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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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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
ы та —

 з а
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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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а мі ж на ро ды — з ад

на го ро дуко
 ра ня. П

ра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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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
ар каў шчы ны.

Не як дып ла мат В
а лян цін Вя

ліч ка, да ючы нам з ё
й ін тэр в’ю 

ў Кі е ве (с
вет лая па мяць муд ра

му Ва лян ці ну Ула дзі м
і ра ві чу: 

шмат ё
н зр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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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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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

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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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
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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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
л.: “Ты ся чы кі ла

мет раў доб ра су сед ства”. —
 ГР, 

23.05.2013).

Быц цам і н
я шмат ч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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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Ф

о ру

му рэ гі ё
 наў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су
 стра каў ся з п

рад стаў ні ка мі 

най буй ней шых укра ін скіх СМІ 

ў Мін ску, і ўпер шы ню то быў 

фар мат д
а вер лі вай гу тар кі. Знай

дзі це ў нэ це —
 па гл

я дзі це, п
а чы

тай це. Ш
мат в

ост рых пы тан няў 

бы ло за да дзе н
а, і

 зу сім
 не зг

ла

джа ныя ды за в
у а ля ва ныя ад ка зы 

атры ма лі ка ле гі.
 Ну як не п

а га


дзіц ца з 
Прэ зі д

эн там, ш
то кра

і нысу сед кі па він ны за х
а ваць 

сла вян скае 
крэў нае 

сва яц тва 

дзе л
я бу ду чых па ка лен няў! Бе

ла ру сы і ўкра ін цы цес на зв
я за н

ы 

агу
ль ны мі ка ра ня мі —

 гіс
 та рыч

ны мі, ду хоў ны мі, ся
 мей ны мі, та

му й не м
а ем

 пра ва ст
ра ціць та

кое ад
зін ств

а. “
Гэ та ід

эа ла гіч
 ны 

па сы
л, які ля жыць у асн

о ве ўсіх 

ма іх раз в
аг п

а сі
 ту а цыі ва У

кра

і не”, 
— пад крэс л

іў Прэ зі д
энт. 

Ён на зв
аў Укра і ну важ ным су се

дам Бе ла ру сі, а
д ным з г

а лоў ных 

ган
д лё ваэка на міч ных парт нё

раў, 
што ро біць ста су

н кі з ё
й для 

нас п
ры яры тэт н

ы мі.

Як раз та кія су стрэ чы, як 

прай шлі ў Жы то мі ры з у
дзе лам 

Аляк санд ра Лу ка шэн кі ды Ула

дзі м
і ра З

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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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
ай перш у ганд лі, эк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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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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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ф

о рум у Ж
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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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
а та го ж Ві цеб ская воб

ласць пад пі са ла па гад нен не аб 

су пра цы з В
ін ніц кай, Чар кас кай 

і А
дэ скай аб

 лас ця мі. Г
о мель скі 

рэ гі ё
н, па ве дам ля лі ўжо СМІ, 

уз моц ніць уза е ма дзе ян не з Ж
ы

то мір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ю. ➔
 Ст
ар. 3

Вядомыспарты
ўнытэ

лежурналіст

нарадзіўсяів
ырасваУкраіне,

рэалізуесваета
ленты

ўБеларусі,

аўдалёкімІзраілі,н
азямліпродкаў,

адшукаўцікавыяматэрыялыдля

сцэнарыяфільма“Беларускі

Ерусалім”

Ба рыс Гер стан больш вя до мы ў Бе ла

ру сі я
к тэ ле жур на ліст,

 які зд
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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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
ад чы ка а

д дзе л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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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
ае г

ра мад скае п
ры знан не: 

сё л
е та н

а п
а чат к

у го да Б
а рыс Із

і до ра віч 

ад зна ча ны прэ мі яй “Бе ла рус кі спар тыў

ны Алімп” —
 за п

а пу ля ры за ц
ыю фі зіч

 най 

куль ту
 ры й спор ту, 

пра па га
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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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ц

і. 

Шмат г
а доў ён

 —
 на к

і ру ю чых па са дах 

у Са ю зе б
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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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

ар шы ні). Б
е ла

русь ды Із ра іль ці ка вяць май го 

су бя сед ні ка як тэ ле жур на ліс та 

на п
ра ця гу мно гіх га

 доў. І
 тэ ма 

тра ге д
ыі яў рэй ска га

 на ро да для 

яго так са ма бліз кая. Та му мы з 

Ба ры сам Ізі д
о ра ві чам раз м

аў ля лі 

пе ра важ на п
ра гэ

 ты, па куль што 

менш вя до мы бок яго жыц ця й 

твор час ц
і.

— Б
а ры

с  І
зі до

 ра в
іч, 

апо
ш н

і 

філ
ьм 

“Хр
о ні
 кі М

інск
 ага

  ге т
а”, 

зня
 ты 

па 
ва ш

ым
  сц

э на
 ры
і,  н

а

зы в
а ец

 ца 
“Зо

н да
р ге

 та”
.  П

рэм
’

ера
 яго

, сп
ец п

а ка
з пр

ай ш
оў с

ёле


та п
е ра

д ад
 кры

ц цё
м м

а ну
 мен

 та 

“М
а сіў

  ім
 ёна

ў” 
у Т

рас
 цян

 цы
 ў п

а мя
ць 

яў р
э яў

 з А
ў ст

ры
і, як

ія т
ам 

бы л
і зн

і шч
а

ны
. П

ом н
ю, 
на 

прэ
 зен

 та ц
ыі 

філ
ь ма

 вы
 

ка з
а лі
, ш

то 
Ха л

а ко
ст  з

вя з
а ны

  з в
а ш
ай 

ся м
ей н

ай 
гіс т

о ры
 яй.
  Н
а ко

ль к
і  ц

ес н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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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ільчы,  

у краі 

род ны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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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 пша ніч най 

ні ве 

ў Аляк санд раў ску

  Стар. 4

БЕЛ
ТА

Подзвіг 

на пра вым 

бе ра зе Са ж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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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Упольнасць

Каб у мі ры се яць жы та

ВЕсткІ

БеларускаяаЭс:

ужохутка

Замежныяжурналісты

наведаліаб’ектыпус

кавогакомплексуатам

найэлектрастанцыі,ш
то

ўзводзіццанаГродзен

шчыне,падастраўцом

Больш за 50 жур на ліс таў 

вя ду чых СМІ Тур цыі, Егіп та, 

Поль шчы, Л
іт вы, Уз бе кі ста на і 

Ра сіі з
на ё мі лі ся з х

о дам бу даў

ніц тв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АЭС. Між

на род ны прэстур ад быў ся ў 

плы ні X
XІV Між на род на га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эн
ер ге тыч на га і э

ка

ла гіч на га фо ру му, я
кі пра хо дзіў 

у Мін ску 811 каст рыч ні ка.

Атам ная элект ра ст
ан цыя за

бяс пе чыць энер га б
яс пе ку Бе ла

ру сі, 
а пы тан ні экс пар ту элект

ра эн
ер гіі 

— дру гас н
ыя. П

ра то
е 

ка заў
 жур на ліс там ге н

е раль ны 

ды рэк тар Бе лА ЭС Мі ха іл Фі лі

мо наў: “П
ерш чым па чы наць бу

даў ніц тва А
ЭС, мы ад

 пра ца ва лі 

пы тан не: з
 якой мэ тай уз во дзім

 

аб’ ект. П
е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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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

ас ц
і ад

 

га зу
. Асноў ная за д

а ча атам най 

стан цыі — за б
яс пе чыць усто

й

лі вае э
лект ра за б

ес пя чэн не Б
е ла

ру сі. І
 пер ша па чат ко

 ва ж
 АЭС за

дум ва ла ся
 ды ін тэ гр

а ва ла ся
 для 

пра цы ў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энер га сі
с тэ

ме. А
 пы тан ні эк

с пар ту —
 дру

гас н
ыя: яны за ле жаць ад рын каў, 

кан’ юнк ту ры ды ін ша га”
.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АЭС з д
ву ма рэ

ак та ра мі ВВЭР1200 су мар най 

ма гут нас цю 2400 М
Вт б

у ду ец

ца па ра сій скім пра ек це па блі зу 

Аст раў ца. Ф
і зіч

 ны пуск пер ша

га энер га бло ка, па сло вах Мі

ха і ла Фі лі мо на ва, за п
ла на ва ны 

ўжо на сту д
зень 2020 го да.

Іва
н Ів

ана
ў

Тры ра дзі мы Ба ры са Гер ста на
Надзвычай цёплай была сустрэча прэзідэнтаў Беларусі і У

краіны ў Ж
ытоміры

Барыс Ге
рстан на спецыяльным паказе  

фільма “Зондаргета”

m
in

sk
n

ew
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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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оБрыясУсЕДЗ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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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анядзелак, 28 кастрычніка, 2019 

Пенсіянерка з Лагойшчы

ны не хавае здзіўлення. Днямі

пачула,што ў краіне ствараец

ца электронны ўрад. І калі мы

наведаліся да яе ў госці, Раіса

Цімафееўна, накрыўшы стол,

паціхувыпытвае:тоякжагэта

будзе?.. Няўжо электроніка ва

Урадзейчыноўнікаўзаменіць?

Аміжтымісапраўдысярод

пытанняў, што абмяркоўваліся

ўПрэзідэнта,былойпраэлект

ронны ўрад.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

шэнканагадаў,штопрацыўІТ

тэматыцы яшчэ многа. “Якраз

таму ў пяцігадовай праграме

сацыяльнаэканамічнагаразвіц

ця інфарматызацыя выдзелена

якадзінзпрыярытэтаў,—пад

крэсліў ён.— Пакуль у гэтым

кірункупахваліццаасабліваня

мачым.ХоцьнапятымУсебе

ларускімнароднымсходзебыла

пастаўленазадача:да2020года

стварыць паўнацэнны элект

ронныўрад”.
Вядома ж, любыя змены ў

жыцці немагчымыя без зменаў

у нашай свядомасці. Ну неяк

звыкліся ж продкі з тым, што

“наступалі” цягнікі, аэрапла

ны, электрычнасць, радыё, тэ

лебачанне…Так і “лічбу” вар

та прыняць. Зразумець: без

яе—ніяк.Павялікімрахунку,

гаварылі на той нарадзе пра

лічбавую трансфармацыю гра

мадства. Пры тым патрэбна

глыбокая трансфармацыя свя

домасці людзей. Каб не хавалі

галаву ў пясок пад наступам

гаджэтаў, сэрвісаў, банкінгаў,

біткойнаў — адаптаваліся да

іх.Прывучвалісяваўсімразбі

рацца:штоназываецца,плаваць

уморысучасныхІТтэхналогій.

Прычым з карысцю, радасцю,

задавальненнем.

Нарадасталапрацягамкра

савіцкай сустрэчы Прэзідэн

та з прадстаўнікамі ІTсферы

ў Парку высокіх тэхналогій.

Што маем па выніках? Бу

дзе створана ў краіне першая

ІТВНУ. І можа з’явіцца маг

чымасць перавучваць спецы

ялістаў для ІТсферы за кошт

крэдытаўПаркавысокіхтэхна

логій.Хочашдобразарабляць?

Вучыся, трансфармуй свядо

масць. Дарэчы, і Міністэр

ствасувязідыінфарматызацыі

трансфармуецца:ямунадаюць

паўнамоцтвы па дзяржрэгу

ляванні лічбавай сферы, яно

“будзе займацца развіццём

лічбавізацыі”,удакладніўпер

шы намеснік Прэм’ермініст

раАляксандрТурчын.Гэтаяк

адказнапрапановуІТсуполь

насці аб стварэнні ў краіне

асобнагаміністэрствалічбавай

эканомікі.Штодаадукацыі,тоірэзі

дэнтыПТВзначнапавялічаць

яепадтрымку.Цікавыя,“стра

тэгічныя” прапановы на гэты

конт ёсць у аднаго з рэзідэн

таў — кампаніі “Сакрамент

ІТ”.Нядаўнамыгутарылізяе

дырэктарам. “Каб стабільна

развівалася Беларусь на блі

жэйшыя гадоў 30, варта су

польна выпрацоўваць галоў

ныя прынцыпы, “магістралі”

руху ў эканоміцы, сацыяль

ным жыцці,— лічыць Вале

рыЯгораў.—На мой погляд,

найперш заслугоўваюць увагі

адукацыя (прашто і гаварылі

на нарадзе), культура (без яе

няма народа…), навука, іна

вацыйныя тэхналогіі, экало

гія.Пад “рэйкі” пяці “магіст

ральных шляхоў прагрэсу”

падкладзем моцныя “шпа

лы”: нацыянальныя праекты.

