。他最近访问了乌克兰，
和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进行
了客观地讨论在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教
训时，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谈到了乌
克兰的话题。他从内心深处了解她。
并且，当这种知识变得普遍时，它会
获得更大的价值。。
所以在会议上他说：“关于乌克兰新
政府，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政府，因为
我们已经看到冲突正在减少，我们不
应该干涉他国内政，我们不能让它成
为民族主义的温床。”
卢卡申科强调，我们各国人民通过签署
纪念国家胜利周年的文件，再次表现出
团结与友谊，对历史的看法保持一致和
谨慎。

他说：“我们反对捏造事
实。团结起来，我们主张国

际交流与合作，我不知道您
如何接受我的另一句话，就
如同75年前一样，我们团结
起来一起战斗。看看苏联解
体后的情况吧，发生了多少
冲突。我们为什么不解决问
题呢?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应对现代挑战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
会议上说到，安全问题是人类面临的
主要问题，
他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
国家之间失去信任，所以今天更需要
寻求共识。现在恐怖主义蔓延，任何
国家都不应该独自面对，解决恐怖主
义的方法是各国协调行动，今天我们
独联体成员国应该加强在打击恐怖主
义和其他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
卢卡申科敦促各国仔细研究新恐怖主
义的风险和威胁，之后他回顾了9月在
明斯克举行的反恐国际高级别会议。
他说：“我们发起了建立数据共享
平台的倡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题。”他建议独联体国家元首支持这
一倡议。
在9月的明斯克会议上还提出了另一
项倡议，即各国在欧洲不部署中程和
短程导弹。
总统说：“随着相关条约的终止，这
些核武器很可能出现在欧洲大陆，这
必然会带来一场新的军事对抗。”
白俄罗斯完全支持俄罗斯的反导弹倡
议和核武器控制倡议，
“白俄罗斯作为该条约的正式缔约国
没有退出《中导条约》，但如果我们
国际受到威胁时，我们会退出这一条
约。”
之后总统还提议制定在欧洲不部署中
短程导弹的国家宣言，通过此类宣言
将减轻局势紧张，恢复国际安全，增
强国际交流信心。
明年10月将在塔什干举行独联体首脑
会议定，明年12月底将在圣彼得堡举
行独联体国家首脑非正式会议。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sB
.B

y

现在的土库曼斯坦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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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三届白俄罗斯-意大利绿
色经济商业会议在明斯克举
行。会议的重点内容是：替
代能源开发、资源回收，在
会议上还讨论了企业如何把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等重要问题。
出席会议的白俄罗斯副总理
伊戈尔·彼得里申科详细介

绍了白俄罗斯绿色经济的发
展前景，其中他特别指出白
俄罗斯正在起草环境保护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计划
和立法文件。
伊戈尔·彼得里申科强调
说：“绿色经济对我们来说
相对陌生的，但从国家和
全球趋势来看，白俄罗斯应

该把这一方向定为战略重
点。”
副总理还指出，现在绿色经
济已纳入白俄罗斯可持续发
展战略中。到2030年白俄罗
斯将完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制定，到2035年白俄罗斯将
完成绿色经济建设，逐步过
渡到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
的经济模式，而白俄罗斯和
意大利的绿色经济合作是白
俄罗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
键之一。
意大利驻明斯克大使马里
奥·巴尔迪也认为白俄罗斯
在信息技术和创新建筑领域
发展有巨大潜力，这些领域
对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经济
合作大有帮助。
今年有35家意大利公司、150
多家白俄罗斯公司参加了会
议。意大利大使表示，希望在
将来会有更多的合作。白俄罗
斯工商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
拉霍维奇也说道，两国的投资
者可能对白俄罗斯发达的基础
设施、高素质的员工、稳定的
商业条件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感
兴趣，这将更好的促进两国的
产品进入市场。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是很重
要的。绿色计划、绿色项目、
绿色协议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
环境，也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
发展。

经济必须向	
绿色靠拢

伊戈尔•彼得里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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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 ， 科
学 家 们
确 信 气
候 在 变
化 ， 这
些 变 化
的 后 果
每 年 都

在增加，影响到所有国家和
每个人。比如更常见的自
然灾害——飓风、洪水、干
旱、森林火灾，以及山地冰

川、北极冰的融化。有的是
乍一看难以感知的变化，影
响生产力、供水、交通和住
宅基础设施、人的健康。
专家报告表明，人类活动，
尤其是矿物燃料的燃烧，很
可能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因
素。因此需要所有国家共同
努力，以适应气候变化，并
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在
某种程度上，纽约气候峰会
上的辩论也致力于寻找这样

未来的
人为投资。

它们是什么样？
让我们转向一个事实，即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年度

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重点关注消除地球的气候威
胁。各国元首对中东军事紧张局势加剧进行了探讨，
并认真考虑了全球变暖问题。可以这样说，这无疑是

当今时代最尖锐的问题。

1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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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但是，高级政
治家从非常年轻的环保主义
者格雷塔·滕伯格那里得到
了很多东西。
白俄罗斯一直支持针对环境
安全的措施。一次，在联合
国大会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
辩论中，白俄罗斯代表团呼
吁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秘
书长促进双方迅速执行《京
都议定书》。特别是有关该
修正案生效的国家程序，该
程序为白俄罗斯建立了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自愿承诺。
尽早批准该修正案可以切实
确认国际社会采取及时集体
行动防止不利的气候变化的
能力。白俄罗斯代表团还提
请联合国大会注意共同开发
环境友好技术，并将其转让
给需要这些技术的国家。重
点是建立一种机制，以扩大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获取有助于防止不利气候变
化的新技术的机会，包括在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源
效率和节能领域。好吧，只
有在先进的能源技术成为普
遍财产的情况下，才能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防止全球
变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
这里，任何积极的经历都是
有趣的。

开发计划署和白俄罗斯环
境部“绿色城市”项目的
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全国积
极开展环境发展领域传播
积极成果。为此，该项目
在竞争基础上为加入“能
源与气候市长公约”国际
倡议的城市和市政当局提
供协助，以制定和执行其
行动计划。实际上，能源
与气候市长公约是一个团
结起来的地方当局社区，
其有义务在可持续能源原
则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城
市。更确切地说，在欧盟
倡议的框架内，地方当局
（城市和地区）采取自愿
承诺，例如，到2030年在
其领土上将温室气体排放
量至少减少30％。去年，
通过竞标，白俄罗斯选择

了五个定居点来提供专家
支持。
巴拉诺维奇，普鲁扎尼，利
兹诺，姆斯蒂斯拉夫，斯拉
夫哥罗德等区域中心得到了
这种援助。
在其工作中，“绿色城市”
与交互基金会和Ecopartner
s h i p国际公共组织积极合
作，这也有助于项目参与
者制定积极的环境发展计
划。今天，我们的对话者是
IPO“生态伙伴关系”中央
委员会主席Maria Falolee
va，以及Interaction Foun
dation的能源领域专家，技
术专家Vladimir Rak。
与其他国家相比，白俄罗斯
在积极的环境发展领域中传
播积极成果的程度如何？
Vladimir R ak：多亏白俄
罗斯良好的统计数据，在拥
有许多根本无法获得可靠数
据的国家的背景下，我们看
起来非常有优势。我们有准
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还有详
细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数
十种（或数百种）积极的环
境发展活动，甚至包括针对
单个组织的活动。在其他国
家，一般是仅在这一领域计
划一些组织措施并大致评估
结果。

只有在先进的能
源技术成为普遍
财产的情况下，
才能在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和防止
全球变暖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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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Faloleeva：总的来
说，白俄罗斯积极参与《市
长公约》和积极环境发展计
划的制定。自己担任法官：
迄今为止，已有将近50个城
市和地区在该国签署了《市
长公约》。对我们来说，好
处是可以在国家获得一级能
源效率计划。近年来，朝着
这个方向开展工作。能源效
率的话题广为人知。城市中
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的
部分义务是通过已经实施的
措施来实现的。但从我的角
度来看，这里有一个弊端，
欧盟国家中的某些城市已经
遇到过。轻松取得胜利通常
不会激励他们继续前进。为
了实现《巴黎气候公约》中
概述的全球目标，即在本世
纪末之前将温度升高限制在
1.5-2摄氏度，将排放量减
少30％显然是不够的。要
采取根本措施。不仅在能源
领域，而且在运输，建筑和
消费领域。总之，在城市经
济的各个领域。这就要求逐
步但持久地调整城市经济。
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能
在未来取得成功并具有竞争
力。这些当然是长期的大目
标。但是，它们一定不能被
忽视。我们必须了解，现在
正在制定的那些计划并不是
最终行动点。我们的旅程只
是开始。

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
这里每个人的经验仍然很
少。每个人都迈出第一步，
充满颠簸。有时，我们的城
市很难做出独立的决定，主
要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定义积
极的环境发展的法律地位。
在这里，有时一切都取决于
特定城市管理部门的活动。
总的来说，我相信加入《市
长公约》的城市正在采取非
常大胆的行动。其中第一个
签署的城市尤其如此：然
后，一切都取决于城市管理
机构的主动权，甚至取决于
特定的个人。
但是总的来说，不仅在白
俄罗斯，而且在例如东部
伙伴关系的国家中，大多
数城市都加入了《市长公
约》，以便为在积极的环境
发展领域开展活动而获得更
多的财政支持。同样，这都
取决于愿望和动力。毕竟，
每个城市都有机会签署，但
是有的城市签了，有的没
签。
加入《公约》的城市正在发
生哪些具体的积极变化？
Vladimir R ak：吹嘘与项
目实施有关的任何根本性
变化，都是不可能的。因
为，正如已经提到的，这项
工作是在我国进行的。其他
一些国家没有提高能源效率
的国家计划，也没有朝这个

方向努力。我们从事这项工
作已经十多年了，并且一直
在继续。它不会发生突然的
变化，但同时有机会有所增
加：既以专家支持的形式，
又以设备投资的形式。另一
件事是，在我们地区，我们
从来没有制定自己的长期计

划。只制定了国家一级节
能，供热，供电计划，并向
各地区提出了指标，并根据
这些指标制定了年度计划并
付诸实施。积极开展环境发
展领域是能源领域的第一个
长期文件，这使我们能够提
出一个概念，并确定地方一
级的优先事项。以前，没有
实施此类计划的许多活动并

玛丽亚•法洛列耶娃

不仅在白俄罗斯，而
且在例如东部伙伴关
系的国家中，大多数
城市都加入了《市长
公约》，以便为在积
极的环境发展领域开
展活动而获得更多的
财政支持。

《市长间气候能源协议》 

将白俄罗斯与国际倡议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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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最大可能的节省。
我明确一下，例如，启动了
一个新的锅炉房，然后在家
中对其进行了加热。结果，
锅炉房没有被装载，效率降
低等。而今天，提供了所有
这些细微差别。
我们城市有没有典型事件，

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吗？
Vladimir Rak：我们为“绿
色城市”项目开发的方法论
包括一个含五十多个典型事
件的数据库，并针对每个事
件计算能量效应。城市积极
使用此数据库来编译事件列
表。最常见的是，我们从事
隔热和窗户更换，引入节能
照明，并将锅炉房转换为当

地燃料。许多人已经计划安
装热泵，太阳能电池板，太
阳能收集器，在这里，正如
其他任何人一样，在资金允
许的情况下，这些都是长期
目标。
Maria Faloleeva：每个地区
实施的气候适应措施都是独
立的。当前的问题很明显，
进行工作时，存在所谓的反
应性适应。应制定一系列长
期措施。这在实地一直很困
难。因此，在现阶段，我们
试图确定区域的方向，以便
它们首先评估当前，不久的
将来和更长远的30-50年气
候变化的影响。这里的最大
问题是缺乏本地可以访问和
理解数据和长期气候预测的
专家。顺便说一句，这不仅
是白俄罗斯的问题。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在城市正在实
施的事件中：首先，发展绿
色空间系统。但这不是为
了种植而种植，而是形成
了一个单一绿色框架，
该框架可以清洁空气，

创造舒适的微气候，遮荫以
及卫生。由于绿色区域提高
了地表的渗透性，因此减少
了下水道的负担并减少了洪
水的风险。其次，这是污水
处理系统本身的改进。在白
俄罗斯，降水状况正在发生
变化，我们经常开始观察洪
水。这意味着雨水管道的负

荷正在增加。而且，如果从
气候适应的角度来看，仅靠
修理某物已不再足够。需要
采取独特的长期措施，必须
在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前提下
建立和规划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这是建筑标准的变
化，首先是建筑节能标准。
而且，信息动态很重要，如
何抵抗高温期间，如何保护
自己免受螨虫侵扰等。在农
村，这些优先行动显而易
见，如改善森林火灾监测系
统，这对农业产生一定影
响：调整结构，改变农作
物……
城市和地区可以得到什么样
的帮助，以决定制定自己的
积极环境发展计划？
Maria Faloleeva：当城市
面临制定此类计划的需求
时，他们需要支持和指导。
对于神秘的气候适应尤其如
此，没人知道。但这是正常
现象，不仅在白俄罗斯。因
此，在绿色城市项目的框架
内，我们已经提出了与气候
部分特别相关的建议。我们
尽力向市政府解释了如何收
集信息，从哪些来源收集信
息，如何协调这一过程。我
们在应用程序中提供了许多
可以在我们的条件下使用的
气候适应示例。
Vladimir Rak：关于能源部
分，我们尝试使过程尽可能

弗拉基米尔•拉克

我们有准确的计算方
法，因此还有详细的
计划，其中可能包括
数十种（或数百种）
积极的环境发展活
动，甚至包括针对单
个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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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我们的工具中记录
了足够的七个统计来源。我
们将其开发为绿色城市的一
部分。即：自动转换为兆瓦
时，计算温室气  体排放，自
动聚合必要的部门。并在此
信息的基础上，制定了可能
的措施计划。我们还开发了
一份特殊的调查表，市政府
将其发送给地区企业。他们
从他们那里接收到计划开展
的活动的信息，并且该程序
已经自动计算出对节能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现在，我们想将此程序翻译
成英语，然后将其发送给市
长办公室。也许，该程序的
某些元素不仅仅可以在白俄
罗斯使用。
不参加市长公约的城市可能
是哪些？也许他们已经实施
了某些积极的环境发展计划？
Vladimir Rak：实践表明，
那些活跃的城市也是《市长
公约》，《经济增长市长倡
议》和其他国际倡议的签署
者。通常，被动城市不会在
任何地方参与活动。而且他
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额外的
发展资金。分发一些欧洲赠
款时，参加市长公约总是一

个优势。在某些市长公约招
标中，非签署国根本无法参
加。因此优势显而易见。
Maria Faloleeva：活跃的
城市现在正在采取每个人迟
早要采取的第一步。无论如
何，气候在变化，并且它
将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你
越早开始，它的成本就越便
宜。这是地方政府要理解的
重要内容。在刚刚开始制定
气候适应计划的城市，他们
问我一个问题：将为执行该
计划分配资金吗？我们主要
是在谈论外部赠款和投资，
因为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白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国家适
应融资计划。坦率地说，我
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分配资
金，但如果你没有计划，他
们肯定不会分配资金。为可
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分配资
金的所有欧洲金融机构都希
望了解这座城市对未来的看
法。此外，根据新标准，国
际捐助者和投资基金希望对
项目进行气候评估。甚至那
些与绿色发展都没有直接关
系的东西，例如道路建设，
其他基础设施。如果该地区
有这样的评估和计划，那么
它当然处于更好的位置。因
此，未参加《市长公约》的
城市应该考虑一下。
图片说明：气候风险评估需
要主管部门，组织和居民的
合作。在莫拓尔农业小镇中
实施的措施计划。
Vladimir Rak：为了解释Maria
的话，我举一个新的例子。
在欧盟国际会议上，德国提
议向乌克兰分配资金，以实
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你
只要表明你准备好了。在乌
克兰，向所有主管部门集中
发送了一封信，要求它们发
送建议。因此，那些制定了
气候计划的城市总共获得了
3000万美元的资金。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绿色城市项目能
源效率专家Ivan 
Filyutich的评论：

根据绿色城市项目的专
家所说，参加市长公约
的白俄罗斯城市代表可
以为之骄傲的一项关键
成就是改变了可持续城
市规划的方法。在该计
划的框架内，城市首次
开始制定长期的综合基
础设施计划，其中整合
了能源效率，环境和经
济指标。但是，这样的
计划还不够完善。它必
须与国家一级的战略目
标联系起来，并制定其
实施机制。在这方面，
我们的项目正在积极开
发实施这些倡议的机
制：绿色融资，可持续
采购，监测，报告和核
查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以及提高地方专家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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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距离建设最大的风能发电
厂，为2030年前实现引入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为建造维捷
布斯克州列宁区维列斯克维奇村附

近25兆瓦的风能发电厂，选择了举世闻名的环
保工程开发商——土耳其公司“古力士”（古
力士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在商定了所有重要文件后，于8月30日签署了
一项协议，根据协议，风能发电厂的总投资应
约为4000万美元。
多亏此项目消除了白俄罗斯风力发电领域的发
展障碍，引进外资旨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可再生
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亚历山
大·科布表示，风能发电厂将使我们的环境更
加清洁，并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白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
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正在申请国际技术援助
项目“消除白俄罗斯风能发电的发展障碍”。
投资者制定出详细的项目文件后，计划于2020
年开始建设风能发电厂。
建设完成后，“维列斯克维奇”风能发电厂将
成为白俄罗斯最大的风能发电厂，它将为该地
区的2万多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预计在未来
20年内，风能发电厂的运行将减少超过50万
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了确保设施的运行和维
护，将创建五个
新的工作岗位。
风能发电厂的建
设还将为当地的
设备供应商提供
工作机会。
同时，据此项目
的专家称，白俄
罗斯现有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速度
相 当 缓 慢 。 在
2019年初，在燃
料和能源总消费
中所占的份额为
6.2％。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运行96台总容量
为100.95兆瓦的风力涡轮发动机。

玛格丽塔·德洛兹德瓦

从2020年起，白俄罗斯将不再进口破坏臭
氧层的物质，从2030年起，不再使用需要
氟利昂的仪器设备。

臭氧层保护地球免受紫外线辐射的有害影
响，并维持地球上的最佳温度条件。但
是，人类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状态。

早在上个世纪，臭氧层就开始腐烂，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大量使用含铬或溴的化学物质。它们
在制冷和空调领域用作制冷剂，在家用和医用
气雾剂产品中用作推进剂，在灭火系统中用作
灭火剂，在电子工程中用作溶剂，并在建筑材
料生产中用作发泡剂。
白俄罗斯是最早签署《保护臭氧层维也纳
公约》和《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
议定书》的国家之一。2001年，白俄罗斯
通过了保护臭氧层的法律。
197个国家加入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它
对114种不同的化学品进行监管，其中50％
以上已经不再使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
部顾问娜塔莉娅·克莱妮可指出。在我们
国家，从未生产过破坏臭氧层物质，因此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不准其进口。此外，我
们与其他国家一起对次氯酸钠的研究。到
2020年，他们将不存在于白俄罗斯。
这位专家补充说，到2030年，使用破坏臭
氧物质的设备也将被禁止流通。从目前开
始，截至到2020年，计划使用可循环物质
用替代补充燃料。此外，专家表示，天然
制冷剂将是最佳替代品。
根据法律，境保护与自然资源部及各地区
机构受托监督《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执行
情况,娜塔莉娅·克莱妮可说，自1987年以
来，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使用已减少了99
％。每隔三年，我们会对使用此类物质的设
备进行清查登记。例如，根据2018年初的数
据，剩余约2500个单位，约300个组织使用
了它。

叶卡捷琳娜·季托娃

为风能发电投资
白俄罗斯为风能发电厂的建设项目吸引到约
400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

脆弱	
的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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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2 7年，最后一只原
牛从地球上灭绝了。20
世纪，随着技术的快速发

展，遗传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让这
个物种重生。最近，在图洛夫市
附近有学者发现一种与原牛祖先
十分相似的一种牛。全球环境基
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刻启
动了《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可持
续利用》项目，该项目旨在保护该
地生物多样性，并解决当地农场对
环境的影响问题。随着这个项目的

实施，必将吸引游客们前往
波列西耶湿地进行游
览。我们的记者在图
洛夫地区附近看到了
原牛的近亲。

原牛曾经生活在波列西耶地区。但是
由于过多的猎杀以及后来发生的瘟
疫，让原牛彻底灭绝了。之后我们只
能通过少数书籍和化石标本来了解这
一物种。在当地博物馆举行的“古代
原牛”化石展览上，游客们可以观看
巨大的原牛牛角化石。还可以抱着牛
角化石拍照，原牛牛角化石十分巨
大，仅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抱动它的。
参观完展览后，动物管理员奥尔加·
比布里克带领我们去观看图洛夫市农
场，在该农场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原牛
的近亲，这些原牛近亲与它们的远古
祖先一样强壮。
在去农场的路上，奥尔加说道：“现
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原牛近亲是遗传
学家运用现代技术培育出来，这些原

白俄罗斯波列西耶
地区原牛重现

原牛后代定居在普里皮亚季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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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近亲在体型、耐力等方面
都稍逊色于它们的祖先。现
在，对波列西耶地区的人民
来说，这些原牛近亲逐渐成
为该地区的一个象征。该地
区的原牛近亲意味着灭绝的
原牛又重新回到了波列西耶
人民的身边。”
农场在城市外几公里的地
方。在快到农场附近的地
方，就可以看到一群大黑
点。当我们的车辆接近农场
时，这些黑点表现得十分警
惕，朝着我们相反的方向移
动，时刻与我们保持一定的
距离。该农场现有18只牛，
公牛是黑色的，而母牛的颜
色要淡一些。
虽然这些牛与它们的祖先相
比个头要小一些。但是，它
们的角又大又长，公牛牛角
大概有三英尺长。相比于公
牛，母牛牛角显得小很多，
但是也十分具有攻击性。
小牛犊在母牛的脚下很安
静，牛群中有几只小牛。当
动物习惯我们后，我们可以
稍微靠近一些。可以看到带
有毛茸茸的头部，鼻子上的
白色斑点和柏油一样乌黑的
眼睛。但是，随着我们的距
离越来越近，它们又再次警
惕得跑开，他们在母牛的

带领下回到牛棚。母牛“领
导者”在相机附近停了几秒
钟。农场工人瓦西里.朔斯
达克解释说：“他们看起来
很凶。但一点也不好斗。当
然，我们尽力不打扰他们，
这些都是野生动物”。“您
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吗”
，我很感兴趣的问。
“总的来说，是的”。工人
用干草叉投喂了一些新鲜
的草料。“他们通常吃干
草和绿草。很少吃玉米饲
料。牛群有很规律的生活习
惯。早上六点，它们会统一
离开牛棚到养禽场，晚上，
天黑了，它们会井然有序地
返回。它们可以完全自由行
动，仅受围栏限制，因为牛
群仍在隔离时期。我们将在
大约几个月后放出。您说是
吗？”

奥尔加·比布里克肯定地点
了点头。是的，在隔离过渡
期之后，将把原牛们送往普
里皮亚季草原。 据科学家
称，这样可以恢复草原的生
物多样性，并使许多鸟类免
于灭绝。简而言之，它们就
像割草机一样。
“顺便说一下，在同一草原
地区，我们放牧了 法国奶
牛品种“豪华轿车”。奥尔
加·伊里尼希纳把手指向草
地。“它们不挑食，甚至还
吃毛白芷。现在，将像在五
个世纪前一样，把它们送
到普里皮亚季草原生活。当
然，当我们将它们放到野外
前，我们会好好照料它们。 
如果他们回到我们身边，
我希望它们在我们身边终
老。”

维奥莱塔·德拉尤克

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原始野牛角。图罗夫地方志博物馆照片

 � 无须鳕牛是一种强壮的牛。这是德国的赫克兄弟在1920
年代到1930年代尝试重现已灭绝的原牛的试验结果。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该项目被搁浅了，因为它曾得到纳粹主
义的支持。 60年后，他们又恢复了这个项目。目前，在
欧洲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此类动物解决了草原和沼泽地区草
丛过度生长的问题。 此情况对白俄罗斯来说有现实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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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互助——这一原则应该
成为家庭综合医疗和社会援
助的基础，白俄罗斯目前正
在构建其国家平台。根据白
俄罗斯红十字会的统计，超
过66万人需要这种方法，
占人口的7％，并且考虑到
人口状况，年增长率可能达
到1.5％。此类援助需求的
日益增长将成为国家的沉重
负担和引起某些社会问题的
诱因。 我们必须为这一挑
战做好准备。

残
疾人和老年人，
照 顾 卧 床 不 起
亲人的家庭是综
合社会医疗关注
的 重 心 。 卫 生

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卡拉尼
克强调：世界上没有完美的
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
现有资源发展自己的模式。
在我们的医疗领域建立老年
病治疗部门，即第三年龄阶
段的综合诊所，创建了超过
2000张护理床位。社会部门
自身也为住院护理，日间医
院服务提供了可能性。有一
个社会支付体系，将部分服
务委托给其他组织，包括公
共组织。红十字会在这里脱
颖而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
人道援助体系。
但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不是
偶然的，而是对医疗和社会
援助的明确需求，这将改善
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他们亲
人的生活质量，这需要采取
明确的方法：参与者之间的

沟通，工作标准和有趣的培
训。鉴于在我国制定一项使
老年人受益的方案，这将是
及时的。在白俄罗斯红十字
会的倡议下，昨天在明斯克
举行了国际专家参加的讨
论。谁需要这种帮助？ 家
庭成员可以在这里做出什么
贡献？ 是的，在我们的国
家中，就像在许多后苏联国
家中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子
女有义务照料他们年迈的父
母。但是，这种负担对他们
而言是否力所能及？他们是
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来照
顾因老年痴呆而卧床不起的
亲属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谁教会他们基础知识，谁会
在他们体力和精力殆尽时“
替换上岗”？如何评估他们
需要多少帮助？一群专业人
员能来帮助我们吗? 如何培
养这些人才？研究世界上最
好的案例可以提供答案。

世卫组织白俄罗斯国家办事
处公共卫生规划协调员瓦莲
京娜·鲁索维佳表示，我们需
要修改法规和传统观念，稳定
的拨款和门诊治疗补偿。再加
上100％的中央供暖、供水、
污水处理和改变床位使用方
针（例如，每10万人有203个
看护床位，瑞典为1250个）
。将来，这不仅将改善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减少住院次数并
让老年人尽可能长地保持正常
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将为他们
的亲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还
有助于促进创新并保护他们免
受沉重开支的影响。这种方法
在我国将如何实施，利害关系
方面——卫生和社会保障部，
公共组织——还尚未明确。现
在，我国已经有230万人达到
了高工龄，其中90万人超过了
70岁。这种趋势将加剧，也将
需要加快应对措施。

尤利娅·瓦西里西娜

帮助意味着理解

26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社会



狗是人类的
朋友吗？

当然，今天“EGIDA”并不
是白俄罗斯唯一个热心于保
护流浪动物的动物保护协
会。明斯克有多达30个这样
的组织，全国大约有50个这
样的组织。但实际上12年
前在白俄罗斯很少有人想
到，“EGIDA”是唯一一个试
图维护动物权利的组织。
现在，该组织有11名常驻工
作人员和无数名志愿者。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
有人负责帮助残疾动物，有
人负责绝育。有志愿者宣传
仁爱的思想，有的在幼儿
园、中学、高等学校举办见
面会，组织大量的活动，帮
助动物们遇见未来主人，举
办慈善音乐会。“EGIDA”
法律部门的席琳表示：所
有那些自愿咨询关于保护
动物权利的问题的人们，如
果有理由，他们可以帮助提
出行政，刑事案件的申请。
几年前，在众多动物保护协
会，特别是“EGIDA”的努
力下，自2015年以来一直
在讨论的《关于宠物饲养
法》草案中增加了一项，必
须对宠物进行芯片的植入。
虽然这种方式暂时并不流
行，尽管这个程序可以在任
何的兽医诊所进行：在颈部
下注射，植入一个米粒大小

的微芯片。芯片的成本约20
美元，一生只做一次，不会
造成伤害，因此宠物会有一
个单独的号码，它被输入数
据库，向所有人开放。顺便
说一下，在西欧，芯片是必
要的。就像兽类的绝育，接
种疫苗。由于这些措施，一
些欧盟国家解决了流浪动物
的问题。荷兰被官方承认是
世界上唯一没有流浪狗和流
浪猫的地方。因为大规模绝
育，使用各种合法形式来惩
罚虐待动物和征收高额的赡
养费而实现了这一目标。在
德国，城市的街道上也是几
乎看不见流浪猫和流浪狗：
在那里,国家计划针对街头
动物进行大规模绝育。 在
德国，故意伤害动物的罚
款为25000欧元。在拉脱维
亚，可被监禁4年。在意大
利，有人把自己的宠物遗弃
在街上，将被处以1万欧元
的罚款，可以被监禁。这项
措施很严格，但是合理的。
毕竟，我们总是，正如安托
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里所
说，对那些驯服的人，然而
动物并不能声明自己的权
力。因此，例如在瑞典，甚
至有一个正式的职业-动物
保护者。就在那里按照法律
上不能把狗留在家里超过五
个小时。没人照顾？有狗的
幼儿园或专业的部门。早在
1976年的法国，人们就认为
动物也有灵魂。