Яны фінансуюцца дзяржавай

па прыярытэтным прынцы

пе.Фінансаванне,рэалізацыю

праектаў могуць весці і пры

ватныя кампаніі, але ўзгод

нена з дзяржавай. Для ўсіх

арганізацый, асоб, якія “бу

дуюць магістралі”, дзяржава

стварае асаблівыяпадатковыя

ўмовы (аналагічныя ўмовам

ПВТ). Хто колькі інвеставаў

“у магістраль”— таму такая

сума выключаецца з падатку

напрыбытак.Акабпаўдзель

нічацьупраекце,кампаніяпа

дае заяўку, праходзіць яе экс

пертыза на спецыялізаваным

экспертнымсавеце”.

Дарэчы.Зяцьзбіраеццаўжо

сёлетападарыцьРаісеЦімафе

еўне камп’ютар. Спадзяемся,

яна сама пагугліцьпачытае,

штотакоеэлектронныўрад.Бо

трансфармавацьжасвядомасць

варта не толькі тым дзяржчы

ноўнікам—кожнамузнас.
ІванЖдановіч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кір ма шы” 

ў го ра дзе на Дзві не-Даў га ве 

ад шу меў вя сё лы па на дво рак, 

зла джа ны су пля мен ні ка мі 

з ча ты рох кра ін

З поўным аншлагам прайшоў наш

ІX Міжнародны фестываль народнай

культуры “Беларускі кірмаш у Даўгаў

пілсе”—тое было 4 кастрычніка.Паў

дзельнічалі ў свяце беларускія творчыя

калектывыдыасобныяталентызЛатвіі,

Літвы,Эстоніі,Беларусі.Культурныфо

румпрайшоўпадзнакам20годдзяДаў

гаўпілскагаЦэнтрабела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

(ЦБК),атэмайгалаканцэртастаўвясёлы

панадворак.
Па традыцыі наш кірмаш ладзім

штогодувосень:калізпалёўіагародаў

прыбраны ўраджай ды паўсюдна пра

водзяццакірмашы.Задуманыфэстдзеля

таго,кабзберагацьіпашырацьбеларус

кую культурную спадчыну, народныя

традыцыі, падтрымліваць таленты.

Задзевяцьгадоўфестывальнабыўпа

зітыўныімідж,маезаслужаныаўтары

тэтупрыхільнікаў.Восьісёлетазадоўга

дапачаткугалаканцэртаўфаеПалаца

культурыбылоажыўленайшматлюдна.

Госцігледачызбіралісяваколпрэзента

цыйныхсталоў.Атамшматусягоціка

вага!РамесніцызбеларускагаБраслава,

напрыклад,прадстаўлялівырабыдэка

ратыўнапрыкладногамастацтвадыпа

казвалі,якшторобіцца.Побачдзяліліся

досведамгаспадыніагародніцы:паказ

валіплёнсваёйпрацы,даваліпакашта

вацьсмачныяварэннідысалатымары

нады.Ахтопрынёснакірмаш,падарыў

ЦБКякуюкнігунабеларускаймовеці

праБеларусь—атрымліваўзатоефір

мовыфэстсувенір“Гузікшчасця”,тут

жамогзнаёміццазрэкламнымійтур

буклетаміпраБеларусь.Юныянаведні

кіасвойваліазыбеларускайвыцінанкі,

клеіліпаштоўкідыразмалёўвалі,рабілі
лялькіабярэгі.Быўуфаедругогапавер

хаймайстаркласпабеларускіхнарод

ныхтанц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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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род най 
ха це — 

увесь Су светСтар.  7

Асве ча ны 
лю боўю 

род ны кут  Стар. 3

БЕ
ЛТА

Так сэр ц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пяеСтар. 5

карысНы ДосвеД

Трансфармацыя свядомасці вест кіМі ру — кніж ныя 

су стрэ чы
На 20 чэр ве ня 2020 го да 

пры мер ка ва ны фэст 

“кніж ныя су стрэ чы 

ў Мір скім за мку”

Традыцыя правядзення ім

прэзы пакладзена сёлета: кні

гавыдаўцы, пісьменнікі, наву

коўцы, чытачы сустракаліся ў

Міры15 чэрвеня.Фэстна тэ

рыторыі старажытнага замка

ладзіўся ўпершыню. Акцэнт

быў на знаёмстве з асветніц

кай, гістарычнай,краязнаўчай

літаратурай. Прэзентацыі, аў

тографсесіі,дыскусіізакруг

лымсталом—усёбылоцікава!

Міністэрства
інфармацыі,

Карэліцкі райвыканкам (гарад

скіпасёлакМір—натойтэры

торыі),Гродзенскіаблвыканкам

рыхтуюцьпраграмунаступнага

фэсту.І,зразумела,чакаюцьіні

цыятыўадбеларускіхкнігавы

даўцоў, арганізатараў кніжнага

гандлюрозныхформуласнасці.

Дыйбеларусаўзамежжа.

ЗМірам,Карэліччынайзвя

заны імёны многіх вядомых

паэтаў, празаікаў Гродзеншчы

ны,Беларусі.
“Кніжныя сустрэчы ўМір

скім замку” — добрая нагода

ўспомніць пра народнага пісь

менніка Янку Брыля, славута

галітаратуразнаўцаУладзіміра

Калесніка, паэтаў Рамана Тар

молуМірскага, Вольгу Іпата

ву, публіцыстаў, мемуарыстаў,

празаікаў Самуіла Маскевіча,

Саламона Маймана, Яўгена

Крамко, Уладзіміра Навумо

віча, Анатоля Жука, Серафіма

Андраюка…
Інфападтрымку фэсту зро

бяць Сталічнае тэлебачанне, а

таксамадрукаваныяСМІ.
СяргейШычко

Та лен ты ўсе — у Даў гаў піл се!

На кірмашы выступае дуэт “Спадкі”

Як будзе развівацца беларуская ІТ-сфера ў бліжэйшы час і на перспектыву? 

Зацікаўленая размова пра гэта ішла на нарадзе ў Прэзідэнта.

Прыярытэты

Нарада па развіцці лічбавай сферы ў Прэзідэнта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15 лістапада, 2019 

Гэта будзе ўжо сёмае склі
канне народных выбраннікаў
у незалежнай Беларусі. Для
тых выбаршчыкаў, хто мае ін
шыя планы на 17 лістапада, з
12га па 16га ўключна можна
галасаваць датэрмінова. Такая
практыка, дарэчы, у Беларусі
выкарыстоўваецца не ўпершы
ню,ішэрагвыбаркамаўіншых
дзяржаўідуць–падобнымшля
хам.Выбарчыя інтэрнэттэхна
логііўБеларусіпакульневыка
рыстоўваюцца, хоць ІТкраіна
будуеццапоўнымходам.Акаб
прагаласаваць датэрмінова,
то—прыходзьігаласуй:нічым
і пацвярджаць не трэба, што
17гатынезможашналежным
чынамвыявіцьсваюграмадзян
скуюволю.

Звернемся да лічбаў Пар
ламенцкіх выбараў у Белару
сі–2019. Імішчодра дзеліцца з
выбаршчыкаміЦэнтральнаяка
місія па выбарах і правядзенні
рэспубліканскіх рэферэндумаў.
Дарэчы, больш за 20 гадоў—
з6снежня1996га—узначаль
вае камісію ўраджэнка Слуцка
Лідзія Міхайлаўна Ярмошына.
Паводле дадзеных ЦВК, у Бе
ларусі ды за яе межамі цяпер
налічваецца амаль 6,9 мільёна
выбаршчыкаў, ёсць выбарчыя
ўчасткі замяжой.Спачатку, як
заўсёды, ішло вылучэнне кан
дыдатаў, потым— іх рэгістра

цыя. 18 кастрычніка старшыня
Цэнтрвыбаркама паведаміла:
выбарчымі камісіямі зарэгіст
равана амаль 558 кандыдатаў
у дэпутаты ніжняй палаты бе
ларускагаПарламента.Усярэд
німунассёлетапа5прэтэндэн
таўнадэпутацкаекрэсла—бо
выбіраем 110 дэпутатаў. Каб
выбарыпрайшлі,украінеўтво
раны 5831 выбарчы ўчастак.
І што адметна: няма ніводнай
“безальтэрнатыўнай” выбарчай
акругі!

Прыгожыябуклетына4ста
ронкі, з каляровыміфотаздым

камікандыдатаўдасталізпаш
товых скрынак тыдні два таму
і жыхары аднаго з пад’ездаў
у мінскім мікрараёне Зялёны
Луг. Пяць кандыдатаў, выні
кае з інфармацыйнага буклета,
змагаюцца за месца пад пар
ламенцкім сонцам па Каліноў
скай выбарчай акрузе № 108.
Уасноўнымкандыдатысамага
сацыяльна актыўнага ўзрос
ту: 1977, 1980, 1995, 1998,
1988 гадоў нараджэння, адзін
толькі— пенсіянер, сябар Ка
муністычнай партыі Беларусі.
Усе—мужчыны,адзінзіхбес

партыйны.Чымнахлеб зараб
ляюць? Лідар адной з партый,
дырэктар прадпрыемства, тэх
нікпарамоцедыэксплуатацыі
абсталявання, інжынерпра
граміст, начальнік службы ме
неджментуякасціаднагозмін
скіх прадпрыемстваў. Гадавыя
даходы—ненадтакабвысокія,
з маім уласным супастаўляль
ныя, двое нават уласнай маё
масцінемаюць.Карацей,людзі
знарода.

Крыху больш інфармацыі
пракандыдатаў—упадобным
жабуклеце,якіяпабачыўусяб
ра:ёнбудзегаласавацьпаКола
саўскайвыбарчайакрузе№106.
Таксамапрэтэндэнтаўпяцёра,і
ўсе мужчыны. Родам з Калін
кавіч, Магілёва, Асіповічаў,
Жодзіна, Баранавіч і Мінска,
усе—звышэйшайадукацыяй,
іадзінтолькібеспартыйны.

Хадзіцьцінехадзіцьгаласа
вацьнавыбары—вырашае,вя
домаж,кожнысам.Аднакпры
тымвартамецьнаўвазе,штоў
соцыуме нічога не адбываецца
само па сабе. Рашэнні пра вы
бар шляхоў, якімі далей разві
вацца беларускаму грамадству,
унемалойступені залежацьад
таго,хтобудзепрацавацьуно
вымПарламенце.Таму,выбіра
ючы“сваіх”кандыдатаў—мы
выбіраемсваюбудучыню.

Іван Ждановіч

Ураджэнка Оршы Ніна Пашчанка 
ўзначальвае ў італьянскай сталіцы 
Культурна-адукацыйны цэнтр 
“Францыск Скарына”. З яе пісьмаў 
у рэдакцыю мы больш даведаліся, 
хто ж дапамагае ёй у працы.

Напачаткулетаунашайгазецевый
шаў тэкст “Хоць і ў Неапалі ды ў Ры
ме— але ж думкамі на Радзіме!” (ГР,
13.06.2019).Мыпісалі,штоіўбеларус
кіх суполках Італіі актыўна рыхтавалі
сядаІІЕўрапейскіхгульняў.ТадыНіна

Пашчанка, прэзідэнт Культурнаадука
цыйнага цэнтра “Францыск Скарына”,
добрымсловамзгадаласвайговіцэпрэ
зідэнта ТаццянуТыльковіч. Гэтаж яна
размяшчала інфармацыю ў Вацапгру
пе “Девочки из Беларуси в Италии”
пра будучую ўрачыстую цырымонію
запальвання агню гульняў у музейным
комплексе Ara Pacіs Museum. Вось і
ўзнікла ў італьянскіх беларусаў прапа
нова:падтрымацьсуайчыннікаўнаўра
чыстасці. Бацькі, дзеці сабралі актыў
ную, шматколерную групу падтрымкі.
Дзякуючы групе “Девочки из Беларуси
вИталии”,удакладнілаНінаПашчанка,
ізносяццамногіясуайчынніцыўРыме.
А ў хуткім часе выходзіў тэкст пра та
ленавітыхвыхаванцаў згаданагацэнтра
(“Перамагаюць прыгожым словам” —
ГР,29.07.2019), ітадымамаюМатэадэ
Грандзіса названая былаВольга Сярге

еўна, у дзявоцтве Тыльковіч. І ўзнікла
ўнаспытанне:яктак?Уаднымтэксце
Тыльковіч—Таццяна,удругім—Воль
га… Ніна Пашчанка патлумачыла: па
мылкі няма, бо яны— родныя сёстры.
Абедзьве працуюць у КАЦ “Францыск
Скарына”.