一起幸福

维罗妮卡•汉采维奇和朋友邦妮

十多年来，公益协会“EGIDA”的志愿者们一直在帮助无家
可归的动物们。正如人们所说，这个著名的组织给予了无数
宠物第二次生命，还在法律层面推广其仁爱的思想。该协会
还庆祝世界动物保护日，该日传统上于10月4日举行，自2007
年以来一直在该国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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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俄罗斯，正如人们所说，
协调家庭宠物（家畜）居住环
境。在已经提到的《关于宠物
饲养法》法律草案中，明确规
定了拒绝虐待动物。 与小动
物的关系受2001年通过的宠物
饲养法》的约束。 四年前，
确定了虐待动物要负刑事责
任：会被判入狱一年。
现在这类问题还在讨论中，但
如今公共动物组织已经开始运
作。
“EGIDA”协会领导人维罗妮
卡·坎特塞维奇说。“吸收他
国的良好经验，在白俄罗斯已
经实施了新的对动物的人文关
系的条例- 因此希望所有保护
动物的公共组织都为此作出贡
献。 
"现在，我们正在与波兰动物
保护基金“Czarna Owca Pana 
Kota”合作。在这里有一条法
律规定，允许动物爱好者将所
有税款汇到特定的动物收容
所；波兰建立了收容所。我们
与里加的同事们不断的交流：
在收容所，当着分公司工作人
员的面。在庇护所进行绝育，
阉割和一些其他简单的手术。
我们还和法国电影明星布里吉
特·巴多的动物保护基金合
作。顺便说一句，他的代表今
年夏天来到了明斯克，帮助宣
传了关于养宠物的新的规定，
分享了她的工作。我们计划筹
备一个美国兽医代表团来到白
俄罗斯：他们将举办大规模绝
育和阉割的大师班。印度也实
施了类似的项目：5天内，美
国医生对大约500只流浪猫和
流浪狗进行了绝育。与瑞典
的自愿者们有一个合作项目。
因此，在2015年冬天，我们举
行了一个大型活动，寻找宠物
们的家。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志
愿者们也加入了这项活动。最
后，50只狗找到了自己的家，
其中5只狗—是白俄罗斯的杂
交狗，它们乘轮渡到了瑞典
的首都。现在，他们在那里

生活，主人们发送了他们一起
幸福生活的照片。一般来说，
对于西欧国家的居民来说，收
留远处的动物是一种普遍的做
法。在瑞典， 他们有针对流
浪动物情况非常复杂的其他国
家的动物救援规划。

动物的权利
在明斯克暂时没有官方的流浪
动物收容所。只有一个临时收
容所，就是国营企业“城市动
物群”。在白俄罗斯的其他主
要城市也有这样的收容所。根

据动物守则，动物会在那里被
收留5天，然后安乐死。按理
说，宠物们要进入这个收容所
有两点：要么宠物的主人自己
交给收容所，要么被专业人员
从街道上被带回收容所。唉，
假设 没有微芯片的宠物，从

缰绳上挣脱，逃跑了，即使
根据《宠物饲养法》，它有
项圈、号牌和嘴套，五天后它
也可能不会活着。在地区的动
物中心动物可以被消灭，有时
它们会被枪杀。顺便一说，这

维罗妮卡和布里吉特•奥卢阿，布里吉特•波尔多基金会的代表

乘船去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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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西欧已经
被否决了。常有这样一些严重
的情况，不太聪明的动物会掉
入墓地的深坑里。在2017年“
宙斯盾”成为了这一事件的目
击者。“我们接到了来自洛戈
伊斯克的电话”，维罗尼卡

说，“我们被告知，在一个
经常倒入动物遗骸的深坑里听
到了狗吠。我们去了那里，并
找到了两只狗。但不幸的是，
其中一只医治无效。而另一只
被救了下来，牡丹生活在一个

充满爱的家庭中已经两年，变
得非常可爱！气味，这就是为
什么叫它牡丹。我们为它冲洗
了很多次！一周中，每天都洗
很多次。它在之前是深灰绿色
的，两个月之后，原来发现它
是白色的！”
在国营企业“城市动物群”中
有数百只狗和猫。动物们在那
里被喂养，但并没有兽医的帮
助。公共服务的利润取决于抓
捕动物的数量。像类似的动物
医疗程序由志愿者负责，一些
动物会被带入收容所，而另一
些动物会被带到其他的房子
里。

“爱掌握世界”
在一些文明国家，在当地机关
提议下，在城市街道和休闲公
园都设有针对动物的喂食区以
及温馨小屋。这样的少数的事
情我们可以在土耳其，波兰，
罗马，希腊罗德岛等地遇见，
有足够多热心的人。去年，第
一个为猫过冬的小屋出现在奥
尔沙。一些好心的人们把木板
钉在了一起，并在里面放了一
些稻草。因此，动物小屋在科
布林建成。在明斯克的一位友
人说，他盖了一间不大的猫
屋，不久，他被铁路电站的
工作人员拆毁。显然其中一位
居民不喜欢这些动物会住在隔
壁的事实。可能，现代都市主
义者仍然需要“成熟”一些，
才能让这些动物成为邻居。有
一个例子，一位诺丁医学中心
的医生专门为无家可归的猫们
买了一间在明斯克附近的小房
子。 他告诉病人，现在大约
有20个毛茸茸的生物住在那
儿。是的，有一些忘我奋斗的
人。安东·伊贡宁发现白俄罗
斯人，圣彼得堡的居民以建造
街头动物的房屋而闻名，并以
此做为商业活动。一切始于帮
瓦斯亚想要帮助一只定居在安
东家门廊上的猫。安东为她盖
了一间房子，瓦西亚很喜欢。 

安东有个建造这种房子的想
法。他自己创建了一个网站，
消息散播开来：订单不断地涌
入。 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求为
宠物建造“精英小屋”，而另
一些人则要求为无家可归者提
供庇护所。
“Egida”协会的活跃分子也
建造了他们的第一个庇护所，
叫做"拯救灵魂之家"。它距离
明斯克50公里，那里住了大约
30只狗。还有第二个救援房—
一个女志愿者的礼物，在那里
猫和狗住在一起。里面有4个
房间，所有的地方的都放置了
鸟舍，旁边就是猫舍。当然，
邻居们有时会抱怨：狗叫声经
常会影响他们。想想，他们在
那里做什么。也有可能被做成
肉末放到黑市上卖？是的，人
们有很多偏见 -维罗妮卡笑着
说。"在公共场所是没有准确
的庇护所的地址的，以免像带
小狗的盒子一样抛出“惊喜”
。
回想起，有一个案件，越过栅
栏小猫裹着口袋和被狗撕成碎
片的口袋。这时，志愿者看
到了这一点，因此悲剧没有发
生。但是，如果有更好的帮
助，在屋子里有足够的工作人
员：每天都需要打扫小屋，
喂养，治疗，早晚带每只狗散
步。
必须要社会主义化，维罗妮卡
把它分为细微差异。我们值班
每4-5个小时更换一次，同时
在房子里有两名志愿者。当
然，房子不是橡胶的，我们不
可能把所有的带走。 每天从
白俄罗斯各地打来的电话，有
时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并非所
有人都了解我们的房屋如何运
作的。有些狗很孤单，从不与
任何人相处，它们需要单独的
小屋。有很狂野的，胆小的。 
例如，不能让很多公狗住在一
起。即使他们已经绝育，但
他们的性格仍是“男性”：
他们彼此竞争。每2-3个月，

牡丹现在总是干净的

救出来的那只雅虎在家里多温暖啊！

浣熊乔鹏变成纯手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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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城市的公园，在大型
广场举行活动：携带一百只动
物，白天寻找主人，寻找一个
新的家。他们谈论宠物，给一
个可以接触，交谈，散步的机
会。2019年8月，在另一起行
动之后，有60只动物找到了它
们未来的主人。但也有细微
差别：如果一个人想要“那
只猫”仅仅是因为他蓬松-我
们不会马上把它送出去。首
先，我们与潜在的主人沟通，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会送
出。例如，如果一只狗会住在
一个村庄的小屋里，那么它不
可能习惯住在城市公寓里的小
屋。或者，让我们说，不是每
只猫都能和小孩子和睦相处。
有时他们想养第二只狗。动物
之间会和睦相处吗？有时候，
人们想要一直幼仔来抚养它长
大，但他们不明白小狗的上厕
所的习惯，还没养成习惯，就
会日夜混淆。结果，他“晚上
嗒嗒地响和干扰睡眠”的事实
感到愤慨，你会同意的。简而
言之，我们尽量降低归还的可
能。这对宠物和我们来说都是
有压力的：代替前者，马上带
来新人。

一撮羊毛价
值多少？
为了保护和支持无家可归的
动物，“EGIDA”组织慈善
音乐会。因此，其中一个
叫“猫的摇滚”的音乐会，

它去年冬天在明斯克购物中
心“Galeria”举行，志愿者
们筹集了500美元。在和维罗
妮卡的交流中，我了解了热
心的人有很多。因此，该组
织尚未遇到任何特殊的财政
困难。通常，人们愿意向热心
的人提供经济援助：将钱转入
她的账户。要知道不是所有的
人都有能够运送猫舍和狗屋的
车。“EGIDA”在经济上帮助
了锡林野生动物救济中心，他
位于泽尔津斯基附近的一个私
人地点。顺便说一下，熊、狐
狸、猫头鹰、乌鸦、天鹅是怎
么到达那里的？
-它们是从动物农场运来的，
在城市的公路上发现许多被击
倒的动物。例如，有人在树林
里发现了一只熊，带走了他，
玩了—然后就放走了......有
很多这样的案例，-维罗妮卡
感叹道。
“EGIDA”与城市的许多公立
和私立兽医诊所签有合同："
志愿者带动物来到这里，他们
做手术，月底告诉我们数量，
我们根据结支账单支付给他。
所有都是没有现金的。虽然在
某些情况下，人们相信亲自把
钱交到手上。例如，对于脊柱
手术，你需要板，螺丝。它们
只做普通，“人”生产制造。

我们没有许可证支付这些基金
的无现金，以及一些"人类"药
物，这些可能也需要，例如，
狗。这时我们用现金支付，但
保持严格的记录：何时，多
少，为什么花费的资金，他们
买了什么，支票的复印件...
一些志愿者自己买药，并给我
们。

这些人是谁

维罗尼卡·汗切维奇是一名接
受培训的律师，在一家私人兽
医诊所担任管理员。顺便说一
下，这些机构和医院都是二十
四小时营业。他们总是有需求
的，节假日也不例外。有时，
猫会从窗户掉下来，或者狗的
爪子会折断，或者压力大的人
突然呕吐，腹泻......维罗妮
卡说，主人在到达时经常处于
休克状态，他们不断地准备手
术：只是为了拯救宠物！而有
些，相反，甚至都不敢自主的
注射，喂药。维罗妮卡检查病
人，让主人安心，将两边都带
到专家那里。顺便说一下，她
没有专门的教育。但是，正如
她所说，近十年的日日夜夜与
动物们在一起，与他们沟通，
通过“眼睛对眼睛”，这种工
作的经验就足够了。基米尔还在寻找自己的家

由于慈善活动，家庭成员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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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我对动物一无所知，现
在我可以静脉滴注，提供急
救，区分一种疾病和另一种疾
病，在外观上确定需要做什么
事等等。我了解任何一只狗，
也可以和它交流。
好奇：谁是兽医诊所里最频繁
的病人，而谁比较少见？当
然，大多带猫和狗。还有乌
龟、蜥蜴、浣熊、雪貂，甚至
还有鳄鱼从动物园里来进行X
光检查。蛇、兔子、刺猬、狐
狸、老鼠也受到治疗。还有鸟
类：鹦鹉、海鸥、乌鸦，还有
可能被小孩子用石头“打伤'
的麻雀。有爱心的人看见一只
被打伤的小鸡，捡起来，带到
诊所并支付了治疗费用。总的
来说，在维罗妮卡·汗切维奇
的工作中有很多的故事。
许多志愿者在“EGIDA”都是
小康的人。除了学生和律师，
还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和公司
的董事，翻译，设计师，导
演...许多人因为一个共同的
事业而了解，甚至创建家庭，
有志同道合的人安排在假期见
面。维罗妮卡和自己的丈夫就
是在“EGIDA”认识的，现在
他们的家里养了四条狗
这是一个无稽之谈，孤独的退
休者们领养猫和狗，失败的人
格。只是，我们的人民在内心
上想要帮助别人，他们对此是

有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可能。当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被杀时，我
被告知拯救动物是愚蠢的。
我回答：对自己而言，不能拯
救世界，但为什么不救其他人
呢？我没有休息日，我也没有
从我的活动中获利。但我对工
作很满意。相信我，当你从街
上捡起瘦弱的动物，然后看着"
它"变的调皮、开朗，帅气。当
你在路上发现一只倒下的、受
伤的动物时，照顾他——突然
一个美丽的早晨，它起身奔跑
了了。这是多么的高兴！顺便
说一下，我们有志愿者，他们
专业地从事犬疗法。他们带着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与病情复杂
的孩子们接触，如脑瘫，自闭
症，孤儿院。狗引导孩子们！
这是一个科学证明的事实，在
这样的课程后，他们更愿意与
人接触。因此，我们的活动不
仅仅只是帮助动物们。 

人—野兽

维罗妮卡相信善良的人更多，
但要继续努力改变与动物之间
的关系。因此，“EGIDA”积
极提倡强制绝育、微芯片和疫
苗接种。解释：
人们不理解很多问题。为什么
你需要给一只住在家里，哪儿
也不去的猫接种疫苗？因为一

些病毒性疾病可以带到脚上，
在鞋上。为什么我必须在窗户
上安装网格？也许你的小猫5
年没有坐在窗台上，而第6年
她会对某事感兴趣，她会从12
楼摔下来。如果你的狗突然从
皮带上挣脱，逃跑了，后来给
你带了幼仔？在好的情况下，
这只幼仔会被送到庇护所，最
坏的情况是，放在箱子里的小
狗被放在在垃圾箱附近，或直
接扔进垃圾桶。或者- 大海，
淹死，埋葬活着的小狗 -可能
不是最可怕的。听到“我的猫
必须生孩子，因为她需要感觉
像个母亲”，这很有趣，也很
伤心。动物没有这种本能！没
有动物想成为母亲！
是的，不注意到我们周围的动
物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活着
的，他们教导我们要成为有爱
心的人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
间。他以一个积极的结尾结
束：我们学习爱...我们还想
起了英国动物学家杰拉尔德·
杜雷尔的《袋鼠之路》，该书
指的是，与我们不同的是，动
物无法实现自治。他们没有可
以接受他们投诉的议员。他们
甚至不能强迫工会罢工，要求
更好的条件。他们的未来，他
们的生存，掌握在我们手中。

爱丽丝·冈格

《艾吉多夫茨》与《救赎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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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们被邀请到明斯克咖啡厅
品尝不同种类的咖啡。
那天晚上在“毛衣”咖啡厅
聚集了很多客人。在年轻人
中间，有一对受人尊敬的年
龄。正如咖啡厅老板娘伊琳
娜·费多罗娃告诉我们的那
样，这对夫妻决定用一杯香
浓的咖啡庆祝老年人节。他
们对这一天恰逢国际咖啡日
感到惊讶。
向 那 些 不 知 道 的 人 讲
述，1990年12月在联合国的
倡议下设立了“老年人日”
。首先，这个节日于199 0
年后开始在西欧，然后在美

国，在世界范围内庆祝。顺
便说一下，10月1日，各个
国家举办了由协会组织的各
种节日，以保护老年人的权
利，举行会议和代表大会。
公共组织和基金会在这一天
组织各种活动。但是国际咖
啡日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节
日。如您所知，国际社会没
有庆祝这一天，只有在2014
年，包括75个国家/地区的国
际咖啡协会才决定批准正式
日期。2015年，国际咖啡日
首次以官方身份庆祝。据组
织者（http://www.aif.by）
称，白俄罗斯10个城市的100

多家咖啡馆为这一天准备了
特价，培训和娱乐节目。
在这一天，预计全国的咖啡
鉴赏家将以其他方式开设咖
啡冲泡作坊，进行咖啡探寻，
拿铁艺术大战，节日套餐，咖
啡折扣高达50％，而且可以
免费品尝。大型节日“白俄
罗斯咖啡节”的组织团队将
该国团结在大型的咖啡快闪
族“coffeedaybelarus”中。
令人欣慰的是白俄罗斯正在
发展咖啡文化。
国际咖啡日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可以谈论您对咖啡的热
爱并与他人分享。我们感到

咖啡杯里的大千世界
白俄罗斯有一百多家咖啡馆庆祝国际咖啡日。节日在明斯克、戈梅利、格罗德诺、维捷
布斯克、莫吉廖夫、布列斯特、平斯克、斯卢茨克、鲍勃鲁伊斯克和科布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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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的是白俄罗斯已经连续
第二年成为这个节日的一
部分。让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庆祝它，去咖啡馆喝一杯
美味的咖啡，探索世界！他
们宣布，到202 0年在明斯
克将同时举行三场咖啡盛
会：2月-2020年最大的节日
Fest Coffee Belarus 2020，4
月- Coffee Fest Belarus EXPO 
2020，7月 - 世博会-首个精
巧咖啡节-美味咖啡。
就像伊琳娜·费多罗娃告
诉我们的那样，截至10月1
日，“新的咖啡年”就是从
这一天开始的，咖啡收获和

咖啡贸易商的销售开始了。
也许也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
1983年10月1日在日本地方咖
啡协会的倡议下，在日本举
行了第一次咖啡庆祝活动。
我们回到“毛衣”。事实证
明，当晚的客人被邀请观察如
何使用替代方法来冲泡不同类
型的咖啡。当然，要品尝它，
也要了解差异，例如，在Ke
meks中的饮料与通过气压机或
倾倒咖啡冲泡有多少不同，尝
试描述您的味觉。
客人们在柜台半圆形地坐下
来，这样就可以看到咖啡制
作过程。作为“炼金术士”
的角色，厨师兼咖啡师Veron
ika Najafova应邀来到“ Manu
factura”咖啡店。她是培训中
心manufactory_Lab中生产新
鲜烘焙咖啡Manufactura rosters
的质量控制专家。在Veronica
准备的同时，咖啡店的老板
向我们介绍了她。Veronica
担任了7年的咖啡师，她热
爱她的职业。我参加了2018
年在白俄罗斯举行的重要咖
啡师比赛。伊琳娜说，这是
冠军，这是国家所有咖啡比
赛中最困难，最负盛名的比
赛。困难在于，参与者需要
在15分钟内准备4杯意式浓缩

咖啡，4杯卡布奇诺咖啡和4
杯特色饮品。由于参与者本
人制定的原始配方，作者的
饮料应从意料之外的方面揭
示浓咖啡的味道。评委：4名
感官专家，2名技术专家和1
名裁判。比赛的评审员是SCA
认证的评审员，白俄罗斯，
俄罗斯和欧洲的咖啡行业专
业人士。伊琳娜毫无疑问地
说， Veronika将有能力在世
界咖啡师锦标赛上代表白俄
罗斯。
“新型制作咖啡的方法是酒吧
行业的新趋势，” Veronica
开始讲故事。是为了什么？咖
啡师知道，可以“增添”咖啡
的自然特性，即咖啡的香气、
酸度、密度、甜度……使它发
出明亮，热情，充满情感的声
音。此外，还有关每种冲泡咖
啡方法的详细信息。其中的技
术细节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关
于咖啡冲泡设备的所有内容对
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她旁边
是丽莎，阿莱西亚和毛衣的咖
啡师帕维尔。小女孩还没有什
么经验，但是根据女主人的说
法，浓缩咖啡和其他类型的咖
啡已被她很好地调制了。
“ 毫 无 疑 问 ， 您 知 道
的，”Veronika继续说，“

最热衷的咖啡的是芬兰
人。在芬兰，平均每人
每年用掉12公斤咖啡。
挪威（人均9.9公斤），
丹麦（8.7公斤），瑞典
（8.2公斤）也是领先国
家之一，顺便说一下，
意大利人每人每年用掉
约5.9公斤咖啡。在白俄
罗斯，有59.7％的居民
更喜欢喝茶，40.3％的

居民热衷于咖啡。

青年讲座

在另一种煮咖啡的情况下，每克都很重要。

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细微差别

3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用替代方法酿造的咖啡味道



咖啡是一种流行而健康的饮
料。”它使人充满活力，不
仅有助于集中精力，而且还
可以放松，温暖。咖啡使人
们彼此靠近，它是现代人生
活中社会化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在这里，请注意彼此之
间，现在的彼此微笑是因为
您期待即将品尝到的饮料。
在我看来，咖啡也是一种情
感的引导者，咖啡文化本身
就是一个丰富而未知的世
界！现在，我将向您介绍其

他酿造方法。它们旨在揭示
咖啡口味的多功能性。
我们的视线直接越过这些设
备，我们称它们为设备。从
外观上看，它们就像化学实
验室的设备，我再说一遍，
她自己是一个炼金术士：所
有的操作都如此轻松，快
速，自然地进行。她研磨咖
啡，称重，将水倒入鼻子较
细的水壶中，使咖啡入睡。
设备的程式化设计令愉悦，
并且易于使用。
Veronica说：“看看V60漏斗
多么适合您的手掌。V60、证

明者、哈里奥都是这项制造咖
啡方法的名称。”在《纽约时
报》上发表有关他的文章后，
它在2010年开始流行。它是在
大约一百年前发明的。进行咖
啡制作是一种真正的仪式，称
为“咖啡仪式”，但是，您可
以轻松地学习该仪式。从英
语翻译- pour over意思是：
倾倒。哈里奥 - 一家日本公
司的生产这种制作方法的配
件。V60-因为如您所见，漏
斗类似于拉丁字母V，并且其

壁之间的角度为60°。将薄纸
过滤器插入漏斗，倒入粗磨的
咖啡，然后从水壶中轻轻倒入
热水，但不要开水。以这种方
式制备的饮料是透明的，无沉
淀的，具有细腻的味道，在其
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所有的
细微差别。这种咖啡豆原产地
是肯尼亚，在漏斗中酿造，结
果证明其清纯、干净、透明。
丽莎和阿莱西亚将饮料倒入特
殊的玻璃杯中品尝，它们是由
透明玻璃制成的。根据伊琳娜
的说法，这种制备方法中的咖
啡因比浓缩咖啡中的咖啡因高

出很多倍。因此，我们稍微品
尝一下香浓的咖啡，毕竟现在
是晚上。然后我们喝点水，以
便清洁下一部分咖啡的味蕾。
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转向
了Aeropress设备。该设备由
American Alan Adler于2005年
设计，由Aerobie Inc.制造。
根据Veronica的说法，此设
备中有很多配方，而且在不
同比赛上获得的胜利也只能
带来原始配方。有人少喝咖
啡，有人多喝咖啡，有人磨

得更大，有人磨得少。没有
具体规定。在充气机中，将
咖啡倒入上缸中，搅拌10秒
钟，然后在10到20秒钟内，
将成品饮料通过过滤器压入
下部罐中。饮料浓烈，几乎
像浓咖啡，而且非常香。这
也许就是主要优势。与漏斗
中制备的饮料的透明度相
反，唯一的缺点是咖啡有点
浑浊。来宾们的问题是：水
很重要吗……这还用说吗！
水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希
马诺维奇的一位客人解释
说：镁和钙的存在增强了咖
啡的味道。对于一般生理学

这是空气压缩机 漏斗 V60也称为Pourover和H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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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用。因此， Veronika表示
高兴，因为专家的意见是，
不要用蒸馏水冲泡咖啡，而
要用富含矿物盐水冲泡咖啡。
第三个设备是Kemex。它的
设计非常简洁。它由硼硅酸
盐玻璃制成，并用皮带“拉
出”。纸或金属过滤器也插
入Kemex。用鼻子很细的茶
壶倒水，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5分钟。输出的味道极佳，有
浓浓的香气，是一种富含氧
气的透明饮料。Veronika建

议，看看维基百科，您会在
那儿获得有趣的信息：该设
备是美国化学家Peter Schlum
bom于1941年发明的。这位
科学家将锥形玻璃瓶连接到
带有木头和皮革边缘的实验
室玻璃漏斗。该设备的普及
主要归功于其设计-具有大
漏斗的化学烧瓶。顺便说一
下，Kemex广告活动的第一个
口号是：“像化学家一样喝
咖啡。”广告活动的主角就
是发明人本人，展示了他的
发明工作。此外，他还在卡
迪拉克的前门上安装了镀金

的Kemex作为护身符，Kemex
被公认为是美国设计的杰出
典范，自1944年以来一直在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Veronika还谈到了所谓的虹吸
管中最壮观，最古老的替代咖
啡冲泡方法。它是由MD Vasya
于1841年发明的。然后，我们
立即在互联网上查看了该咖啡
机的照片。Veronika解释说，
她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制造咖
啡机的玻璃非常易碎。但是这
种方法在日本非常流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毛衣”
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
们闻到咖啡豆的气味并咀
嚼，了解谷物的辨别。吸入
的香气，除了肯尼亚咖啡豆
以外，还品尝了三种其他咖
啡品种-卢旺达，哥伦比亚，
埃塞俄比亚，它们以不同的
方式酿造，主人分享了它们
的味道。接着是大师班。邀
请了三位客人使用不同的设
备煮咖啡。他们在“毛衣”
咖啡师和Veronica的指导下成
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磨
碎的咖啡在秤上称重。

那天晚上的微笑没有离开我们
的脸。在毛衣咖啡厅，我们
还吃了含素食恰巴塔三明治
的晚餐，并享用了沙棘茶。
顺便说一句，他们注意到咖
啡店里的产品中富含新的果
汁饮料，其中一种我们尝试
了——苹果茶配辣椒粉和百
里香。事实证明，这种茶今天
很流行。此外，我们设法与伊
琳娜讨论了这家舒适的咖啡店
的新功能——有关环保的课
程。在“毛衣”不使用塑料

制品：他们使用可生物降解
的甘蔗餐具，尤其是棕榈叶
板，木勺搅拌糖。伊琳娜在
接受ONT采访时已经谈到了
这一点。她承认，现在，她
正在考虑替代塑料鸡尾酒吸
管。我们建议，白俄罗斯很
多的黑麦秸秆可以完全替代
塑料，他们说，意大利人将
意大利面用作鸡尾酒！
在如此积极的背景下，我们
告别了我们钟爱的咖啡馆，
在那里我们以特别的柔情和
崇敬对待咖啡。

瓦莲京娜和伊万·日丹诺维奇

Chemex经典手冲咖啡壶丽莎、保罗、阿莱夏和维罗尼卡是品尝日的
主要咖啡师

美味咖啡，香飘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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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平衡杂技表演
吗？你看过杂技节目 
“金字塔”吗？杂技演员
踩在彼此的头上组成一个
倒金字塔。在第二届明斯
克国际杂技节比赛上，观
众们可以看到这些让你心
跳加速，呼吸加快的极限
艺术表演。

在
赛场上，选手
们沐浴在观众
热 情 的 掌 声
中。乌克兰金
牌得主，体操
运动员阿列克

谢·格里戈罗夫和玛丽娜·格
拉瓦茨基带给了观众一场完美
的体操表演。来自中国的的李
伟，他的表演是一边在钢丝上
骑独轮车，一边用手托举着他
的搭档。罗马尼亚的丹尼尔·
巴德亚要站在竖起来的八米高
的梯子上保持平衡。来自俄罗
斯的塔蒂亚娜和安德烈·亚罗
维克，他们的训熊表演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巴西小
丑佩佩·贾迪姆，他不需要语
言也能给观众带来欢乐，这需
要过人的天赋。
在面对这么多强大同行时，
白俄罗斯国家杂技团的演员