На пачатку верасня ў школе цэнтра
прагучаўпершызванок,іНінаПашчан
ка даслала нам святочныя фотаздымкі.
Нааднымзіх—дарадцаАмбасадыБе
ларусіўРымеУладзімірВасількоў,Воль
гадэГрандзіс (удзявоцтвеТыльковіч),
НінаПашчанка, Таццяна Тыльковіч ды
Вікторыя Даўгулевіч. Ганаровымі гас
цямі на імпрэзе былі згаданы Уладзі
мір Васількоў, дарадца Пасольства Ра
сііўІталііКанстанцінБяляеўдыайцец
Сергій, настаяльнікМікольскага храма.
Спадарыня Ніна пісала, што Рэспублі
канскіцэнтрнацыянальныхкультур(ім

кіруеВольгаАнтоненка)падарыўКАЦ
“Францыск Скарына” кнігі, беларускія
сувеніры: там ствараецца беларускі ку
ток. Мінадукацыі “абяцала даць трохі
кніг”.АсаблівуюпадзякуНінаПашчан
кавыказваеМіхаілуРыбакову(якіўзна
чальваеМузейгісторыібеларускайліта
ратуры)задапамогу,падтрымкуцэнтра.
➔ Ста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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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йвы шэй шай  
про бы  
га ла сы

Стар.  8

Прэм’ера 
рубрыкі 

“Крыніцы 
натхнення:  

Мір і ваколіцы”
Стар. 5

Б
ЕЛ

ТА

Баявы шлях 
ад Арменіі  

да Беларусі
Стар. 6

ХтО ёСць ХтО ў ды яС Па ры

Вы бі ра ем бу ду чы ню
ВеСт Кі

ра сій ская сям’я 
з бе ла рус кі мі 
тра ды цы я мі

ра дас ная вест ка прый шла  
з цю ме ні: сям’я  
Пад ка ры та вых увай шла ў лік 
пе ра мож цаў ра сій ска га  
кон кур су “Сям’я го да–2019”  
у на мі на цыі “Шмат дзет ная  
сям’я”

Урачыстае ўшанаванне пе
раможцаў праходзіла 30 каст
рычніка ў Вялікай зале Дзяр
жаўнага Крамлёўскага Палаца.
Конкурс “Сям’я года” — гэта
маштабныпраект,ёнпрайшоўу
Расііўчацвёртыразіпаспеўза
ваявацьстатусгалоўнагасямей
нагаконкурсукраіны.Сёлетаў
рэгіянальных яго этапах паў
дзельнічала 3343 сям’і! Ашто
вялікая сям’я Падкарытавых
выйшла ў спаборніцтвах у лік
пераможцаў—нампаведаміла
Людміла Бакланава з Цюмені,
наш няштатны карэспандэнт. І
ўжодаслаладнямівялікіарты
кулпрасям’ю,якірыхтуеццада
друку.

Мяркуем, чытачы “ГР” доб
раведаюць,чамуўнасёсцьінта
рэсдасям’іПадкарытавых:уёй
сужэнцыСтаніслаўіНадзеявы
хоўваюцьпецярыхдзяцей.АНа
дзеяродамзБеларусі,яебацькі
МарыядыМікалайПіскуны—з
Бабруйшчыны. Мы пра тое пі
салі: “Радавод з песнямі” (ГР,
29.03.2019). Марыя Піскун ця
пер—кіраўніцаЦюменьскайаб
ласной грамадскай арганізацыі
“Нацыянальнакультурнае тава
рыства“АўтаноміяБеларусь”.

Іван Іванаў

Чац вё ра на стаў ніц у Ры ме

Настаўніцы з дыпламатам 
Уладзімірам Васільковым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ра хо дзіць да тэр мі но вае га ла са ван не на Пар ла менц кіх вы ба рах. 
Са мі ж вы ба ры ў Па ла ту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о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 га схо ду прой дуць 17 ліс та па да.

рыт мы жыц ця

Вялізны плакат у цэнтры Мінска заклікае на выбар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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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由 
贝林·伊格莱西亚斯艺术公司提供

3	 通往亚洲的门户和通往
欧洲的桥梁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融合
对促进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十分
有益。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最近对努尔苏丹
的正式访问证实了合作的优
势，在那次访问中他与哈萨克
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
卡耶夫举行了会谈

20

15	著名名著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著名人
物传记》系列丛书中，出版了 
《白俄罗斯著名人物》一书

16	白俄罗斯儿童临终关怀	
基金会成立25周年
感谢您对我们以及我们孩子一生
的陪伴。谢谢您，当我们站在深
渊边缘时，是您站在我们旁边，
没让我们跌入深渊

18	与人为善
一名记者和一位边防战士一起搬
到了村庄，建了个大农场，学会
了与大自然和居民和睦相处

来自维也纳秋天的乡音

突厥语是	

战士的语言

10

7	 会面使距离缩短
古巴总统米格尔·马里奥·迪
亚兹·卡内尔·贝穆德斯上任
后首批访问白俄罗斯。这一事
实再次证实，尽管两国的地理
位置遥远，但具有合作的共同
兴趣

14
一个白俄罗斯风格的

村庄将出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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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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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博物馆

50
42

28	十四行诗把各民族和语
言团结在一起
白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十四行
诗》已经被出版翻译为十七种
语言

38	亚历山大·基申科的创
作空间
国家艺术博物馆总是陈列着丰
富的展览作品。而事实上展览
品的选择标准并不严格。这是
国家的主要博物馆。简而言
之，如果一位艺术家在这里展
出，那么他完全应该得到这样
的权利

56	以“环保”为前提的时尚
环保，社会责任感，意识消
费，回收——这是白俄罗斯第
19届时装周箴言。像往年一
样，白俄罗斯时装周借鉴了全
球当前的流行趋势，而且这些
华服不仅仅只适用于时装秀 

30	冷漠的破坏者
很久以前，自1989年以来，一
本普通的平装书在我的藏书中
脱颖而出：《司令官的心》作
者尼古拉·切尔卡申。以前曾
有系列杂志---《苏联战士》。
该系列的第11版是关于米哈伊
尔·切尔卡申的纪实型小
说---《司令官的心》（阿巴图
洛夫生平三故事），于1988年
出版

生活是美好的！

伟大，	
神奇，	
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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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确，如果哈萨克斯坦是
我们通往亚洲的门户，
那么白俄罗斯是哈萨克
斯坦人通往欧洲的桥
梁。难怪两国会成为“
一带一路”全球倡议的
一部分。具有这样的指
示性事实：仅在过去三
年中，通过哈萨克斯坦

和白俄罗斯到中国和欧洲的集装箱铁路运输量
增长了六倍以上。

同时，两国最近一致决定将生产合作作为贸易
和经济合作的最重要领域。在哈萨克斯坦，白
俄罗斯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卡车、农业和其
他设备的组装厂已经开始运营。很快，莫吉廖
夫电梯厂的电梯和电梯设备组装合资企业就会
出现。顺便说一句，这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认
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访问哈萨克斯坦首
都时强调说，他认为这将对两国都很有用，而
且需求很大：
“明斯克和努尔苏丹在各个层面上都获得了积
极的互动经验。信任度使我们可以公开讨论任

通往亚洲的门户	
和通往欧洲的桥梁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融合对促进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十分有益。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最近对努尔苏丹的正式访问证实了合作的优势，在那次访问中他与哈萨克
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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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问题。哈萨克斯坦是我们
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三年
来，我们的贸易增长了两倍
多。 2018年，它达到了9亿美
元。”
因此，今天，两国已接近克服
商品流通额度10亿的门槛。是
的，有利于白俄罗斯的贸易存
在一定的不平衡。但是，近年
来，从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大幅
增长。在今年短短的八个月
中，其在白俄罗斯的销量增
长了1.5倍。这些是真正的合
作结果。明斯克准备考虑哈萨
克斯坦方面的建议，以实现更
平衡的贸易额。从简单的交易
到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随时
准备前进。白俄罗斯总统访问
期间，在努尔苏丹达成了一项
协议，以增加联合收割机的产
量，并确定了进一步生产哈萨
克斯坦明斯克拖拉机厂设备的
战略。

白俄罗斯方面的另一项建议涉
及建立合资基金以支持初创企
业，包括在人工智能等前景广
阔的领域。没有现代数字技
术，今天就不可能在全球市场
上成功竞争。我们高科技园区
的经验为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的公司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共同开发新的软件产品。
当然，谈判的主要主题之一是
关于哈萨克斯坦向白俄罗斯供
应石油的协议。首先，代表团
成员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评论。
但是，在两国总统举行会议之
后，很明显在这里找到了解决
方案。
“白俄罗斯特别注意石油供应
的多样化问题。因此，我们对
从您的国家进口这种原材料感
兴趣”，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强调说。我们同意，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与俄罗斯联邦进
行磋商，因为如果可能的话，

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运输将通过
管道通过俄罗斯领土进行。我
想我们会达成一致的。
白俄罗斯石化董事长安德烈·
里巴科夫随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补充说，他设法在部门层面
上达成政府间协议的草案。现
在正在进行协调。但是，双方
同意，在不等待签署的情况
下，他们直接在商业实体的参
与下进行商业谈判。谈判过程
中的参与者有信心，在不久的
将来，他们将以特定合同的形
式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合作形
式，并将在白俄罗斯的炼油厂
实施哈萨克斯坦的炼油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哈萨克斯
坦石油将运往白俄罗斯。将
来，供应量将每年商定。
同时，我国愿意在技术和农业
领域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帮助。
为此，我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资
源。去年，白俄罗斯人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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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数量是哈萨克斯坦的两
倍。在人均牛奶产量方面，我
们已经比哈萨克斯坦领先2.5
倍。白俄罗斯的酸奶油、黄
油、奶酪、香肠在哈萨克斯坦
的超市里随处可见。为什么不
在该国建立肉类和牛奶联合生
产，包括出口到其他市场。例
如，可以在霍尔果斯-东门自
由经济区组织等这些专注于中
国的企业。
哈萨克斯坦是横跨世界两大洲
（欧洲和亚洲）的少数几个国
家之一。面积大小位于世界第
九位，可与整个西欧领土相媲
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极为
丰富。在其深处几乎整个周期
表中都有大量的石油，天然
气，黄金，铀，煤炭储备。
哈萨克斯坦拥有雄厚的财政资
源，近年来已经加快了工农业
的发展。总之，与该国合作在
各个方面都是有益和有利的。
明斯克希望，这次最高级别的
访问将开启双边合作的新阶
段。在今年三月哈萨克斯坦
总统换任之前，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已经很好地了解托卡
耶夫，与他会晤不止一次，并
且对哈萨克斯坦新领导人的政
策旨在维护我们两国之间的连
续性充满信心。绝对没有必要
从头开始。问题是不同的。白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仅在四面
八方都已达到了这样的合作水
平。
白俄罗斯总统对努尔苏丹的
正式访问始于在“祖国的后
卫”纪念碑上献花圈。这座
建于2001年的纪念碑被认为
是哈萨克斯坦最美丽的纪念
碑之一。这是一个有力的花
岗岩底座上的青铜碑。纪
念碑的中心是一个女人的画
像，手里拿着金杯子。它象
征着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右
侧的浅浮雕描绘了伟大卫国
战争的苏联士兵。左侧是哈
萨克族的烈士，他们在中世
纪与Dunggars的顽强斗争中