精彩，炫酷，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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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志昂扬。年轻的空中体操
运动员阿纳斯塔西娅·唐琴
科和阿纳斯塔西娅·普雅托
已经获得了很多国际比赛的
奖项。博格丹和德米特里·
卡扎科夫展现了他们强大的
力量。他们空手把钉子钉入
木板，用牙齿咬住并拖动木
桩。兄弟两个还带来了一个
在白俄罗斯没有人尝试过
的新节目，他们要拖动一架
四个人才能搬动的钢琴。在
杂技节上首次亮相的叶夫根
尼·科诺诺维奇表演了“秋
千飞行”。他要在13米的高
空，摆动距离为18.5米的秋
千上表演，白俄罗斯杂技团
排练这个节目花了4个月。
看看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表
演，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来自
世界最古老的“蒙特卡洛”
马戏团的副团长乌尔斯·皮
尔茨对明斯克杂技节这么评
论：“白俄罗斯国家杂技团
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节目
质量很出色，我们看的是真
正一流的杂技团。”他这么
说意味着白俄罗斯国家杂技
团有实力参加国际顶级杂技
联赛。
当然，直接比较两个比赛节
目是不合理的：因为年限，

经验，历史，氛围，所有这
些情况都不太相同。不过，
皮尔茨强调说，同级别的艺
术家聚集在白俄罗斯争夺金
色大礼帽（该比赛的奖品是
由白俄罗斯麦秆编织的魔
术师礼帽），和金色小丑雕
像。裁判团队肯定得说道：
聚集这么多的照明设备几乎
是不现实的，但是白俄罗斯
国家马戏团已经是第二次做
到了。 除乌尔斯·皮尔茨
外，专家还包括匈牙利文化
部长皮特.费肯特，俄罗斯国
家马戏团艺术总监吉亚.艾拉
德兹，还有欧洲大型节日的
主席团。
来自美国的著名马戏团表演
家彼得·杜宾斯基说道：“
这样的节目很难编排，即便

我有200多个节日活动的经
验。” 通常，在比赛开始
之前，我们会评估表演者获
奖的可能性：哪些节目可能
得金奖，哪些节目可能得银
奖。这次比赛评委们的打分
结果很接近，很契合。这次
比赛的水平很高，那些没有
获奖的同样有才华的艺术家
很可惜。
此次比赛除了标准的金、
银、铜奖之外，该马戏节还
为儿童裁判颁奖（俄罗斯套
娃雕像）、为大众裁判颁奖
（由人民艺术家大师亚历山
大·阿尼西莫夫领导)、观
众奖和以苏联著名小丑米哈
伊尔·鲁缅采夫命名的特别
奖。

伊莲娜·奥夫谢别

有以下国家参加此次明斯
克国际马戏节：巴西、中
国、美国、澳大利亚、以
色列、德国、土库曼斯
坦、塔吉克斯坦、朝鲜、
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墨
西哥、匈牙利、意大利、
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和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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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们的记者在纽约首映式
演出高峰时联系了叶夫根尼
娅·罗曼诺维奇。我们讨论
了全球和具体的一些问题。
戏剧和现代舞蹈要去哪里？
以何种方式决定基调?在格罗
德诺，“46号宫”创意空间
有什么样的异国情调?我们讨
论了纽约的疯狂和几近狂热
的创作节奏。

美国“哇”效应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地
铁里有一些很棒的音乐家，
无论他们在舞台上是什么位

置。但这是纽约，竞争激烈”
， 叶夫根尼娅分享道。“美
国人的大胆开放令人惊讶。
我和一个陌生人坐电梯去旅
馆，他对我说，‘嗯…今天
早餐的小甜蛋糕很好吃。’祝
路人愉快——这很容易不同的
环境，不同的社会。闪电般的
速度! 我上过各种各样的舞蹈
学校——街舞、现代舞、芭蕾
舞。而且我想说，美国人技术
性很强，速度很快，他们不会
说‘我不能’，‘我不知道怎
么做’”。
为了制作《太阳升起——我
们在这里》，世界著名的美

国编舞卡琳·托马斯·杨飞
往波兰。她带走了10个人:美
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
白俄罗斯人。叶夫根尼娅·
罗曼诺维奇奇迹般地得知了
卢布林在选角。在白俄罗斯
艺术学院毕业后，她在格罗
德诺的木偶剧院工作，她经
历过波兰和俄罗斯的项目，
法国汇演。但这是我第一次
接触美国编舞。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
这里》——表演展示了现代
舞蹈、即兴表演、爵士舞、瑜
伽、东方武术等动作。现代舞
被认为是由现代派的产物，这

在曼哈顿剧院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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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罗曼诺维奇出演戏剧"the sun has risen — we are here"

在格罗德诺,	叶夫
根尼娅·罗曼诺维
奇赢得了人们的
赞誉，他创造了一
种关注和尊重戏剧
的氛围。开放！新
鲜！大胆！思想的
速度，内在的勇
气，国人的天赋和
惊人的目标，女孩
激励着志同道合的
人，吸引着学生。
现在她正在曼哈顿
的拉玛剧院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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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代舞蹈是由自由舞蹈构成
的的。后者的创始人是伊莎多
拉·邓肯，她是第一个拒绝古
典芭蕾的人。今天，我们有一
个现代舞蹈作为一种独立的肢
体语言，它不仅能传达流行的
爱情故事，而且还能传达深刻
的东西。
“所有的现在舞都意义不
同，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工
作。因为每个人，通过他自
己的经验（读过的书，看过
的电影，如何理解政治、经
济）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阅
读肢体语言”，叶夫根尼娅
说。“对我来说，我们的表
演是关于人的状态。我们把
世界分成派对，每个人都很
酷，每个人都在聚会，明亮
的灯光，我们玩得很开心，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垃圾。这
是美国舞蹈指导的作品。他
们的街道很脏，垃圾比我们
白俄罗斯人想象的还要多。
卡琳在这肮脏的街道上感到
平静。一个破碎的世界，一
个一切都不是你想要或想要
的地方。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聚会，当我们还是孩子的
时候，我们在灯光下看到一
切，然后长大，进入现实世
界。在我们的作品中，一个
人经常是倾斜的，不是笔直
的，躺着的，坐着不稳的。
这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总
是被打断。我的意思对我来
说很有价值。我花了很长时
间才弄明白这份工作是什
么。. 有一次在卢布林排练完
后，我走到街上，看到一个
流浪汉坐在长椅上，像这样
弯着腰睡觉。我知道我们在
做什么!不稳定的状态，倾斜
的状态。你如何生活，如何
寻找幸福”。
“观众是怎么认识你的?”记
者问。
导演马上说，“美国观众经
验丰富，喜欢技巧，哇。
砰，砰! 表现力极强的表演! 

是的，这是一种非常专业的
流行文化。看看麦当娜、碧
昂丝的演唱会! 在现代舞蹈
中，美国观众也很有经验。
我们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反
馈，人们说谢谢，说他们很
感兴趣，说这很酷。政治和
经济的事情都批露了出来。
许多人强调了团队协作。我
没有看到外面的工作，但在
里面很好，因为我知道我们
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一种使命。顺便说一
下，我们被邀请去日本。在
白俄罗斯表演会很有趣。”
导演问:“珍雅，这是真的
吗?”叶夫根尼娅·罗曼诺维
奇笑着说:“我们想去白俄
罗斯，但我们需要一个组织
者。”

生存还是毁灭?

白俄罗斯人的灵感来自微妙
的，精神上几乎不引人注意
的事物。还记得吗?“灵魂必
须日夜工作，日夜工作。”
在叶甫盖尼的例子中，灵
魂热爱自己的工作，从不数
时间。在美国，为了自我发
展，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

如果一个舞者每小时收入17
美元，而一个大师班要花20
美元，他就没有钱去学习。
在这一点上，叶夫根尼娅·
罗曼诺维奇有自己的见解。
尽管有很多免费的课程，拉
玛剧院每年为年轻艺术家提
供200万美元。这部演出涉及
来自70个国家的演员和舞者。
“美国导演的风格有什么不
同吗?”记者感兴趣地问。
“我不会说自己的思维。导
演是不同的:有人像演员扔椅
子，有人则不会。但这要么
是真的，要么是我的主观观
点，但西方是没有领导——
下属之分的，我们都是平等
的。在白俄罗斯，我对导演
感到敬畏。卡琳·托马斯是
美国人和佛教徒。所以和她
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伟
大的发现。叶夫根尼娅说，
她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事
情，我们一起排练。——真
的有区别。例如，你做了一
个练习。我们的导演会花很
长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有多
糟糕，你会重做20次。——
卡琳注意了!——一次机会。
不能? 她礼貌地微笑着说:‘
好吧’，默默地拒绝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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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这可能是个好主意，
但如果她不马上排练，他们
就不会接受。在白俄罗斯，
我们可以话很长时间，确定
一个动作……然后:“你做不
了这个动作吗?”哈…好的! 
别人会做这个动作的!”一方
面强硬，另一方面又很酷，
超级有趣，我喜欢这种风格
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戏剧页正在面临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新
时代有它的规则，剧院被迫
匆忙改变。在华沙的歌剧节
上，亚洲人在唱歌——想象
一下!——古典欧洲音乐。所
以他们对它很感兴趣。但这
是一个特殊情况。你不能把
个体现象看作是一种趋势。
但融合已是事实。所以，在
欧洲，流行的舞蹈是一种实
验，假设嘻哈舞者不仅对技
术感兴趣，对音乐感兴趣，
而且对讲故事感兴趣，寻找
运动的概念。戏剧也是如
此。现在，舞蹈演员正在学
习各种各样的技巧，而成功
将取决于谁能把它们结合起
来。“在美国，个性在任
何方面都很重要”，她强
调。“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
趋势:观众对观看舞蹈不感兴
趣，他们想要参与其中!跳
舞、唱歌!”

故乡
他们在艺术空间教舞蹈、唱
歌和绘画。它是由叶夫根尼
娅·罗曼诺维奇发起的，在
格罗德诺掀起了一种创造性
的浪潮。“46号宫”不仅
仅是一个舞蹈工作室，它还
突出了它广泛的创意和的极
简主义哲学。这里有现代舞
蹈、芭蕾舞、诗歌之夜、音
乐活动、电影放映、绘画、
讲座、黑白相间的会议。如
今，该艺术空间还提供异国
情调:巴西卡波伊拉武术、格
尔日耶夫斯基运动、蹦床健
身。“46号宫”是城市的另
一种选择，它为那些勇敢、
热爱艺术、热爱戏剧、渴
望表演的人开辟了一个展示
自我的舞台。这种艺术场所
在莫斯科和巴黎很常见，但
对于格罗德诺来说，是新事
物。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在困
难的时候把玩具从沙箱里
拿出来然后去别的地方的
人……”，“但是，叶夫根
尼娅，当你做了一些项目的
时候，你不是很沮丧吗?”记
者问。
“像这样的艺术空间需要五
六个人来分担责任，每个人
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这里我

们有教室、财务处、组织
处、租赁处、保洁处。计划
制定由管理层完成。我在这
方面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一
切都是凭直觉的。但是有一
个很大的愿望，那就是学习
和分享那些很棒的人。例
如，我是在一个节日里认识
的，我看到一个人有一技之
长，我想， ‘哦!这就是在
白俄罗斯能帮助我们的人!
我要邀请他去格罗德诺。’
项目结束了，他召集了一些
人，但每个人都得到了他
们想要的。我得到了我想要
的，“46号宫”和老师。结
果发现我们是入不敷出。我
发誓不再有大师班了，但我
又被邀请了，”这位艺术家
说。
叶夫根尼娅·罗曼诺维奇承
认，纽约没有“46号宫”温
暖、舒适，纽约现在是一个
非常无聊的地方， 但是，
当我们开始做一些不适意的
新事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
扩大可能性的范围，就像几
何级数一样。当你遇到挑战
时，新天地就会向你敞开。
这就像滚雪球效应，随着雪
球越滚越大，机会和收益也
将不多增加。而这只是个开
始。

玛格丽特·萨多维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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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达莉亚·约德尔住在格罗德
诺，她是唯一一个在欧洲和
美国都获得认可的白俄罗斯
化妆师。她说：“当时我是
借钱去奥地利参加化妆比赛
的”。在大众认为化妆是很
普通的事时，达莉亚却把化
妆当做是艺术。她大胆，喜
欢创新，不愿意走老路。在
职业化妆师中，她是一名革
命者，她开创了一条无人走
过的道路，她还指导了许多
学生。
达莉亚·约德尔和我们讲述
了她在纽约时装周的工作，
在世界大赛上她神奇的化妆

术给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几分钟内她的化妆技巧就
能使任何女人感到开心。
每年7月，在克拉根福尔特镇
的一座小岛上都会举办一场
世界性的化妆时尚大会。这
是化妆艺术的盛宴，世界化
妆冠军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来自白俄罗斯格罗德诺的达
莉亚·约德尔获得了冠军，
在这之前从没有白俄罗斯人
进入决赛。
达莉亚·约德回忆道：“有
50个国家参加了化妆大会，
我有大概40多名对手。我喜
欢沉浸在我的幻想中，所以

创造力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东西，就像鱼儿会在水里游
泳一样。怪诞的东西对我很
有吸引力，但是，化妆创作
又应该限制在构图和颜色的
框架之中。我很喜欢用化妆
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自己，证
明我是艺术家，而不仅仅是
化妆师。我为很多广告和时
装节目做化妆服务。这些化
妆服务当然不是为了普通现
实生活，但是在时装表演中
的前沿美妆会慢慢地进入现
实生活。比如，以前的女性
涂大红色的唇膏非常普通，
但现在相反，红唇有强势

化妆师
达里亚•
艾德尔
的作品：

冠军化妆师的职业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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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而现在，彩色的眉
毛、睫毛和头发却不再是狂
野的表现。”
不得不说，在世界比赛中塑
造一种形象，对勇敢、敢于
冒险的达莉亚来说也是困难
的。她想通过在美妆中加入
一些独特的元素来引起评审
团的注意。
达莉亚说：“我想用带装饰
性面具把模特的眼睛和嘴遮
住，产生一种戏剧的效果。
在模特走台的时候，面具上
的装饰元素会动起来，面具
会打开，露出模特的脸。我
在莫斯科找到一位能做出这
种面具的机械师，但这个面
具的制作要一千多美金，这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数字。还
有服装，模特的费用，光模
特就要用5000多件化妆品。
对于一个没有外部资金支持
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
投资。比赛的胜利是不确定
的，我借的钱对我的未来会
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她获得了世界冠军，达
莉亚开始与纽约时尚公司英
格鲁特合作。但她不会只停
留在一个方向上。之后她和
年轻的贝尔诺维茨化妆品公
司在白俄罗斯一起发行了一
款名为“调色板”的眼影。