捍卫了祖国的独立性。在纪
念碑的脚下，永恒的火焰燃
烧，周围是一个风景如画的
公园，其中有一个由外国元
首栽种的枞树胡同。其中有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栽种的
一棵树。
总的来说，努尔苏丹的建筑
结构从未停止令人惊奇。这
座年轻城市的广度和高度不
断增长，即使是最苛刻的游
客也能留下难忘的经历。最
近，哈萨克斯坦首都的行政
中心也出现了白俄罗斯的地
标性建筑。白俄罗斯外交使
馆的新建筑群应有的庄严的
演讲和剪彩的仪式如期开幕。
白俄罗斯驻努尔苏丹大使馆
位于哈萨克斯坦人的礼拜场
所，距离独立广场不远。在
这里，有近百米的纪念碑“
哥萨克云杉”，这是中亚最
大的清真寺，哈兹雷特苏丹
和以金字塔形式建造的和平
与协和宫，被称为哈萨克斯
坦世界奇观之一。在白俄罗
斯大使馆附近，设有美国、
韩国、中国、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沙特阿拉伯、乌兹别
克斯坦、俄罗斯大使馆。此
处存在多向量因子。
当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努尔苏丹谈判进程的实质。
但是，举行首脑会议的气氛也
很重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有利。正式谈判在该住宅的
东厅进行，风格像一个蒙古
包。当然，这一刻预先确定了
会议的特殊情感气氛。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东方向他的同
事致敬，称他为Kasym ake。
不久之后，白俄罗斯总统对
媒体说，谈判是在绝对友好的
气氛中进行的，并具有商业秘
密的性质。他补充说不可能透
露。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托
卡耶夫的特别致词如下：
 “出于命运和历史的意愿，
我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作者注）打算与俄罗斯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与哈萨克斯坦的关
系可以追溯到几十
年前。我们一直都
很亲密，尤其是在
苏联时期。我们的

经济一直是互补
的。现在，这为我

们创造了新的机
会。我们在该国生
产的一切产品，我
们友好的哈萨克斯
坦都需要。您生产
什么，我们都乐意
购买。也就是说，
前景很好。是的，
在独立多年中创建
的已经存在的基金
会非常有价值。白
俄罗斯将永远是哈
萨克斯坦的可靠伙
伴。我们作为亲密

的人，亲密的朋
友，将始终为所有

问题找到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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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为一体化进程的中心。
前苏联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
我们不能欺骗他们的希望。第
一任总统期间的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作者注）是
许多整合过程的发起者。我非
常高兴地指出，在这个艰难的
时期，您接管了政府的职务，
您正在遵循我们各国经济的一
体化进程，我们各国人民的友
谊。”
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将白俄罗斯领导人的访问称为
哈萨克斯坦的欢迎活动：
“在哈萨克斯坦，他们真诚地
尊重您，您是白俄罗斯杰出的
政治家，它是您国家独立的根
源。您的访问是讨论两国之间
所有合作问题的好机会，并在
必要时给予他们更多的动力。
谈判的结果是，我们达成了非
常严肃的协议，我相信这些
协议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执
行。”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媒体发
布会上强调，会谈各方确认了
对进一步发展欧亚经济联盟，
以及积极利用联盟利益的兴
趣：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表示
愿意继续开展共同努力，以确
保欧亚经济联盟空间中的企业
实体享有平等条件，消除贸易
壁垒和限制，奉行商定的产
业政策并建立共同的能源市
场。”
同时，密切的文化和人道主义
联系仍然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
罗斯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
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说：“我们同意明年白俄罗斯
文化的杰出人物来到哈萨克斯
坦。”我认为我们的人民想念
白俄罗斯的文化，因此届时将
高朋满座。随后，我们的文化
人物，艺术家可以去明斯克和
白俄罗斯的其他城市。
在谈判中，提出了另一个有趣
的提议——考虑举行一个白俄
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地区论坛。

明斯克已经具有与俄罗斯，乌
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类似
活动的经验。好吧，它们的有
效性不需要证明。
总结努尔苏丹的谈判结果，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邀请卡
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于
2020年对白俄罗斯进行回访：
“这将使我们有机会监测今
天的协定的执行情况和已签
署的那些协定执行情况。我
想对哈萨克斯坦人民说，您
做对了事，您与白俄罗斯取
得了联系。我们是负责的
人，永远不让任何人失望，
也永远不会让您失望。要知
道，在欧洲中心，也有您的
土地。”
 对于许多人来说，哈萨克
斯坦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
相关联。当然，拜访了努尔
苏丹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也忍不住会见了该国第一任
总统及其长期的朋友。一天
前，纳扎尔巴耶夫从日本返
回，在日本他参加了天皇的
隆重仪式。但是据他说，他
无法取消与白俄罗斯总统的
会晤：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最
艰难的时刻。对我们来说，
改变对友谊的依赖为时已
晚。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世界在变化，我们周围的一
切都在变化。在这种情况
下，保存过去非常重要。”

纳扎尔巴耶夫补充说，作为
欧亚经济联盟的名誉主席，
他计划参加将于12月在圣彼
得堡举行的下一届联盟峰
会。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回
答说，该联盟确实需要哈
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的帮
助：“我在亚美尼亚注意到
（10月1日在埃里温最高欧
亚经济理事会会议上——作
者注）有些事情丢失了，我
告诉我的同事：急需致电给
他。因此，我们收到了一
个普遍的邀请，即您作为我
们“命令”的名誉主席会出
现在圣彼得堡，并且我们回
想起过去，概述了一些观点
和策略。”
白俄罗斯国家元首还向对话
者介绍了与托卡耶夫进行的
谈判，强调双方商定了议程
上的所有问题。纳扎尔巴耶
夫表示，各国需要加强合作
与相互贸易。此外，还有彼
此提供商品。有必要为发展
双边合作开辟道路，而不是
建立障碍。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对此无需多说。
“当然是这样。例如，我们
想从您那里购买碳氢化合物
和石油，但是我们不能以任
何方式达成共识。我们决
定，我们将加强双方的盟友
关系”，白俄罗斯领导人总
结道。

瓦西里·哈里托诺夫

访问结果
在努尔苏丹的会谈以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结束。白俄罗斯和
哈萨克斯坦总统特别通过了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已就移民领
域的合作达成协议。白俄罗斯总统领导的业务和分析中心与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就业务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达成
协议。外交部已签署了2020-2021年的合作计划。白俄罗斯
调查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协
议》。白俄罗斯国家财产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司法部签署了
一项关于房地产国家注册的协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和哈
萨克斯坦数字发展，国防与航天工业部就在地球遥感领域达
成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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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的，白俄罗斯和古巴不是
近邻：两国几乎位于地球的
两侧。但是，它们是由具有
悠久历史的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与古巴总统
米格尔·马里奥·迪亚兹·
卡内尔·贝穆德斯的会谈中

表达了彼此的深刻理解：“
您必须知道白俄罗斯将永远
是您的可靠，忠实的朋友，
我们的协议将永远实施。”
当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取
得了很多良好的经验。白俄
罗斯与古巴合作的历史非常
多。自苏联时代以来，在经

济和教育，文化交流中都占
有一席之地。白俄罗斯总统
提请注意，这是在现代建立
互动的基础：
“我们很幸运不必发明任
何东西。我们只需要继续
我们的关系并达成我们的协
议……从象征意义上讲，我

会面使距离缩短
古巴总统米格尔·马里奥·迪亚兹·卡内尔·贝穆德斯上任后首批
访问白俄罗斯。这一事实再次证实，尽管两国的地理位置遥远，	
但具有合作的共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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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经济不相交，不相互竞
争，不相互矛盾。我们需要
购买您生产的产品，您需要
购买我们生产的产品。”
无疑，今天古巴正在经历
转型。它寻求发展自己的
经济，而这完全不排除伙
伴关系的整合。明斯克拖拉
机在这里广为人知，在此基
础上，他们正在认真考虑生
产合作的问题。新时代决定
了新方法。而且它们在许多
方面都与当前的国家元首交
流有关。尽管如此，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与米格尔·
马里奥·迪亚兹·卡内尔·
贝穆德斯的会晤中，回顾了
自由岛的近期历史，谈到了
该国的现在和过去：
“在我眼前展现了古巴英雄
历史的最后二十五年。我非
常熟悉Fidel Castro。我
对与Fidel的会晤、谈判印
象良好。我经常以这个人为
榜样，以许多其他国家元首
的榜样。他是一个伟人。我
与劳尔（Castr o——作者
注）十分熟识。我很了解你

在您开始对贵国的经济和政
治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我
们会认真观察这一点，我们
确实希望坚定改革，勇敢的
古巴将会成功，古巴人民会
变得富有。”
应当指出，这种理解基于明
斯克和哈瓦那在世界秩序上
几乎相同的观点。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强调，两国在
现代世界的紧迫问题和各种
国际组织的建设性联合工作
中持相同观点：白俄罗斯同
您的国家一样，认为在政治
和贸易中不得使用单方面的
限制性措施。我们认为，这
些行动从根本上违反法治，
破坏信任，并导致紧张局势
加剧。
但是，明斯克和哈瓦那在
经济上到底能发挥什么作
用呢？在这方面，白俄罗斯
总统指出了一些有希望的领
域。首先是农业：
“我们准备分享您感兴趣的
最佳实践、知识和技术。这
也适用于自苏联时代以来在
自由岛上广为人知的农业工
程产品。”
确实，自苏联时代以来，
古巴就已经建立了白俄罗
斯农业机械的供应来源，这
已不是什么秘密。如今，永
无止境的永续机器及其以现
代模型进行更新的主题是恢
复这些的主题。明斯克准备
朝这个方向寻找替代和财务
杠杆。总统提请注意以下事
实，即白俄罗斯了解白俄罗
斯商品对古巴的重要性。因
此，在国家本身非常困难的
条件下，他们积极地解决了
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放贷
款以资助交付的问题。这已
经使许多项目得以实施。不
仅在农业领域。例如，就白
俄罗斯供应白俄罗斯机器达
成了一项协议，正在讨论建
立联合生产家用电器的可能
性。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我不止一次访问
了这片美丽，神话

般神秘的古巴土
地，我很高兴收到
您的邀请。一旦我
们在短时间内制定
了“路线图”并开
始执行它，我将很
高兴立即来到哈瓦
那，以概述与您合
作的其他方式。总
的来说，您可以指
望白俄罗斯。我们

是可靠的合作伙
伴。我们过去一直
并将永远为古巴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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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哈瓦那街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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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统计表明，白俄
罗斯和古巴的贸易机会远未
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决定
在短期内两国政府将制定一
项“路线图”，即一项行动
计划，当白俄罗斯总统下次
访问古巴时，各方将能够对
其执行情况进行监测。
关于古巴国家元首在现代
白俄罗斯与古巴关系历史
上的首次访问白俄罗斯，
无疑将是进一步加深明斯
克与哈瓦那之间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一步。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强调，古巴
一直是我们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合作伙
伴。明斯克和哈瓦那外交
政策的共同原则，例如平
等，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
事务，拒绝采取武力解决
分歧，这使两国能够在国
际平台上进行建设性的互
动。
再次谈到经济问题，应该注
意以下事实：近年来已经
制定了双方都感兴趣的新项
目。例如，白俄罗斯的机床
设备在古巴的安装，向古巴
的供应。在白俄罗斯联合开
发的家用电器的生产也引起
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反过
来，白俄罗斯使用古巴生物
制药工业的先进和世界闻名
的产品。在这方面，正在讨
论扩大向我们提供的古巴药
品的范围，白俄罗斯转让生
产技术的可能性。
明斯克谈判中没有忽略的另
一个重点。即：如果有暂
时的困难，那么这不应成为
阻碍互动发展的障碍。最主
要的是，已经制定了联合决
策，这将使近期内双边贸易
额达到适合战略伙伴的水平。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自信地
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
点。只是不要提及客观和主
观的困难。”他们曾经是，
也将永远是。在古巴，白俄

罗斯和其他国家也一样。我
们存在就是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首要的是我们与古巴总
统达成了共识。
白俄罗斯总统赞赏谈判的结
果。他表示相信，在明斯克
达成的协议将大大加强白俄
罗斯与古巴的伙伴关系，这
种伙伴关系一直以互利和建
设性的方式发展。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感谢古巴外长
的访问，他为白俄罗斯与古
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个人帮
助，同时感谢米格尔·马里
奥·迪亚兹·卡内尔·贝穆
德斯邀请他访问古巴（邀请
已被接受）：
“我不止一次访问了这片美
丽神话般神秘的古巴土地，
我很高兴收到您的邀请。一
旦我们在短时间内制定了“
路线图”并开始执行它，我
将很高兴立即来到哈瓦那，
以概述与您合作的其他方
式。总的来说，您可以指望
白俄罗斯。我们是可靠的合
作伙伴。我们过去一直并将
永远为古巴服务。”
米格尔·马里奥·迪亚兹·
卡内尔·贝穆德斯也感谢白
俄罗斯总统对我国在国际组
织中对古巴的支持。交流的
结果总结如下：
“谈判促成了我们双边关系
的整个范围，并确认了两国
领导人给予其最大动力的政
治意愿。古巴与白俄罗斯之
间存在重要且不断发展的经
贸关系。两国的意愿持续存
在。鉴于我们在领土和人口
规模上的相似之处，我们从
白俄罗斯朋友那里得到了改
善我们社会经济模式的重要
经验。”
顺便说一句，古巴已经显示
出有兴趣在“巨石”中白
工业园开展药品生产。米格
尔·马里奥·迪亚兹·卡内
尔·贝穆德斯指出，这可能
是古巴制药公司进入白俄罗

斯和欧亚联盟市场，以及欧
洲联盟市场的良好平台。拖
拉机的联合装配问题正在积
极讨论中。古巴方面呼吁为
他们安排冰箱的生产。白俄
罗斯方面准备支持这些倡议
和其他倡议。
众所周知，古巴在癌症治疗
领域的医学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强的国家之一。药物已在
肿瘤学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
治疗中非常成功地使用。古
巴科学家取得了许多成就，
白俄罗斯专家希望将这些成
就带入临床试验阶段，并在
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应用于我
们的患者。我们正在谈论相
当新颖的方法。至于医生的
交流，将再次通过肿瘤学建
立良好的联系。古巴医生在
这方面很开放。
显然，关于白俄罗斯与古巴
互动的进一步高级别对话
将在哈瓦那继续进行。到此
时，两国政府将提出一项商
定的合作发展计划。在明斯
克进行谈判后，签署了五份
联合文件。主要是国家元首
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确认了
明斯克与哈瓦那之间关系的
伙伴关系性质。

会面结论：
 � 明斯克和哈瓦那确认战略

伙伴关系。
 � 两国总统同意建立白俄罗

斯-古巴政府间贸易和经济
合作委员会。
 � 米格尔·马里奥·迪亚

兹·卡内尔·贝穆德斯邀请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古巴
进行正式访问。
 � 白俄罗斯总统接受了访问

邀请，计划在短期内完成访
问。
 � 指示两国政府制定合作发

展计划并立即开始实施。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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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也纳	
秋天的乡音
这一情况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最近关于白俄罗斯总统即将对奥地利进行正式访问的说
法不止一次的出现。在11月上旬，维也纳以打破常规的最高礼节迎接了白俄罗斯国家
元首。它的特殊性还在于，维也纳会谈不仅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地利与白俄罗斯
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上，它也可能形成新的欧洲话语体系。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奥地利联邦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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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白俄罗斯与奥地利
的回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同时，白俄罗
斯总统前往奥地利共和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苏联英雄纪念碑，为解放奥地利而阵亡的
战士敬献花圈。这座纪念碑于1945年8月
在维也纳的施瓦辛格广场被竖立。这是一
个国家为缅怀历史而树立的榜样。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奥地利仪仗队的陪同下向
这座纪念碑献上了花圈。顺便说一下，奥
地利总统不久前在明斯克特罗斯坦茨的纪
念碑揭幕仪式上也是如此——这座纪念碑
为纪念在纳粹战争中牺牲的奥地利公民。
缅怀历史可以使人们更加自信、互相谅
解，使人们变得更加强大。
如今的商业伙伴关系如何？去年白俄罗斯
与奥地利的贸易额超过一亿七千万美元。
与前一年相比，它有所下降，但在201 9
年又恢复了增长趋势。其实，更有价值的
不仅仅是贸易，还有更高层次的合作。奥
地利一直是白俄罗斯经济的最大投资国之
一。仅去年，近乎三亿美元，在2019年上
半年—再增加了两亿美元。白俄罗斯有八
十多家奥地利持资的企业。其中传闻最大
的有：“克朗斯彭”、“贝尔托尔”、“
雷福森和普里奥班克联盟”以及移动运营
商“A1”。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总
统这次对奥地利的访问将促使两国商业互
动的进一步发展。在维也纳举行的白俄罗
斯—奥地利经济论坛无疑会是有成效的，
专家们将就金融、交通、物流和高科技领
域的合作前景进行讨论。显然，在现有合
资企业和成立新企业的前提下深化投资合
作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式的会谈在奥地
利总统官邸—霍夫堡宫进行。在这里为白
俄罗斯尊贵的客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
式。在与联邦总统范德贝伦的会谈中，卢
卡申科强调奥地利是白俄罗斯在欧洲最重
要、最可靠的伙伴。会谈结束时，国家元
首引用奥地利同僚的话总结道：
 “我知道欧盟各成员国对白俄罗斯持不同
态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会为自己去过
白俄罗斯，看过这个国家，也因它是欧洲国
家而自豪。当您与夫人一起来过后会说，这
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人。您将永远不会为之
遗憾。 白俄罗斯是欧洲的中心。白俄罗斯
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政策旨在与邻国，如俄
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乌克兰、波兰建
立和平、友好、互惠的关系，而且与其他国
家之间也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也
包括您美丽而富裕的奥地利。”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这次会谈进行地
十分成功，这表明两国在处理当代重大问题
上的态度十分一致：
“我们感兴趣的是奥地利在许多领域的经
验，这很可能适用于白俄罗斯。我们高度
赞扬维也纳作为主要地缘政治中心的桥梁作
用，为缓和欧洲与世界的紧张局势而作出的
努力。明斯克在外交政策活动中也设定了相
同的目标。我们确信，我们能够共同为恢复
和巩固国际稳定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会谈商定继续在国际制度框
架内开展合作。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证实，
白俄罗斯将支持奥地利参加2027年至2028
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
无疑，这次访问不仅是白俄罗斯—奥地利合
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意义重大。
同样重要的是，加强白俄罗斯和欧盟的对
话，这一对话最近变得越来越有建设性意
义。我国感谢奥地利支持白俄罗斯努力发展
与欧盟的关系，白俄罗斯是第二个重要的贸
易伙伴。白俄罗斯国家元首强调，“最近，
由于奥地利轮值主席国在2018年的积极工
作，欧盟已成为我们重要的政治和投资伙
伴。仅在过去的两年中，欧洲投资银行和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就白俄罗斯公共项目提供的
资金支持就达到了七亿欧元。我们在生态、

苏联战士纪念碑旁边竖立着白俄罗斯总统敬献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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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边境管理、移民法规以及对国家
行政管理等众多项目与欧盟积极合作。众所
周知，今年白俄罗斯和欧盟批准了有关简化
签证和重新接纳的协议草案。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表示希望他们尽快签署。总之，白俄
罗斯一贯主张以各种形式展开与欧洲的对
话。国家元首特别指出，“奥地利和我国共
同致力于发展‘东方伙伴关系’，作为一种
全面、灵活和有效的合作工具，促进欧盟邻
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但是，这并不侵害
第三国的利益。白俄罗斯积极参与该项目，
并在最近提出了关于在2020年后发展该倡议
的建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调，白俄
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商业往来历史悠久，这
是当前合作发展的良好基础。确实，在如今
的白俄罗斯，奥地利的商业地位相当稳固。
来自奥地利的约五百家公司与白俄罗斯的企
业合作，其中大约一百家以各种形式在白俄
罗斯有常驻代表。这表明奥地利企业对我国
的信心很高。总之，奥地利长期以来一直是
白俄罗斯经济投资的引领者。每年在我国的
投资达数亿美元。例如，去年这个数字约为
3亿美元。有奥地利公司参与的新项目价值
超过了10亿美元。与此同时，连接两国家
的不仅仅是经济。在总统会谈上，人们无法
回避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话题。范德贝伦请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代表白俄罗斯人民接受
他的感谢—对马利·特洛斯内奈斯死亡集中
营受害者的悼念活动。大约一万名奥地利犹
太人在这个悲伤的地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范德贝伦表示，在白俄罗斯对死难者的悼念
铭记时，奥地利对这个死亡工厂几乎一无所
知。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此说：“我们了
解对大屠杀遇难者的悼念活动对奥地利社会
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支持奥地利的倡议，
在特拉斯基尼纪念馆设立纪念碑，以纪念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残害的奥地利公
民。
白俄罗斯总统回顾道，3月他亲自与当时的
联邦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共同揭幕了
这座纪念碑。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代表本
人和全体白俄罗斯人民感谢联邦总统，感谢
所有参与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中拯救白俄罗斯
儿童的奥地利人。奥地利联邦总统也重申了
奥地利对与白俄罗斯开展合作的兴趣。他指
出，在扩大会议期间，双方讨论了贸易和经
济合作、政治互动、维系共同历史以及人权
问题。范德贝伦先生指出，白俄罗斯与欧盟
之间有一定的和解，白俄罗斯领导人的此次
来访被认为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联
邦总统还谈到了与白俄罗斯的贸易和经济合
作问题，强调其扩大经贸合作对奥地利很重
要。奥地利领导人注意到白俄罗斯对解决乌
克兰冲突的贡献，为各方提供了一个谈判平
台。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强调，《明斯克协议》为解决问题铺平了道
路，他说：“我们感谢白俄罗斯对加深两国
关系做出的努力，我想这是相互的。两国会
保持联系，这不是奥地利同白俄罗斯的最后
一次会谈。”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人的民
族特点是我们深思
熟虑地进行决策。
但有一天，在与合
作伙伴握手后，我
们会认真履行我们
的义务。我想向您
保证，对白俄罗斯
非常感兴趣的奥地

利将永远 
不会失望。”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奥地利与白俄罗斯经济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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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白俄总统将会出席白俄罗斯—奥地利
经济论坛。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会见了奥地利国民议会主席主席沃尔夫冈·
索博特卡。国家元首还在奥地利议会贵宾名
录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在与奥地利领
导人的会谈中表明了和解的政治意愿，那么
论坛将讨论发展商业合作的具体方向。国家
元首在讲话中不仅向商人传达了重要信息，
而且还就世界热点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公开
发表了讲话。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向奥地利
民众介绍了奥地利与白俄罗斯合作的基本原
则。总统特别强调，各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与外国企业建立透明的互利关系是至关
重要的。
“诚实、公开、透明。如果我们达成协议，
我们将始终履行我们的义务……合同比金钱
更重要!这些是我们将遵循的基本原则。”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认为，未来经济关系的
合作在于制造业、服务业，例如石化、食品
加工、木材加工、建筑、交通、物流和信息
技术等两国传统优势行业。
“白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是我们深思熟虑地
进行决策。但有一天，在与合作伙伴握手
后，我们会认真履行我们的义务。我想向您
保证，对白俄罗斯非常感兴趣的奥地利将永
远不会失望。”

白俄罗斯总统还以工作晚宴的形式会见了奥
地利人民党主席、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塞巴
斯蒂安·库尔茨。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维也纳与记者会面时
回答了有关白俄罗斯废除死刑的问题。国家
元首表示，“这取决于全民公决的结果。只
有全民投票才能取消它。我们正在进行这一
工作。”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表示，欧盟已经要求白
俄罗斯废除死刑。“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
一点，如果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经常对是否
废除死刑进行民意调查。自从全民公投后，
什么都没有改变。现在是否值得进行全民公
投以获得曾经被否定答案。我认为这是不值
得的。 因此，我们曾经与布鲁塞尔的政界
人士达成共识，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他
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与白俄罗斯社会合
作的路线图。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匆
匆忙忙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白俄罗斯领
导人指出。
国家元首向提出这一话题的奥地利记者反
问，奥地利公民对死刑有何看法。“不知
道……他说，这就是你们民主的本质。要知
道，要求别人做某事或者要评判某个话题，
首先得清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举了一个例子，“奥
地利与美国、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他
们会面时，您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吗？我认
为不会的”，国家元首说道。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沃尔夫冈•索博特卡

2018年，白俄罗斯与奥地
利的贸易额为1.714亿美

元，比2017年增加了
96.6%。2019年1月至9

月，两国间贸易互动总额约
为1.315亿美元。这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9.2%
。白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主要
有金属制品、家具和石油产
品。奥地利向白俄罗斯供应
的产品主要有药品、机器和