热爱与工作狂人

记者问道“现在，您有自己
的工作室和化妆品商店。请
告诉我，如果一个新人要想
进入美妆行业，或者建立一
个公司需要多少钱呢?”
达莉亚回答道：“要多少钱
完全取决于化妆师的工作方
向和化妆品的数量。而这又
是由客户决定的。如果你想
学高级的技巧，你就得上好
课程，买合适的材料，我想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可以告
诉你，到目前为止，我们工

作室里化妆品的价钱加起来
可以买到一套公寓和很多漂
亮的皮草。”
在世界时尚杂志的封面上，
许多女孩看到的是很浪漫而
且吸引人的世界。但是达莉
亚·约德尔从事时尚行业的
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达莉亚回答道：“每天站10
到12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背部变弯，身体发福，激烈
的竞争和紧张的节奏，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应对的。购买
大量的化妆品、上技术提高
课程、出国学习和承接项目
才能使自己在化妆师职业中
有地位。要想进入高端化妆
行业，化妆师必须每周七
天不停的工作，不能放松自
己。没有对化妆的热爱就不
会有高质量化妆作品。对
白俄罗斯化妆行业的未来发
展，我可以说，以后来自大
师的推荐将起主要作用。这
种情况在欧洲和美国早就出
现了。在格罗德诺，你还可
以自我学习，在尚未取得任
何成就时，你还能对人们说
你很有能力，人们还是会相
信你。”
达莉亚·约德尔成功的秘诀
在于无条件地热爱她的事业
和疯狂地工作。任何身体上
的困难、竞争或缺乏资金都
不会妨碍她。像这样大胆
的，思想开放的人，在过度
饱和的化妆市场，依然会被
接受。

不仅仅是粉彩
和化妆刷
达莉亚笑着说：“如果我
要寻找模特，我很喜欢凭
借感觉。就像在爱情中，
因为有感觉，所以我喜欢
他。我喜欢与各种类型的
人一起工作。女人的美是
自然产生的，而不是由谁
创 造 的 固 定 标 准 ，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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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可以改变你的脸!然
而，我反对抹杀女性的自
然美，化妆应该只是修改
和装饰，而不是把整个脸
换了一个样子。当今的趋
势是自然美，所以对眉形
和肤色的修改是最重要，
其余的改变都是可有可无
的。”
达莉亚说：“我指出一个事
实，外貌对每个女人都是十
分重要的，它给人留下你的
第一印象。在某些情况下，
外貌可以帮助你实现目的，
也能帮助你得到爱情，还可
以让你看起来像个职场达
人。你可能工作很出色，但
在面试时，给面试官留下第
一印象的是你的外貌。”
如今，睫毛膏，眉笔，口
红，腮红和时尚荧光笔已
不仅仅是女性可有可无的
小工具。 在肩负重任，
压力重重，个人生活不顺
利，工作困难的情况下，
一套化妆品变成了唯一可

以支撑并营造良好心情的
武器。画好妆容是获得幸
福最简单的方法。
当谈到幸福时，达莉亚振作
起来。生活常常使她陷入困
境。冠军总是选择职业作为
生活意义的来源。
达莉亚回忆说：“一场慈善
秀在伦敦举行，每个品牌杰
出的造型师齐聚一堂。”慈

善会所得款项将用于儿童基
金会，以抗击白血病。慈善
会筹到250000至300000英
镑，价值不菲。当演出结束
时，一个孩子出来并随机核
对了这笔款项，我当时就明
白自己的努力与辛苦没有白
费，而且我的工作不仅仅是
画笔和鲜艳的色彩。”

玛格丽塔·萨多夫斯卡

如今，睫毛膏、眉笔、口红、腮红和时尚
荧光笔已不仅仅是女性可有可无的小工
具。 在肩负重任，压力重重，个人生活

不顺利，工作困难的情况下，一套化妆品
变成了唯一可以支撑并营造良好心情的武
器。画好妆容是获得幸福最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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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白 俄
罗斯的同
胞，以及
在 俄 罗
斯莫斯科
或圣彼得
堡 出 生
的同胞，

在东方研究和中国方面发展
了巨大的力量。举个
例子，翻译、语言学
家、文学评论家弗拉
基米尔·帕纳修克的
科学命运，他今年可
能已经90岁了。
通常，当直接需要
他们提供翻译服务
时，翻译者才会被记
住。甚至即使阅读马
克思的作品，也很少
有人注意到我们的
同胞Valentin Taras
和Carlos Sherman的
身影。每个人都知道
约瑟夫·塞米詹，他
们读过白俄罗斯语版

本的亚当·密茨凯维奇的《
潘·塔德斯兹》吗？翻译服
务于各国人民的友谊事业，
促进相互之间文化领域的发
展。他的所有工作和所有专
业技能都取决于他的主要目
标，Nikolai Zabolotsky曾经
是一名作家，他偶然地将自
己才能的一部分投入翻译业

务。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
奇·潘纳修克于1924年
2月底出生于波洛茨
克，三十年来他已经
完成了他一生的主
要工作-罗贯中小说
《三国演义》的翻
译。值得说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小说写于14世纪，也

是 中 国 四 大 古
典名著之一，作
者是罗贯中（约1330
年-1400年），他在
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
陈寿所著《三国志》
的基础上进行了极富
艺术性的工作。这个
故事是关于公元三
世纪中国的情况。那
时，中国分为三个国
家——魏、蜀、吴。
小说中部分内容与现
实不符，但是后代的
读者对此信任如此之
高，以至于研究中国

研究东方艺术

白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学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今天诞生的。我们可以想到与汉学有关的 
《我们的尼瓦》的出版。在白俄罗斯，关于此内容已经写的足够多了。在1930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诗人艾米·肖（音译）来到明斯克做客。1950年代后期，马克西姆· 
坦克访问了中国。在中国参观访问的白俄罗斯作家Yanka Bryl，Lydia Arabey，Anatoly 
Vertinsky，Grigory Borodulin，Mikhail Sheleg，Naum Halper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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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忽略了文献来源。这
才是真正的艺术力量！
该小说在1950年代初被翻译
成俄语，并于1954年出版，
无疑是对当时中苏政治关系
的一种表达。甚至在1950年
代的白俄罗斯，在1960年代
初期，也有很多中文书籍被
翻译成白俄罗斯语。中国
作家的书籍由瓦西尔·
维特卡、尼古拉·塔图
尔、谢尔盖·米哈楚
克、扬卡·布莱尔、莉
迪亚·阿拉贝翻译。没
错，中国与苏联之间
的关系长期处于“冷
淡”状态。但是突破是
如此强大，几乎一代对

中国感兴趣的翻译人员和
研究人员成熟了。

弗拉基米尔·潘纳修克将自
己的一生与中国人对世界的
了解永远联系在一起。除了
三国之外，我们的同胞还将
司马迁的《史记》（195 6
年，莫斯科）、曹雪芹的《
红楼梦》（共2卷（1958年，
莫 斯 科 ） ） 译 成 俄
文。顺便说一句，
最后提到的这些作
家在中国也受到高

度重视。《红
楼梦》也是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与
早期的大型中国散文作品不
同，该作品使用了准确的故
事情节和纤细的构图。
这是第一本详细介绍主要
人物经历和变化的小说。
对话不是用文言文写的，
而 是 白 话 文 ， 顺 便 说 一
句，白话文是现代汉语普
通话的基础，主要故事情
节是女娲补天剩余的石头
被道士、和尚赋予灵性并
携带下凡。小说中有数十
位主角和 500多名配角。
这部小说于19世纪首先被翻
译成欧洲语言。1980年，甚
至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也建
立了专门的红楼梦学院。对
比一下：白俄罗斯“新地
球”生活百科全书研究所，
这关于白俄罗斯民族诗人雅
库布·科拉斯的诗。
我们同胞东方事业的发展与
对中文的深入研究有关。的
确，1955年，弗拉基米尔·
安德烈耶维奇被接纳加入苏
联作家联盟。在1954年至
1964年为论文答辩后，他在
军事外国语学院任教。然后
他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工作了二十多年。这位波洛
茨克人于1990年1月14日去
世。潘纳修克的科学兴趣

范围是根据他的论文主题确
定的：“现代汉语中模态动
词的使用及其分类”。这位
科学家是发表60多篇科学论
文的作者。我们的同胞与潘
纳修克合作出版了《中俄大
辞典》（莫斯科，1983年）
，潘纳修克的一生是真正的
科学家和文学翻译大师的榜
样。由于中国文学逐渐为俄
语读者所熟悉，因此很难想
象没有弗拉基米尔·潘纳修
克这位汉学翻译家是怎么一
个情况。
不幸的是，这位波洛茨克人
的姓氏没有受到白俄罗斯百
科全书的关注。我们是否可
以出一本关于弗拉基米尔·
潘纳修克的书。也许随着时
间的流逝，这些鸿沟会被消
除，而这种疏忽会消失吗？
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已经采
取了第一步。白俄罗斯百科
全书文化中刊登了有关潘纳
修克的文章。

阿列斯·卡尔留什科维奇

弗拉基米尔•巴拿秀克

而我们白俄罗斯的同胞，
以及在俄罗斯莫斯科或圣
彼得堡出生的同胞，在东
方研究和中国方面发展了
巨大的力量。举个例子，
翻译、语言学家、文学评
论家弗拉基米尔·帕纳修
克的科学命运，他今年可

能已经9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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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88年5月，我来到古巴。更
准确地说，是通过“费德尔·
查利亚平”游轮来到那里，到
新的工作地点。我从阿什哈巴
德的红旗突厥斯坦军区被送
往“通讯”编辑部担任执行秘
书，在那儿我曾服役近三年。
我在哈瓦那附近的古巴呆了两
年零一个月。在所有这些时间
里，我一直在努力与自己所爱
的土库曼斯坦、土库曼作家、
我的土库曼朋友尽可能保持联
系。
1988年8月底，我开始写我的
《古巴日记》。当然，他的许
多书页都是关于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文学的。关于土库曼斯
坦的民族诗人克里姆·库尔巴
内佩索夫。这些笔记中有很多
天真的东西，也许在那时是非
常非常无法实现的想法、愿望
和幻想……它们会成真吗？我
现在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的想
法、计划。
1988年9月19日：“我希望、
我梦想立即写一个有关马赫
图姆库里和普希金的故事，
副标题为：“一次不存在的
会议。”介于小说和幻想之
间，但具有自己的思想，具有
内部运动，其思想将通过普希
金和马赫图姆库里来表征两个
民族，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特
征……”
同年9月21日：“当晚，我把
邮件寄给了出版商。报纸上

有Kalinkovich的来信。来自
第比利斯。他带来了痛苦消
息 - 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
夫于9月1日去世。在我的记忆
中，有多少事件与这位诗人的
名字相关。显然，我会写这篇
文章，并在某处写自己的匿名
日记（4-4.5打印页面），并
发送至“ Edebiyat理事会”杂
志社。
如果在我返回突厥斯坦之前
（1990年）没有人举办会议，
编写关于克里姆的回忆录，那
么我将承担这项工作。并为这
位诗人诞辰100周年准备一本
书（一直在收集资料！）《克
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 - 诗
人的命运》。
是的，再也没有克里姆了，这
是非常痛苦和委屈的……
邮件（包括报纸）到了古巴，
有一些姗姗来迟。无论这封信
是从哪儿写来的，都会先来到
都首莫斯科。在Moscow-400
的地址，然后可能经过一番
验证，最后到收件人那里。
因此，仅在9月底才了解到这
位伟大的诗人和亲爱的朋友的
去世。一位白俄罗斯的公众人
物，作家尼古拉·卡林科维奇
（1950年-1990年）向我介绍
给了克里姆·库尔班内佩索
夫。那是1985年的秋天。
9月27日：“今天，在Manko
的帮助下，我与Soltanov上校
会面。他是我们的一支步枪团

的师长。他在阿富汗作战，现
在有一名顾问。古巴人非常感
谢他。他已经被授予“国际战
士”一级勋章。一般人只会获
得二级勋章。（1990年，古巴
人也授予我这个荣誉。当然，
是2级勋章——阿列斯·卡尔
留什科维奇注）。
当索尔塔诺夫担任连长时，
该团团长是Veljanov中将（当
然，他后来成为将军——阿列
斯·卡尔留什科维奇注）。从
那时起，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了解Soltanov和Tyrkish Dzhum
ageldyev。当我谈到克里姆
时，我说他已经知道他去世
了。我们一起叹了口气。索尔
塔诺夫只说：“怎么会这样？
！没理由，没理由啊……”是
的，关于克里姆的痛苦直到现
在仍没有消失……”
10月2日：“我给Chingiz Ait
matov写了一封信。我想知道
是否有什么可以让人们保持
对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的
记忆。从我以前与克里姆的对
话中，我记得这位诗人在阅读
Chingiz Aitmatov的Plakha时以
电报的方式回应了他……我不
知道Chingiz Aitmatov是否会
回答？
10月10日：“Velsaparov还写
道，Golubovich Lenya向我致
以问候。他对《波利米亚》第
九期我的看法有评论。但是为
什么这样？不是克里姆 Kvu

《古巴日记》：
克里姆·	
库尔巴内佩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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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nnepesov撰写的《夏季唱
片》吗？如果是这样，那真是
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可惜的
是，克里姆不知道，也不会知
道这件事了。
《夏季唱片》-我将克里姆·
库尔巴内佩索夫的精彩作品
翻译成白俄罗斯语，并出版
了《马尔代斯特》杂志。翻
译由Nikolai Kalinkovich移交
或发送给编辑。然后，我把
旧的编辑版本给了一位阿什
哈巴德的军官（大概在1988
年1月）。接着我和Ales Gav
ron见了面。但是他没有得
到明确的答案。后来，编辑
档案译文丢失了，非常非常
抱歉。我仍然梦想着看到克
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的夏
季唱片印在白俄罗斯的杂志
上。白俄罗斯诗人列昂尼
德·古卢波维奇随后与土库
曼斯坦散文作家阿克穆罕默
德·维萨帕罗夫一起在莫斯
科的高等文学培训班上学
习。他告诉了一位同事关于
我的另一本出版物。
10月23日：“为什么不收集关
于突厥斯坦军事区的退伍军人
作家的文章。我只知道哪些
人在突厥斯坦担任过作家—
Arkady Martinovich和Platon 
Voronko，Valentin Rybin和克
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
11月12日：“我添加了克里
姆·库尔巴内佩索夫的回忆
录。我首先将它们提供给“ 
Edebiyat理事会”杂志社。
1989年，我发表了一篇小文
章，专门纪念克里姆·库尔巴
内佩索夫，我仍然是该文章的
朋友（尽管杂志的名称完全不
同-“Karakum”）。为此，
首先要感谢当时在《厚实》文
学和艺术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宣
传人员卡卡莉·别尔佳耶夫。
11月23日：“昨晚，Sasha 
Aksyonov带来了我对克里姆·
库尔巴内佩索夫的回忆的转
载。“一个特质”—就是这