设备、家具配件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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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在该项目上花费约4000万美元。 
该综合体项目将于国家农业技术园内
施工，约占地240公顷。
唐川说：“这将是中国唯一一座白俄

罗斯风格的旅游综合体。这座独特的综合体将
有望为白俄罗斯农产品提供展览台。”
将以明斯克地区的建筑作为村庄的建筑原型和景
观模型。 例如，拉兹威尔宫殿的复制版将位于
此处，最近，中国专家访问了涅斯维日城堡，他
们对那里宫殿建筑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白俄罗斯方面则将帮助外国同事了解该城堡的
文化内涵。 计划在综合体建筑的空地上建造
一个大型舞台，以便在舞台上举行音乐会，其
中包括白俄罗斯音乐团。 中方还邀请了国家
科学大剧院和芭蕾舞剧院的艺术总监瓦伦丁·
埃利扎里耶夫参加该项目，众所周知，涅斯维
日是古典芭蕾舞学校之一。 
“中方提供的服务很棒，”瓦伦丁·埃利扎里
耶夫说：“我们很高兴将与您进行开创性的合
作。”

众所周知，涅斯维日城堡的仿制品将占地超过
2.5千平方米。 位于未来施工现场的旧建筑将
被拆除。
重庆市政府对此项目特别重视。项目负责人何
波说到：“我们相信，国内外游客都将对此很
感兴趣，此综合体项目将成为中国与白俄罗斯
合作的典范。”
8月份，在重庆建造一个白俄罗斯风格村
庄，并签署了一项投资合作协议。重庆市
渝北区的代表团参观了明斯克地区的建筑设
施。 该合同签订了两个绝无仅有的建筑群
的建设：中国风格的建筑群将在白俄罗斯中
部建设，白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将在重庆建
设。
明斯克地区的中国风格村庄将建于100公顷的
土地上。 该开发项目将以重庆风格的房屋和
四川东部的典型建筑为原型。
拉丽萨.卡勒叔补充说：“即将建成的综合体
的主要功能是旅游，贸易和文化交流。”

塔季扬娜·洛兹夫斯科

一个白俄罗斯风格的村庄	
将出现在中国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党委书记唐川与明斯克地区代表团进行商务访问时，谈到计划六个月内在重
庆市建立一座白俄罗斯风格的村庄。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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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本书中描述了有关
白 俄 罗 斯 的 一 些 资
料，可简单称为“白
俄罗斯简介”：这些
资料从作者的角度出
发，向中国读者介绍

了有关白俄罗斯的基本信息。简介
以“白俄罗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
国家”为开头，紧随其后的五个篇章
解释了为何以“白”这个字来代表我
们的国家：源自于对白亚麻的热爱（
注释“白色”表示“纯净”)。根据
中国人的认知关于白俄罗斯的名片包
括：野牛、鹳和湖泊。但是，白俄罗
斯人民应当是最值得自豪的名片。画
家吴子豪以中国传统绘画方式绘制了
白俄罗斯名人肖像，使这本书别具一
格。
当我带着这本书去找白俄罗斯大剧院的
艺术总监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时，他
提到他见过日本出版社出现过一本类似
的书。这就像是一本地区参考书，白俄
罗斯的主要景点之一就是他的名字。他

仔细得看着这本中文书中自己的肖像，
开着玩笑着说：“与我无关！”，他的
意思是在两本书中都出现了他的名字。
此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瓦伦丁·伊利
扎里耶夫在日本上演过堂吉诃德，担任
过芭蕾舞比赛评委，在中国，他作为苏
联人民艺术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至
于今年他被邀请担任国际比赛评审团的
负责人。
他谈到在明斯克欧洲运动会开幕式上
的录像放映中看到自己是著名的白俄
罗斯人时的反应：“我和我的妻子在
家看着精彩纷呈的演出。 突然播放出
我在那里所排练的节目，我当时吃惊
得差点从沙发上摔下来。”新华社在
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络中出售《白俄罗
斯著名人物》一书，在“一带一路”
项目背景下，对白俄罗斯和其他沿线
国家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了解彼
此的好机会，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有
关白俄罗斯的更多信息。 毕竟，我们
确实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

伊妮莎·普列斯卡切夫斯卡

著名名著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著名人物传记》系列丛书中，出版了
《白俄罗斯著名人物》一书

ChinA.mfA.gov.By

白俄罗斯著名书籍

《白俄罗斯名人

志》在中国大型图

书销售网络平台 

《新华书网》上出

售，为对白俄罗斯

感兴趣的读者打开

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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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盛大的晚会
上，为基金
会付出了很
多心血的前
员工们将这
种与患病儿

童及其父母的盛会称为工
作中最大的快乐。父母和
孩子们将与他们的好朋友
见面。并借此机会可以“
走出去”看看。尤其是明
斯克马里奥特酒店网站上的孩子们将会很开
心。临终关怀的赞助者们也将登上舞台。安
娜·戈尔恰科娃和团队将收到礼物和祝贺，以
便更好的投入到下个阶段的工作中，以便每时
每刻随时对不幸的人施予援手。 

不在于患者数量， 
而关注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白俄罗斯儿童临终关怀基金会每年在全国各地
为三百五十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医疗，社会和
心理方面的帮助。在25年的时间里，超过八千
五百名儿童得到过基金会的帮助。儿童临终关
怀医院的病患数量并非众多，这不是因为病床
数量有限的原因。这是安娜·戈尔恰科娃的哲
学理念： 
姑息疗法，主要关注的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这段时间内，我们为许多人提供了帮助，
但我不想炫耀这些数字。 25年来，我国建立
了姑息治疗系统，这是我们的成就。刚开始我
们所有的第一批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
们设法创建了姑息治疗系统，到目前为止，在

这方面还没有人赶得上白
俄罗斯。俄罗斯虽已在规
模上超过了我们，乌克兰
也紧随其后，但就连贯性
而言，没有人超越我们。
每个地区都有专家为儿童
服务，每个患病儿童都可
以得到姑息治疗，这就是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今天，有访问团队在白俄
罗斯临终关怀基金会提供

援助。在明斯克该机构的指导下，仅剩下32个
家庭需要此种服务（以前大约有150个），如
今在明斯克有了姑息治疗室，这些儿童得到了
帮助。他强调姑息训练，旨在教会孩子的父母
们如何对孩子进行日常护理和帮助。这种方法
已在西欧运作。 
临终关怀负责人称他的团队已获得卓越的成
就。25年以前，临终关怀始于志愿者和一小群
爱好者。如今，该机构的员工已超过20人，这
是经过培训的真正专业的人才。 
“我们学会了说“是”，我们学会了说“不”
（当由于某些原因需要我们拒绝时）。“这是
专业精神的标志之一，我爱我的团队，没有
它，我是谁”，安娜·戈尔恰科娃强调说。 

让人恐惧的肿瘤，
有必要攻克它 
这项针对儿童临终关怀的新计划是“青年人”
计划，该计划于去年在私人赞助者的支持下启
动。它分为两个部分：患有癌症的病人和其他
疾病40岁以下的患者。安娜·戈尔恰科娃承

白俄罗斯儿童临终关怀	
基金会成立25周年
“感谢您对我们以及我们孩子一生的陪伴。谢谢您，当我们站在深渊边缘时，是您站在我们旁
边，没让我们跌入深渊。虽然25年白驹过隙，但对许多父母来说却尤其重要。”白俄罗斯儿童
临终关怀医院患者的父母（包括去世者）的父母从舞台上向院长安娜.戈尔恰科娃致敬。自该机
构开始免费援助儿童以来，11月11日恰好是25周年，四分之一世纪。这些儿童的生命因重病或
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受到限制。白俄罗斯儿童临终关怀周年纪念日与病危儿童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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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与非癌症患者的合作在
日益加强。那些被诊断出患有
癌症的人因为恐惧而需要临终
关怀。她强调说，与青年临终
关怀（旨在帮助患者终生）不
同，针对孩子们的临终关怀有
不同目的。 
“青年人”计划是我们的未
来，因为在某个时刻，当一个
人突患癌症时，会感到如临深
渊。肿瘤使人恐惧，我们计划
在患者做出不利诊断后就立即
使患者们能得到治疗。我们
希望能帮助人们治愈。在28至
30岁之间进行肿瘤诊断非常困
难。本应能活好久的人面对癌
症时会非常恐惧震惊。我们教
他们放松不要害怕。毕竟，恐惧会降低身体的免
疫力并削弱抵抗疾病的能力。许多医生本身还不
了解为什么癌症患者应该来临终关怀医院，他们
觉得在哪里治疗效果都差不多。但我强调，我们
将为您提供更贴心的帮助。我们设有自助小组，
可以和心理学家、营养学家、医生亲自会谈，所
有这些都有助于减轻恐惧和压力。 

不幸的朋友 

在儿童收容所的几十个病房中，11岁的玛格丽
特患有严重的遗传病，她在赞助机构的帮助下
出生。 
玛格丽塔的母亲娜塔莉亚说：“很高兴看到熟悉
的面孔——临终关怀的员工们以及与我们同病相
怜‘不幸的朋友’们。我们的相识于10年前。临
终关怀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陪伴着我们，为我们
提供很多服务。首先，是医疗方面。他们为我们
提供医疗用品，餐巾纸和药品。孩子可以被留在
医院，得到专业护理，并在医院中逐渐治愈自
己，这是一项社会福利。对我们而言，一年一度
的阿斯特暑假计划非常重要，我们与全家人一起
去了两个星期。因为无论是疗养院还是医疗营地
都不会接受如此病重的孩子，只有这个暑假是我
们唯一的休假方式。 

应该被铭记的 

柳德米拉·伊万诺娃·塔苏诺娃护士在临终关怀
医院工作了25年。她不久前退休休息了。该护士
在临终关怀医院做着一份不简单不平凡的工作。 
“付出的将被永远铭记。担心孩子时可能会
失眠，自安娜·戈尔恰科娃开设姑息临终关

怀医院以来，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起初，她
是整个机构的唯一护士。她学习并教导我，
然后我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更多人。我以前
的病人仍旧记得我。我会写下所有患者的名
字，并记住所有人的名字：我觉得他们都在
我的记忆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对他们一
视同仁。我从“我的”孩子们居住的地方了
解整个城市，我们与团队一起穿越了白俄罗
斯。我真的很高兴在此盛会上见到你们。孩
子们和病人都会真切得感觉到您对他们的感
觉。如果有任何虚假，他们将不会接受您。
因此，真诚在工作中很重要。 
顺便说一句，临终关怀小组向安娜·戈尔恰科
娃送了一份私人礼物，称她为“白俄罗斯儿童
姑息疗法的哥伦布”。蜗牛是全世界姑息疗法
的象征，因为蜗牛有壳，因此人们认为它永远
不会死。手工蜗牛饰品是用银和锆石制成的。 
今年，该团队由于在人道主义领域积极工作，
采纳了慈善和仁慈的哲学思想，为国家建立了
儿童姑息治疗系统，在慈善机构的基础上，为
建设白俄罗斯儿童临终关怀组织做出了贡献，
该团队被授予“精神复兴奖”。 
“25年期间我们在临终关怀医院生活得不错。
我们学会克服困难，学习新东西。感谢我们国
家的赞助者，慷慨有爱心的人士。感谢我们的
志愿者和外国朋友的教导和帮助”，白俄罗斯
儿童收容所董事会主席奥丽格.卡巴科娃总结
道。 
毫无疑问，纪念日结束后，将给孩子们和孩子
的父母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如今，员工们已经
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患病儿童们更迫切地
需要他们的知识、经验和专业精神。 

埃琳娜·克拉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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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当我五岁的时候，一切都
很简单：开心的事就是开
心，其他的都是抱着无所谓
的态度。现在，我的人生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很多
事情我已不作过多思考。哪
些痛苦可以说与人听，哪些
痛苦只能独自承受？可以向
谁掩面哭泣？应该向谁握紧
拳头？和谁可以合作共处？
和谁应该保持距离？”
这段文字出自亚历山大·
奥尼舒克三年前所著的小说
《哎呀》中。她的丈夫安德
烈·奥尼谢克之前在布列斯
特边境部队服役。而萨莎之
前是一名记者。如今，布列
斯特人并不会去考虑自己
选择的路是否正确，是否与
世界和谐相处等这些问题。
萨莎说:“搬到乡下后，所
有的事都变成了它应有的样
子。”
斯波切沃村位于卡梅尼兹附
近。在碎石路上开车两三公
里，在两百米外的杂草丛
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两道
车辙——我们的目的地庄
园。奥尼舒克居住在一栋绿
色小屋中，这家庄园的男主
人曾经是一位边防军人，女
主人曾经是一名记者。在他
们的农庄里有鸡、鹅、鸭、
山羊、绵羊和30个蜂箱。有
一只纯种狗叫杰克还有一只
狗叫利马和五只猫。温室里
种的有西红柿、黄瓜、西葫