样的名字。这是我对克里姆的
性格、行为、创造力的回忆，
以及关于他作为一名国际主义
者的回忆。我写得很真诚，毫
不夸张地说，其中可能会出现
一些错误。当然，我并不了解
克里姆的另一面。我必须承
认。”
1989年1月3日：“昨天，我从
图书馆拿了土库曼星火的页
夹。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献给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
的悼词。导致我再次感到痛苦
和委屈。痛苦和委屈。……”

苏联各共和国的共和党报纸来
到我们的图书馆。当然，我是
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土库曼斯坦星火》报最认真
的读者。
1月15日：在《Golas Ra
dzimy》（《白俄罗斯祖国之
音》，又名白俄罗斯同胞的周
报——阿列斯·卡尔留什科维
奇注）之中发表了与克里姆·
库尔巴内佩索夫与白俄罗斯联
系的信。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我认为，我会以此为主题回来
的，至少在大约十年后。但事
实和材料必须立即收集，应当
今天收集。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写一本
关于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
夫的书。而且必须快点。英
文记忆中的某些内容会逐渐
消失。是的，现在我们需要
调动人们——他可能认识的
人。总之，要工作。 
3月5日：“今天我写了信，
写了九张。几乎所有都是有
关克里姆的问题。我写信给
吉列维奇、茹科、埃梅利扬
诺夫。他们是克里姆的朋
友……”
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
早年与白俄罗斯国家诗人尼
尔·吉尔维奇会面。在波罗
的海国家之一的青年研讨会
或节日的某个地方。阿列
斯·茹科在阿什哈巴德会见
了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
夫，还有诗人Ales Emely
anov。当然，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记忆。至于佩斯利亚科
夫，他是一位战争记者。战
后，他在阿拉木图、阿什哈
巴德服役，经常会见土库曼
诗人，与克里姆交了朋友。
被转移到保护区后，德米特
里·佩斯利亚科夫上校住在
明斯克。顺便说一句，还有
在我之前很早就来到阿什哈
巴德的Nikolai Kalinkovich，
是佩斯利亚科夫提供了克里
姆·库尔巴内佩索夫的坐
标。
这就是我古巴日记中的所有
笔记——提到土库曼斯坦民
族诗人克里姆·库尔巴内佩
索夫的笔记。他是一个杰出
的创造者，在许多方面决定
了土库曼民族诗歌的数十年
发展。2019年10月18日是克
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诞辰
90周年。我知道土库曼斯坦
不会忽略这个日期。我相
信，人们仍然会写很多关于
伟大的土库曼诗人的书籍，
而这位无疑是世界文化中富
有创造力的人。

阿列斯·卡尔留什科维奇

克里姆·库尔巴内佩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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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世纪一个富有
的时尚达人的
每项投资实际
上都可能会花
费一笔巨款。
顺便说一句，

米兰公主，未来的波兰女王
和立陶宛大公爵夫人博纳·
斯福尔扎的嫁妆，除了几十
件衣服外，还包括120幅细
小的薄手帕，上面装饰有刺
绣。因此，欧洲所有皇室和
大皇宫法院都有使用意大利
最高阶层妇女经常用左手浸
透香水的手帕的习惯，这使
它成为宫廷礼仪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

根据天气， 
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上古时代
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之后，从法国开始，时
尚和女士服装的流行就开始
了。不用带假发，而是将可
爱的卷发放在头后部，并用
镶有钻石的绷带装饰。像古
董雕像一样，赤脚穿着带绑
带的凉鞋。他们在脚踝，脚
趾上戴着镯，以及可以拆

卸的戒指。但是，这种时尚
在白俄罗斯领土上并未得到
广泛的传播，人们认为这是
由于当地传统的女性礼仪观
念所致。但是，也许是因为
那时候我们的白俄罗斯夏天
是稀有的，更不用说冬天和
泥泞的秋天了。因此，在旧
时候的人不会特别被宠坏。
更可靠的是长袍，在脖子下
面的纽扣和宽裙摆。一般而
言，小贵族和士绅代表的服
装与传统的农村制度并没有
太大区别。
但是，披肩是女性“古代形
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显

得十分合适：它既保护美丽
又防寒。尤其是当这条路把
自己的民族传统击败时。没
错，在大亨们的客厅里，女
士们优雅地闻到藏山羊羊毛
制的羊绒产品。但是，我认
为，如果有必要，白俄罗斯
山羊也可以完美地拯救他们。
即使是最贫穷的白俄罗斯妇
女，衣服也有两种变化，休
闲和节日。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用轻
巧的面料或长末端的花边制
成的方巾或围巾，在胸前交
叉并系在腰部后面很受欢
迎。它们是略显风骚的主
题，因为它们略微掩盖了不
合情调的深领口。这种方式
的独特复制品尽管是由柔软
的羊毛大披肩或大型羊毛披
肩制成，但在冬天之前在白
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村庄中都
很难看到。
在19世纪末，高领上衣饰以
蕾丝衬里，褶边，荷叶边，
刺绣，在女性衣橱中起着重
要作用。胸针固定在衣领
上，配上小手表，吊坠，珍
珠串，长链。衬衫在带扣的
宽皮带上略有重叠。裙子的
下摆饰有荷叶边，不同颜色
的织物条，丝绸线，缎带……

用什么治疗？

珍珠母纽扣！
机智的编剧伯纳德·肖曾经说过：《时尚是可控制的流行病。》	150年前甚至更早之前，明斯
克，格罗德诺，平斯克，巴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斯卢茨克以及其他白俄罗斯城市的女性迷
恋什么？答案可以在Valentina	Belyavina和Lyubov	Rakova撰写的精彩的《白俄罗斯的女性服
饰》，以及历史学家的大量出版物中找到。当然还有旧的素描，照片和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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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穿着会面
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他们在什
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这个
传统保持了几个世纪。穿衣
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
一种社会标志。相应的服装
可以使其所有者打开社会上
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客厅门。
在19世纪社会的特权阶层
中，有大量不同的女性“衣
服”：家庭、商务、休闲、
乡村、旅行、宴会厅、剧
院、晚宴……所有这些都需
要大量金钱。然而，一个体
面的女士被认为必须至少具
备下列服饰的四种：早上的
家居服、日间服、来访者的
招待会服装、旅行服、休闲
服、剧院服、晚宴的喜庆服
装，以及珠宝。
早晨，士绅妇女不穿轻便的
衣服，不戴手套，不做复杂
的发型，也没有卷发。珠宝
的选择受到年龄和环境的严
格限制。只有到了晚上，才
有可能用宝石和珍珠装饰自
己。即使在简单的框架中，
钻石在下午仍然很庸俗。下
午，她们戴着适度的胸针，
链上的徽章，手链和由宝石
制成的耳环。多余的妆容也
被认为是不良的举止。
在白俄罗斯所有主要城市
中，都可以找到巴黎时尚
杂志。由于织造，贸易
的发展以及面料成本的下
降，服装的大规模生产始
于19世纪下半叶。服装也
为特定的客户缝制，但模
特是在此之前准备好的，
并在带有图案的时尚杂志
页面上做广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
初期的事件，长期以来改
变了人们对时尚和服装的态
度。现在，功利主义浮出水
面。在1920年代，连衣裙只
进行简单的衬衫剪裁，较为
便宜。伴随着低跟鞋，几乎

完全没有珠宝。那也有它自己
的时尚和风格。
-接下来是什么？
-生活啊，缝上印花布夏装和
浅色连衣裙。
-你认为这样的服装耐用吗？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应该被缝
制……

这是一种追求时尚的流
行病，这就是为什么
这种流行病占据了广

阔的领土，并以相同症状影
响了许多人，直到它们完全
发病为止，例如，到处都是
狼毒制成的吊坠，粉状的假
发，眼睛下方脸颊上的果
蝇，倒霉男人可以轻松藏
在下面的

裙装，或发出像小型直升机
一样声音的裙子。什么都不
会发生，不会改变，不会治
愈。当它出现时，请准备好
攻击新的“病毒”。因为玻
璃纽扣的热潮只能用珍珠母
纽扣来治疗。

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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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当然，按照传统，新的周年
纪念季以传奇戏剧《Paulin
ka》开幕，这已经进行了约80
年。我们从历史中了解道：
该剧是扬卡·库帕拉在1912
年创作的。这是库帕拉创作
的第一部喜剧，也是他的第
一部戏。这部戏是为舞台创
作的。该的剧第一次在俄罗
斯的托木斯克上演，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帕洛夫
斯基剧院的剧团被疏散。
是什么使《Paulinka》对观众
如此有吸引力？本季与STV记
者一起播24小时新闻节目的
中场休息时，有人问了这个
问题。由于他们的情绪、感
染力、幽默感、表现出色，

这些答案是从库帕洛夫斯基
剧院的歌迷的口中听到的。
剧院总导演帕维尔·拉图什
科喜欢这种表现民族情感的
表演。此外，他补充说：“
幽默感、库帕洛夫斯基剧院
的演员带来的笑容，以及观
众所收到的笑容，强调Paulin
ka的年龄并不重要，而且我
们满100周年也不重要。是
的，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精彩的现代化表演已经
成为现实。我们还有更好的
未来。”
拉图什卡的这些话听起来很
乐观，这并非没有原因。新
一季有望发生很多事情：许
多新项目、巡回演出、新闻

和出版项目、庆祝活动，当
然还有主舞台和室内舞台的
首映式。在剧院开幕季的新
闻发布会上对此进行了讨
论。顺便说一句，剧院希望
在周年纪念季中在扬卡·
库帕拉的故乡Vyazinka放映
《Paulinka》，同时使其成为
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
正如帕维尔·拉图什科所说
的，这是第100季的概念：“
在第100季，三个词将引领
我们前进 - 历史，现在和未
来。我们为库帕洛夫斯基剧
院的历史感到自豪，我们在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现代活
动中展现出很高的创造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库帕洛

一百年的创造力

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剧院（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白俄罗斯最古老的剧
院第100季开幕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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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剧院的未来发展奠定
了基础。”
最接近的首演是由库帕洛
夫斯基剧院艺术总监Nikolai 
Pinigin执导的Karol Lir。首
演定于2019年12月。表演的
场景由卡特琳娜·希曼诺维
奇创作，她是舞台设计师鲍
里斯·格洛洛万的学生，鲍
里斯·格洛洛万是著名的伊
万·乌沙科夫剧院奖获得
者。希曼诺维奇的已经在剧
院界知名度很高。希曼诺维
奇的作品在Zapalki，Zammla 
Elzy，Radziva Prudok的表演
中、与Sergey Ashukha的合作
中、在Shlyakhtsits Zavalnya
或白俄罗斯的首演中广为人
知，也在库帕洛夫斯剧院中
广为人知。
在本季开幕式的新闻发布会
上，我们还获悉，尼古拉·皮
尼金将根据文森特·杜宁的作
品重返舞台，演出著名的戏剧
《艾迪伊》。卡特琳娜·希曼
诺维奇将负责服装的制作，而
兹诺维·马戈林将负责创作场
景，我们从“夜幕降临”和“
潘·塔德弗什”的演出中知道
他在库帕洛夫斯基的作品。 
《艾迪伊》的首映时间定于
2020年6月。
艺术总监的计划和扬卡·库
帕拉的标志性戏剧《Tutey
shyya》在1990年上演。并且
1992年，该表演获得了国家
奖。该剧创作于1922年。它
的故事发生在白俄罗斯1918-
1920年事件的背景下。那是战
争时期，当时的政局彼此被取
代。Tuteyshyya是一部讽刺喜
剧，库帕拉讲述了白俄罗斯人
民的民族身份，他们的命运和
未来。根据帕维尔·拉图什卡
的说法，皮尼金的最新作品是
该季期待已久的首映。首映日
期尚未确定。俄罗斯著名导演
谢尔盖·策姆良斯基的塑料戏
剧《我的夏加尔》的首演将于
2020年1月举行。

预计在年底在舞台将有新的
表现。演员兼导演罗曼·波
多利亚科将演出名为“一”
和“第一”的作品。它将
根据罗马剧场 Podolyako与
Mikhail Zuy共同创作的同名
剧本，以逐字记录的形式上

演。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
成功地为安德鲁斯·霍瓦特
的话剧Radziva Prudok的演出
做好了准备。
室内舞台上的库帕洛夫斯基
剧院的新项目将与历史，重
要人物，现代文学和教育联
系在一起。“库帕洛夫斯基
剧院传奇”项目将讲述杰出
的人物—艺术家、导演。“
文学与戏剧”项目是试图以
阅读形式在库帕洛夫斯基舞
台上展示当代白俄罗斯散
文。这将由年轻的导演和演
员来完成。剧院的计划和参
观-粉丝们将被带到观众没有
看过的地方——不同的工作
室—道具，更衣室。观众还
可以参观艺术大厅，参观肖
像画廊以及幕后空间。今年7
月首播的“库帕洛夫斯基音
乐之夜”项目也将继续进行。
顺便说一下，Yanka Kupala剧
院的表演是在主舞台和室内
舞台上进行的。明年，计划
在恩格斯街开一个小舞台。
该项目的“A”阶段已经提交
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初步批
准。装修于12月开始。这个
多功能场所现在是剧院印刷
局的所在地，将被用于表演

正如帕维尔·拉图
什科所说的，这是
第100季的概念： 

“在第100季，三个
词将引领我们前进 
- 历史，现在和未

来。我们为库帕洛
夫斯基剧院的历史
感到自豪，我们在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
的现代活动中展现
出很高的创造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
为库帕洛夫斯基剧
院的未来发展奠定

了基础。”

剧院总经理帕维尔•拉图什克与艺术总监尼古拉•彼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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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
现代艺术画廊。
正如帕维尔·拉图什科所强
调的那样，为观众服务对
于剧院来说一直都是很重要
的。 “我们将通过白俄罗斯
编剧的新作品来扩大剧院空
间：当代和古典戏剧。我们
的剧院为那些对戏剧艺术感
兴趣并愿意为此做出贡献的
人们提供了新思想、新项目
的大门。剧院的需求是非常
重要的，这是产品质量的核
心，我们的剧院是国家剧院
的领导者，而且我敢肯定，
它是独联体最好的剧院之
一。由于我们的创意作品和
呈现给观众的高质量演出，
我们在欧洲很有名。
我们还了解到，库帕洛夫斯
基剧院将在白俄罗斯的几个
城市：戈梅利、格罗德诺、
斯洛尼姆、巴拉诺维奇、莫
洛德奇诺、鲍勃鲁伊斯克、
萨利霍斯克等地，以及其他
国家巡回演出。戏剧《平斯
克绅士》将在波兰的比亚韦
斯托克上演，戏剧《Urajay》
（以白俄罗斯作家帕维尔·
普里亚日科的作品为基础）
将在巴黎上演。剧院还在华
沙、鲁布林、基辅、马德
里、维尔纽斯、维也纳、莫
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巡回演
出。
以扬卡·库帕拉命名的国
家学术剧院也表示感谢，
并宣布了第 1 0 0季的合作
伙伴： A1 公司， B elAZ公
司， B elex imgarant， B el 
g o s  s t r a k h和 K u p a l a保 险
公 司 ， B e l V E B和 白 俄 罗
斯 银 行 ， S B H律 师 事 务
所，Diaconia公司，Belmet奥
地利公司和国际药品制造商
协会。
A1公司将是库帕洛夫斯基第
100季的主要合伙人。百年纪
念计划合作项目之一是免费
在视频平台VOKA直播剧院标

志性表演。A1公司数字平台
副总干事Anton Bladik表示：
“作为第100季的主要合作伙
伴，我们与库帕洛夫斯基剧
院继续合作是我们的荣幸。
象征性的是，A1品牌在白俄
罗斯运营的第一年恰好是国
家领先剧院的百年纪念。表
演的视频直播是一种现代流
行的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剧
院迷中都有很大的需求。它
使您可以组合不同类型的艺
术品，并将表演体验提升到
一个新的水平。VOKA视频
服务还致力于实现目标—扩
大观看者的感受和印象的界
限。全高清多镜头艺术拍摄

可以让您沉浸在表演的氛围
中，即使您访问了好多次，
新的角度也可以帮助您从不
同角度审视作品。此外，这
种模式可以在白俄罗斯任何
地方观看库帕洛夫斯基剧院
的表演，这对于这里的居民
来说相当有价值。”
第一次直播是9月21日在亚历
山德罗夫斯基广场举行的。
观众中最受欢迎的表演是戏
剧《Radziva Prudok》。
剧院还将开始实施信息和出
版项目，这是该杂志的第一
期，该杂志不仅讲述了库帕
洛夫斯基的历史，而且还将
成为对剧院感兴趣的人们艺

白俄罗斯国家级演员卓雅•
别拉瓦斯基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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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信息来源。我正在与奥
尔加·鲍勃科娃—剧院的文
学和戏剧部分负责人讨论这
一新闻。杂志的名称是秘密
的。计划发行约2000份。该
出版物将在剧院发行。库帕
洛夫斯基将于10月底发行。
在新的一季，将制作专门针
对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纪录
片，并上传使用档案材料的
视频。
另外，整季中最受欢迎的作
品将在参议院展出。
顺便说一句，在一次新闻发
布会上，库帕洛夫斯基剧院
的尼古拉·皮尼金的艺术总
监承认，他对任命帕维尔·
拉图什科担任剧院总导演感
到非常满意：“我对这个人
充满希望，他将把剧院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补充
说，剧院将尽量不干扰其表
演。新任导演于2019年3月
来到剧院时，他在媒体上如
此公开地谈论剧院的艺术总
监：皮尼金是库帕洛夫斯基
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富有创
造力的人，是现代白俄罗斯
最好的导演之一。他将是第

一个确定将上演何种演出的
人（https://sputnik.by/cul
ture/）。
相互接受这件事只会有好
处。因此，我认为周年纪念
的一切对库帕利人来说都是
完美的。毕竟，皮尼金是一
位聪明而深刻的导演，他知
道上演什么以及为什么上
演。在著名剧院的舞台上，
我几乎看到了他的所有表
演。 2011年，他就在剧院大
楼的重建期间担任编辑部的
客人，当时他不得不过着“
吉普赛人”的生活，并为该
杂志进行了内容丰富的采访
（第12-2011号）。在那段
艰难的“修复”时期，他与
库帕主义者一起有尊严地生
存了下来。而白俄罗斯驻法
国前大使，前文化部长帕维
尔·拉图什科，众所周知，
他具有超凡魅力，胸怀宽
广，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文
化外交以及剧院对观众的影
响。他认为，戏剧是形成世
界观，影响意识并了解民族
身份的强大机制。帕维尔·
拉图什科是一位出色的戏剧
鉴赏家，也是戏剧爱好者，
正如他本人在2012年接受白
俄罗斯RTR电视频道“世界
地图”节目主持人尤里·科
齐亚特科的采访中所说的那

正如帕维尔·拉图什
科所强调的那样， 

为观众服务对于 
剧院来说一直都 

是很重要的。  
“我们将通过白俄罗
斯编剧的新作品来扩

大剧院空间： 
当代和古典戏剧。我
们的剧院为那些对戏
剧艺术感兴趣并愿意
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
提供了新思想、新项
目的大门。剧院的需
求是非常重要的，这
是产品质量的核心，
我们的剧院是国家剧
院的领导者，而且我
敢肯定，它是独联体

最好的剧院之一。 
由于我们的创意作品
和呈现给观众的高质
量演出，我们在欧洲

很有名。

白俄罗斯国家级演员维克多•
马那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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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每年在国内观看多达
50场表演。因此，富有创意
的皮尼金-拉图什科串联带来
了很多好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亚
历山大广场的剧院野餐使最
老练的剧院观众感到满意。
据访问过那里的人说，人们
感到了新鲜的变化。节日于
12.00在大厅开始，然后一直
在公园持续到深夜。
以下是总经理本人在庆祝活
动中说的话：
“在白俄罗斯剧院几乎是历
史上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露天
活动。我们的“剧院野餐”
主要是为了纪念第一个白俄
罗斯戏剧剧院的非常重要的
日子-100周年。另一方面，
我们我们向所有热爱库帕洛
夫斯基剧院并对戏剧艺术感
兴趣的人和那些可能第一次
因该戏剧节日而感动人敞开
大门，这超越了国界，剧场
墙内外、首都明斯克的所有
居民和客人对我们来说非常
重要。”剧院越来越亲民。
庆祝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演
员、管理人员和其他部门的
代表离开剧院大楼。一百年
的创造力已经意味着很多。
根据拉图什科的说法，预计
野餐将有成千上万的宾客-明
斯克的居民和首都的宾客，
外国外交使团的代表，文化
和艺术工作者，其他剧院的
同事以及热爱剧院的忠实粉
丝。他说：“我们提供的这
项活动将持续至23:00。我们
感谢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
我们的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为
举办此次活动提供的组织和
财政支持。我们非常希望对
戏剧艺术感兴趣的人会增
加，库帕洛夫斯基因许多表
演买票困难而闻名，它将继
续吸引观众和所有喜欢“剧
院”一词的人。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广场
的“剧院野餐”期间，客人

能够了解戏剧礼节的许多细
微之处，窥视剧院的后台，
像年轻的扬卡·库帕拉一样
留着小胡子，受邀参加个人
表演，甚至在库帕洛夫斯基
舞台上漫步，感觉就像是演
员。此外，还设有化妆台和
街头自助餐，大都市的戏剧
表演在这里设立了街头咖啡
馆和小餐馆，售卖蔓越莓
汁、Lyudzi at Baloce甜点、
红茶、三明治“ Chornaya 
Panna Nyasvizha”、不含

尼古拉•皮尼金

已经敲定了 这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演员的最高水
平是小丑演员。从这个
词的最大意义上说。一
个能够穿不同面具、不

同特点、不同流派的
人。一个脾气暴躁、敏
捷、性情温和的人。我

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好
演员是导演的合作者。
接受白俄罗斯杂志采访。Belarus。 

2011年。

管弦乐队的演员

安德鲁斯•霍瓦特饰演管家

亲笔签名——我太高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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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于1890年在明斯克开放。1890年在剧院上演
的第一场演出是Octave Fellier的《Sphinx》。
恩格斯街建筑物上的白俄罗斯国家剧院于1920年9月14日开
放。第一季的节目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和犹太剧团表演的戏
剧。
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开放前不久，白俄罗斯国家剧院就设有合唱
团，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
自1926年以来，白俄罗斯国家剧院被称为1号白俄罗斯国家剧
院1，因为2号白俄罗斯国家剧院在维捷布斯克开放，而3号白
俄罗斯国家剧院在戈梅利开放。
二战让剧院搬到了敖德萨，剧团曾搬到托木斯克，在那里表演
了《前线》，《俄罗斯人民》，《干草中的狗》和《晚恋》。
在1944年，导演列夫·利特维诺夫根据扬卡·库帕拉的作品上
演了著名的《Pavlinka》，该表演已成为剧院的标志，至今仍
在剧院的曲目中。同年，剧院以伟大的白俄罗斯诗人和剧作家
扬卡·库帕拉的名字命名，并于1955年获得“学术”称号。
1993年，扬卡·库帕拉剧院因在白俄罗斯戏剧文化发展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民族”地位。 2013年3月，对该建筑
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以恢复其外观，恢复了1890年外观。先
前的重建工作分别于1949年（根据建筑师Georgy Zaborsky的项
目）和1958年（根据Abram Dukhan的项目）进行。
白俄罗斯第一批明星是在传奇导演弗洛里安·兹丹诺维奇的指
导下工作的：伊琳娜·兹丹诺维奇，海因里希·格里戈尼斯，
埃夫斯蒂尼·米罗维奇，康斯坦丁·弗洛洛夫。从1921年到
1931年，剧院的艺术总监是导演、演员和编剧埃夫斯蒂尼·米
洛维奇。同年，传奇演员斯蒂芬妮·斯坦纽塔来到剧院。
1960年代，鲍里斯·艾琳在库帕洛夫斯基工作，同年，年轻
而聪明的导演鲍里斯·卢岑科和瓦列里·拉夫斯基来到剧
院。1973年，瓦列里·拉夫斯基成为剧院的主要导演，然后是
剧院的艺术总监，直到2009年一直担任该职位。
2009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奖获得者尼古拉·皮尼金成为剧
院的艺术总监。目前，他在舞台上紧随传奇大师的脚步，年轻
的库帕主义者在闪耀。

酒精的甜酒、奶酪卷，傍
晚，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艺
术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表
演了最好的曲目。其他音乐
节目由 ili- ili、Kasіyapeya乐
队，Yegor Zabelov，Svetlana 
Ben等人呈现。在野餐会上表
演的ili-ili乐队由演员Dmitry 
Yesenevich，Mikhail Zuy和剧
院交响乐团Eric Orlov-Shim
kus组成。
那个周末的天气并没有变
坏，似乎在明斯克市中心的
气温要高出几度：戏剧性的
气温引起了客人脸上的笑
容。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
都通过将温暖的地毯在肩膀
上来进行保温，并且还在街
边用Chayka点心、绿茶进行
了保暖。在广场上漫步时，
您可以穿着服装，与演员以
及戏剧道具和布景拍照。在
这一天早晨可以见到《Radzi
va Prudok》一书的作者安
德鲁斯·戈瓦特。多亏了他
和库帕主义者的同名戏剧，
库帕洛夫斯基在全国各地广
为人知。在节日的那天，他
在广场上扫了树叶，带领那
些想要到后台参观的客人，
以便他们可以从内到外看剧
院，并迷人地微笑。

米哈琳娜·切尔卡什娜

1890年远的剧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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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Neman玻
璃厂为争夺3
千克水晶之心
而进行的比赛
十分紧张。然
而，年轻的歌

唱家不是为水晶之心而战，
而是为它所赋予的荣耀w而
战-在2019年波兰格利维采比
赛中维护国家威望的权利。
青年欧洲歌唱大赛选国内拔
赛的比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困难：这可能是女孩们
赢得去少年欧洲歌唱大赛的
最后机会，因为该比赛的年
龄限制是不超过14岁。Maria 
Zhi lina，Anastasia Zhabko和
Elizaveta Misnikova同时参加
了选拔赛。Elizaveta很幸运，
获得观众投出的1526票，还
有她从专业评审团获得10分
的高分，超过了所有其他参
加者。
大众投票第一名Maria Erma
kova（1907观众票），仅从
专业评审团获得6分，获得
第二名。Monkey Tops组合
获得了第三名，评委认为她
们的舞技高超，应该获得第
一名，但她们缺乏观众的支
持。
对于优胜者Elizaveta Misniko
va来说，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比赛。在声乐老师
Olga Drozdova的率领下，之
前尝试过闯入决赛。
“我试了三遍，两次都没有
进入前十。但是最后我得到

了，我排名第一！我会全力
以赴，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我
的努力，也许对某人而言，
这将成为一种激励。我认为
在成人比赛中，我同样会尽
全力。”
Misnikova参加比赛时拥有
强大的支持团队：父母和老
师。这是当然，但是除了他
们还有一群活跃的青少年粉
丝，是为她特别组建的。他
们以Elizaveta的歌名《灰烬
之队》命名，在各地唱着合
唱，然后以同样友好的方式
发送短信，为他们的偶像投
票。她是当今赢得胜利的一
个很好的例子，光凭才华，
美丽和聪明还不够，还必须
有大量的粉丝支持才行。
Misnikova说：“我有粉丝，
也有黑粉，但我相信不可能

每个人都喜欢你，这些都是
主观的东西。当然，社交网
络上的评论也大不相同。但
是我很高兴我的粉丝支持
我，胜利后我回答了两天留
言和评论。最酷的是，当我
上台时，粉丝们唱了我的
歌，这是非常酷的支持！”
现在Misnikova计划为比赛和
上课做准备，而不仅仅是演
唱。
“我必须去学校，我已经很
久没去了！”女孩坦诚地承
认。
她推测，比赛前夕，歌曲和
编号可能会更改。
“一切都向前看，我们还将
制作不插电版本。但是，我
保证我在欧洲少年歌唱大赛
中的表现会比现在更好！”

伊莉娜·阿芙谢皮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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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白热化
14岁的Elizaveta 
Misnikova将代表白俄
罗斯参加波兰国际少年
欧洲歌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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