芦、豆角和土豆。果园里面
有梨树、桃树、杏树和樱桃
树。
在现代村庄中，这样的农庄
很少见。
萨莎笑着说：“对我们来
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还
想养一头牛！老实说吧，我
现在也不知道我自己所做的
农活哪个是主要的了。我喜
欢边唱歌边干活。我非常喜
欢做手工针线活。我生活里
不能没有小动物。”
前边防哨所指挥官和他的记
者妻子从布列斯特市中心搬
到了农村。
萨莎也喜欢这个有着园林设
计的小农庄。我看了一眼
他们房前的吊篮里种着郁金
香，花坛里种着铃兰和薄荷。
“这个郁金香的种子是妈妈
带来的。她说不应该种这
些杂草。但对我来说，铃兰
和薄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杂
草!”
在卡梅尼兹的小庄园，你会
经常碰见这样的一个布列斯
特人:“当我们去白俄罗斯边
境服役时，我就明白了我们
再也不会回城市了。”
安德烈以前是边防哨所的指
挥官，我们那个时候住在
木头小房子里。我对安德烈
说，我们就在这建功立业
吧，然后国家会给我们颁个
奖章。而安德烈回答说：“
不，我们不需要奖章，我们

最好请求国家允许我们在那
里居住。”
安德烈升职了，被调到了布
列斯特市里。奥尼舒克夫妇
在城里建了一所房子。
“但是我还是想去乡下。”
萨沙回忆道：“我们为了挑
选居住地而开车去了很多地
方。一天晚上，在去戈梅利
州的路上，我们路过著名的
奥尔沙。我们看到了那里热
闹的生活，人们不睡觉，他
们把蔬菜运到市场。后来白
天我们特意开车去看这个“
黄瓜之城”。看完之后，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
后我们决定搬去那里生活和
工作。
安德烈以中校的身份从布列
斯特边境部队辞职了，那个
时候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
纪，所以没有退休金。萨沙
也从编辑社辞职了。萨沙注
册了一家名为“与人为善”
的农场。她现在有18亩地，
她还在申请14亩地。在自己
的土地和房子里即将开始真
正的农村生活了。
女主人说她不太擅长种植蔬
菜，但是禽类和家畜的饲养
知识却很丰富，还有所进步:
“我们买了一个孵化器，又
做了一个家禽室。今年2月，
就会孵化出小鸡，安德烈从
贝雷西诺带来了一些鹅蛋，
还会孵化出小鹅。我们还会
挤羊奶，加工鸡肉。我还学

与人为善
一名记者和一位边防战士一起搬到了村庄，建了个大农场，	
学会了与大自然和居民和睦相处。

1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生活方式



会了用羊奶做奶酪和奶渣，
用酵母烤小麦黑麦面包。”
“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与当
地居民相处的?他们接受你们
吗?”
“去年刚来时，他们认为我
们是来这里避暑的。后来他
们看到我们建起了自己的农
场，他们对我们有了不一样
的看法。他们开始来这里参
观，买我们生产的蜂蜜。不
要说我们是慢生活，我们从
来不拒绝工业文明的福利，
我们只是改变了工作生活方
式，我们试着去理解我们生
活的目的。卡梅尼兹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我父亲出生在
卡梅尼兹区。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从市中心搬到这里——
可以说是基因中的记忆呼唤
我来这里的。哪怕不考虑遗
传学，这里也像世外桃源一
样吸引我们，我们现在就像
生活在天堂。”
安德烈从事养蜂工作。
“不敢说我的工作在这里有
绝对性的作用，但现在我知
道谁是蜂群中的蜂王，他长
什么样子，蜂王台是什么样
子，蜂王浆是什么味道，蜂
王浆是怎么来的，这些在蜂
箱底的小圆点是怎么变成小
蜜蜂的，封口的和未封口的

蜂蜜有什么区别，我还知道
装有蜜蜂的蜂箱和装有蜂蜜
和蜂粮的蜂箱有多重。我觉
得我这一生都在掌握这些知
识。”安德烈发誓说道这真
的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
萨沙在一旁说道：“温馨提
示，最好不要靠近蜂箱。”
“刚开始时，我们这种这初
级养蜂人就陷入了困境，
当地人认为没有必要从事养
蜂。他们建议好好种庄稼。
但是安德烈相信自己的知
识，最终还是成功了。”
安德烈是一个不那么热情洋
溢的人。女主人认为自己是
这个农庄的创意人，但安德
烈才是总经理。在这对夫妻
中，男主人像物理学家，女
主人像抒情诗人，很完美。
我很羡慕他们的夫妻生活。
这个斯波切沃村的小家庭才
一年多，一起都还刚刚开
始。还需要建一个小库房，
一座新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夫妻用
双手建造了这一切。下周，
安德烈就要开始学习做木匠
活了。他要和专业的木匠师
傅学习一整天。
与人为善吧！除了这还能说
什么呢。

瓦伦蒂娜·科兹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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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达尼亚尔·阿比多夫今年夏
天在明斯克竖立了伟大诗人阿
里舍尔·纳沃伊的纪念碑。让
我们开始谈一谈关于这个伟人
的话题。他的诗歌是如何深入
到人民思想中的？
-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的
诗歌在千家万户中传播，乌
兹别克斯坦人从小就知道。显
而易见，中亚中的所有讲突厥
语的人群都会听说知道并读过
阿里舍尔·纳沃伊著名的噶泽
拉诗和鲁拜诗。没有哪个家庭
不听他的诗歌。当乌兹别克斯

坦人在摇篮里的时候，这些旋
律，他的言语已经进入了每个
人的精神和身体。 如今在广
播里仍能听到他的诗歌。
-你认为纳沃伊诗歌对你们国
家和地区的人民有什么价值?
-人们谈论他是有原因的:他是
国家的太阳。这就是突厥人们
眼里的纳沃伊。没有太阳，你
知道，就没有生命。纳沃伊的
传记中提到，维吾尔人和乌兹
别克人都认为他是自己民族的
人。有人认为他也与蒙古部落
有血缘关系……不管怎样，就
像他们说的，纳沃伊属于我们
所有人。他不仅是个诗人，还
写了论著。他的论著列入了文
学领域和科学领域。他还知道
自然科学。纳沃伊既是哲学家
又是政治家。令人惊讶的是，
他从儿童时代就开始表现出非
凡的能力了。
-我猜纳沃伊时代的诗歌之夜
也很流行吧?
-是的，正如历史所说，诗歌
之夜是时尚的。乌兹别克人
称之为“穆希拉”。我记得我
妈妈告诉我，他们在家里做了
一个穆希拉，整个马哈利亚都
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社区或街区。每个住在附近的
成年人都是孩子的教育者。可
以给孩子们提意见，给孩子们
一些提示和帮助。现在，“穆

希拉”是朗诵著名诗人诗歌的
活动。他们拿着房子里的杜塔
尔, 多易拉（乐器）唱歌。也
许这就是民歌的由来。纳沃伊
的诗在这样的“诗歌之夜”中
肯定会出现。乌兹别克斯坦的
民间歌手被称为巴什。
-您一定是在诗意的环境中长
大的。
-（微笑）我1961年出生在塔
什干，那时已经有了收音机
和电视。我的长辈们还记得纳
沃伊时代的传统。按照我们那
里的传统，作为一个母亲，需
要操持家务：我们家里有12个
孩子，我是第11个。我父亲从
14岁起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
甚至改大了两岁来帮助他的家
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接受
高等教育。但他们是在诗歌之
夜中长大的。阿里舍尔·纳沃
伊就是这样长大的。在某种社
会文化环境帮助下，他的才能
充分发挥出来了。
-可惜的是，他的作品在白俄
罗斯鲜为人知。您认为我们怎
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创新人
士应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建
立联系，共建合作机会将阿里
舍尔·纳沃伊的文学遗产翻译
成白俄罗斯语。阿利舍尔·纳
沃伊的一些诗歌在苏联时期曾
被使用白俄罗斯语翻译出来。

突厥语是战士的语言
乌兹别克斯坦驻白俄罗斯参赞达尼亚尔·阿比多夫曾在新闻工作领域学习，作为编辑员
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成为了政治学博士和外交官。 在这个有趣的访谈中，我
们谈到了为什么阿里舍尔·纳沃伊在整个突厥世界都受到高度尊重，如今应怎样建立白
俄罗斯文学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已有的重要文学项目。

阿里希尔•纳沃伊(1441年–15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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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诗人瓦西里·朱科维奇曾
翻译过。2019年，卡济米尔·
卡米什引用信息部长亚历山
大·卡里尤维奇在报纸“文
学和艺术”上的发言翻译了自
己的一些鲁拜诗。他应该是从
俄语翻译到白俄罗斯语的。很
多纳沃伊的作品被翻译成了俄
语。
-我们知道卡济米尔·卡米什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精通
艺术词汇。但如果他有一个懂
原始语言的顾问……
-您说得对。因为今天不是每
个乌兹别克人都懂纳沃伊的
语言。但是有一本关于阿里
舍尔·纳沃伊作品的字典来帮
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当然，如
果可能的话，翻译应该是正确
的。显然，卡西米尔·卡米什
的作品值得所有人尊重。我希
望他能继续在白俄罗斯创作。
我还认为，古突厥语是中亚各
国人民都能理解的语言。在20
世纪40年代之前，除了土耳其
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受过
教育的人都在这里。阿拉伯语
被认为是科学语言，波斯语被
认为是诗歌语言，突厥语被认
为是斗争语言。阿里舍尔·纳
沃伊的伟大成就是，他在诗歌
写作中展现了乌兹别克语的魅
力。在他之前，诗歌更多是用
波斯语写的。他在科学上证明
了用突厥语写诗歌是可行的。
纳沃伊甚至写了一篇科学论
著“关于两种语言的见解”
（“大辞典”）-波斯语和突
厥语。他解释说，所有的诗歌
流派都可以用突厥语表达。
-可以说，多亏了纳沃伊，突
厥语成为了斗争语言……
-你知道，从历史上看，突厥
人民很难呆在一个地方。我们
的祖先非常活跃，他们好战，
甚至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经常
占主导地位。我想这就是我们
的工作方式。纳沃伊更好的帮
助突厥语在诗歌中的广泛使
用。这是15世纪的科学论证。

顺便说一下，阿里舍尔·纳沃
伊被认为是标准乌兹别克语的
创始人。
-人民的语言是他们精神和文
化的基础……
-是的，正是从纳沃伊的作品
中感受到了乌兹别克人的精
神。另外，他也是苏菲派代
表。苏菲派的首要任务是寻找
生命的意义……
-...在他们隐藏的内心世界中
寻找这个意义...
-是的，苏菲派想培养一个完
美的人。导师(穆里达)和学
生的关系得到了很多人的关
注。通过某些实践，导师达到
了一定的精神状态，然后他把
他的“通往完美之路的知识”
传递给学生。这种对苏菲实践
的传承至今仍在继续，从未停
止。苏菲派的创始人是提倡精
神上的重生。这种精神传统代
代相传，至今仍活着。
-我们能说纳沃伊的作品促进
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也证
明了精神生命的价值吗?
-是的，我同意您的看法。
-在追求物质价值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精神世界。
我们认为，纳沃伊对地球上所
有的人，对其他民族，都是有
价值的，这让我们想要了解自
己……如果白俄罗斯以这种方
式研究他的作品，也会促进我
们两国人民的精神融合。
-我认为，在扬基·库帕拉
的作品中，有一种信息传达

了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复
兴。“这是一种自我发现的呼
唤”，作为这种精神成长的目
标，类似于:“人与呼唤”。
从本质上说，纳沃伊希望成为
一个完美的人。有趣的是，在
他生命的最后，他写了一本名
为《鸟语》的著作。作品中以
戴胜鸟为主人公讲述了具有警
示教育意义的故事。主题思想
是：追求理想，渴望看到完美
的人。我认为这是一部全世界
都感兴趣的作品。 
-雅库布·科拉斯也有一本寓
言书，叫做《生命的故事》
，在许多国家被出版。白俄罗
斯人派斯纳尔把它视为创作的
主要内容之一，并根据它写了
许多童话。顺便说一下，雅各
布·科拉斯的作品现在受到了
广泛研究，每年都有被称为“
卡拉萨维纳”诞辰日的系列活
动，其中包括国际科学会议。
您可否讲一下，谁在研究阿里
舍尔·纳沃伊的艺术遗产?
-很多人在研究，很多人也在
写关于纳沃伊的文学作品，特
别是艾贝克写的小说《阿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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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纳沃伊》，已经被翻译成
俄语了。而翻译成苏联各民族
语言的工作开始于30年代，当
时举办了文化节、共和国文学
节，这有助于文学界的交流。
乌兹别克作家访问白俄罗斯，
你们的作家访问乌兹别克斯
坦。我知道，在30年代初，诗
人维吾根来到白俄罗斯，参加
苏联作家联盟董事会的扩大会
议，还在明斯克参加了演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
迪·阿格拉茨和雅克布·科拉
斯住在塔什干。他们的作品被
翻译了。佐勒菲亚翻译了一首

著名的诗，名叫《谁在那里》
。当时，科拉斯的作品被翻译
了很多，包括卡福尔·古利阿
姆, 佐勒菲亚。科拉斯住在
佐勒菲亚家附近，他和佐勒菲
亚的家人是朋友，她的丈夫诗
人哈米德·阿利姆让更是他的
好朋友，却在1943年不幸去世
了。
-为了使白俄罗斯文学在乌兹
别克斯坦更加广为人知，或乌
兹别克斯坦文学在白俄罗斯更
加广为人知，现在需要做些什
么呢?
-亚历山大·卡卢卡维奇在这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此，我
们非常感谢他。我们经常在创
造性的、文学的、翻译的、图
书出版的问题上交流。他要求
与乌兹别克作家建立多方面的
联系，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自
从大使馆开放以来，已经做了
很多工作。已经把阿里舍尔·
纳沃伊的噶泽拉翻译过来了，
并在《和谐》系列中出版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向我
征求意见:哪些乌兹别克斯坦
现代作家有谁值得在白俄罗
斯更广泛地介绍?我推荐了埃
尔金·瓦希多夫，特别是他的
诗《我是乌兹别克人》。它还
没有被翻译成俄语。乌兹别克
斯坦英雄，人民诗人埃尔金·
瓦希多夫于2016年去世。我问
了他的儿子，他做了一个俄语
对照，而纳姆·加尔帕罗维奇
在2018年夏天把诗翻译成了白
俄罗斯语。然后，在我的介绍
下，卡尔柳科维奇开始和诗人
的儿子研究并打算出版埃尔
金·瓦希多夫的诗集。据我所
知，出版权已经获得，翻译工
作正在进行中。夏天，当我们
在扬基库帕拉博物馆举行圆桌
会议时，我们遇到了纳姆·加
尔帕罗维奇。他说他正在完成
《不朽的崛起》的翻译。他来
到白俄罗斯，作家库奇科尔·
诺科比尔在这里为他的第一天
战争故事收集素材，他在布雷

斯特的不同观众中演出。他的
一些作品已被翻译成白俄罗斯
语。此外，我们的诗人连续两
年都来白俄罗斯参加各种各样
的活动。具体来说，他们参加
了白俄罗斯文学日的书展。作
家协会主席西罗吉丁·赛义多
夫，他致力于乌兹别克和白俄
罗斯文学合作。在2018年白
俄罗斯领导人访问乌兹别克
斯坦前夕，正是在他的努力
下，正是由于他在2018年为
期待白俄罗斯领导人访问乌
兹别克斯坦而做出的努力，
雅库布·科拉斯的作品被翻
译并单独出版成册，由我们
的总统捐赠给他的同事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他的代替
人，诗人明哈吉吉·米尔佐
用乌兹别克语翻译了白俄罗
斯作家的诗歌并出版了名为
《你好，亲爱的祖国！》的
白俄罗斯诗歌。现在，明哈
吉吉·米尔佐负责精神启蒙
中心。顺便说一下，他建议
用乌兹别克语出版白俄罗斯诗
歌选集。白俄罗斯信息部支持
这一倡议。现在有一个关于白
俄罗斯出版乌兹别克诗歌选集
的讨论。我和乌兹别克斯坦作
家联盟主席赛义多夫交流了一
下——他建议用乌兹别克语,
白俄罗斯语出版伟大胜利75周
年纪念诗集。阿列西·尼古拉
耶维奇也支持这个想法。这些
将是前沿诗人和现代作家的作
品。此外,这里还有乌兹别克
作家的作品翻译项目,也有白
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项目。
计划以及白俄罗斯童话的乌兹
别克语翻译版。这就是我们向
白俄罗斯孩子介绍乌兹别克童
话故事的方式。
-谁翻译，谁出版?
-还没有具体的想法。暂时需
要先谈判，这是肯定的。具体
来说，我可以告诉你，在选集
中，每一方挑选15位作者的作
品，并将提供10首诗。预计到
2020年将进行翻译。位于明斯克的阿里希尔•纳沃伊塑像

位于塔什干的雅克布•科拉斯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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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下，阿里舍尔·纳
沃伊的诗歌在今天的青年环境
中是多么需要。您说你们是在
诗歌中长大的，就像所说的那
样，像赋予了DNA一样……而
如今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你的
女儿们正处于可能会感兴趣的
年龄。当然，要阅读、理解、
热爱诗歌，需要“基本教育”
、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教
育……在塔什干学习、工作的
年轻人对纳沃伊的创作感兴趣
吗?
-我只是说我们有一个精神和
启蒙中心。作用是继承民族、
精神和文化传统。我们知道，
在苏联时代，一些关于乌兹别
克民族过去的事情(比如信仰
问题)根本不应该被谈论。现
在，我们正在努力恢复这种世
代相传的连续性。此外，我们
还有许多不同的公共机构，它
们涉及精神发展、青年教育等
问题。在生活的例子中，阿里
舍尔·纳沃伊的作品当然是需
要的，在学校和大学里都学习
他的作品，他们一直在渗透我
们的生活中。作家、戏剧、艺
术家、电影制片人都被他的作
品所吸引。另外，我们还有沃
尔顿基金会，奥尔金·米拉斯
(“黄金遗产”)负责保护乌兹
别克人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在
世界各地寻找它们，试图把它
们带回乌兹别克斯坦，不论是
书、文本，还是复制品。现在
国家的领导人阿米尔库尔·卡
里莫夫也是诗人，他是我的同
学。我们一起上学，然后在大
三的时候，他转到了列宁格勒
州立大学，在那里他学了新闻
专业，那时候是80年代。
-伊万：我当时也在列宁格勒
新闻系学习的。我们有很多
来自苏联不同共和国的大学
生。、我们年级是在1982年
毕业的，阿米尔
库尔·卡里莫
夫似乎已经不
在了。但很明

显，我们可能在新伊兹迈勒
大街上的16号楼1栋宿舍见过
面。
-他79年去了塔什干大学，81
年去了圣彼得堡。毫无疑问，
你可能在某个地方见过面。就
像他们说的，世界真小!
-瓦伦提娜：我已经在杂志上
写了一篇关于苏联时代乌兹别
克斯坦之行深深地吸引了我的
心的文章（2019年第七章)。
在夏天时候，白俄罗斯国家
乐团举行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
节的音乐会上，在所有的演出
中，感受到了太大的精神满足
感啊!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谢谢你的美言!我们在乌兹别
克斯坦也有这样的演出。我很
高兴看到乌兹别克民族艺术，
令人钦佩，在您的心中回响。
-我们想深入了解阿丽莎·纳
沃伊的诗歌世界。告诉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有可能
在白俄罗斯举办阿里舍尔·纳
沃伊文化周?我们从乌兹别克
斯坦邀请他们来，一起研究
他的作品，谈论他们的发现，
为学生做公共演讲，等等。来
展示阿里舍尔·纳沃伊写的诗
的歌词，艺术家们来展示他们
基于纳沃伊的作品，并在剧院
里演出……展示诗人的伟大著
作，翻译成白俄罗斯语……
-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在家里为
扬克·库佩尔、雅各布·科拉
斯、马克西姆·博格达诺维
奇举办这样
的活动。我
们有很多专
家可以参与
其中。比如
说，以阿里
舍尔·纳沃
伊·书赫拉
特命名

的乌兹别克语和文学院院长也
是纳沃伊人，他亲自来到明斯
克参加阿里舍尔·纳沃伊纪念
碑的揭幕仪式。他也是我的好
朋友。我想他和他的员工会在
任何时候回复的。但问题是，
谁来做这件事，用什么手段来
做这件事?
-我们明白了，大使馆那边显
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尤其
是在经贸合作、教育方面……
在对参赞先生的采访中，我们
讨论了这个问题，包括白俄罗
斯-乌兹别克人道主义合作基
金的想法。
-我们看到，在白俄罗斯有很
多孔子学院，歌德研究所，还

有其他大使馆的
文化中心。
我们也很想
创建自己可
以 传 播 乌
兹 别 克 文

伟大卫国战争的退伍军人米哈伊尔·沙什科夫在《所有人的胜利》新书首发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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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组织、研究所，可以实现
在睦邻
友好国家的文化、教育推广项
目，我们致力于这个美好愿望
的实现。
-白俄罗斯也是如此，尽管一
些国家的大使馆正在建立文化
中心。
-显然，正如圣贤所说，一切
都有时间。这是合理和正确
的：传播给我们，我们给您
还有其他国家传播自己的民族
文化及教育经验，传播给全世
界。毕竟，每个国家都是独特
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
色。我们为在我们土地上生活
和工作的伟大科学家们、百科
全书作家们、作家们而感到自
豪。其中也包含了阿里舍尔·
纳沃伊。您可能知道，亚洲和
东方国家的文艺复兴时代始于
9-11世纪，比欧洲早得多。在
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星系中，有
许多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邻国
的移民。比如比鲁尼是科学
家、物理学家、地理学家、百
科全书学家。他是个十分聪慧
的人。比如：他发现地球的另
一侧应该有一个大陆。也就是
说，美洲-他从理论上计算出
的时间要比发现的时间早的
多。就在那时地球仪被发明
出来了！或者说是霍利兹姆的
发明的，也是他第一次算出来
的。他的书叫“阿尔 扎布拉
里......” -这是代数。在9
世纪有位数学家在欧洲被称为
法尔加尼，他科学地证明了地
球的形状是一个球型，数学上
证明了一年中最短和最长的日
子（6月21日和12月22日）的
存在，并确定了太阳下有斑点
并预测了832年发生的日食，
发明了尼洛美仪，可以测量尼
罗河水位。
-再回到我们的这儿。众所周
知，我们国家目前的接触重
点是经贸合作。跟踪这些多
样过程动态的主要指标似乎
是商品销售水平。现在每年

以数百万美元计量。但我们
不能忘记，我们的合作进展
得越快，我们对彼此了解得越
多。一些白俄罗斯思想家正确
地指出，人民之间的接触最好
由文化、艺术、文学和诗人加
强，因为他们在人民心中架起
了桥梁。歌手、诗人和音乐家
激发人们对他们在不同文化中
的精神价值的兴趣，这是任何
其他关系的长期基础。我们所
知道的基础和上层领导的决策
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人民团
结的阶段。正是这些决策
让我们走得更近了。它们
更灵活，就像我们的意识
一样。是的，白俄罗斯和
乌兹别克斯坦曾在同一个
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兹别
克斯坦在一起，肩并肩地
为他们的祖国而战——但
是，现在我们生活在独立
的国家了。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方式重新建立所有的
联系。我们认为，这项初
步工作将由文化大使的队
伍来完成，然后更容易推
进其他重要工作……为什
么需要人文主义合作基金?
所以我们可以更快地调整
我们的意识，更深地意识
到我们的精神联系，我们
有亲密的心态，我们有文
化价值。每个人都有很多
东西要互相学习和分享。
有了这些，其他一切都将
更加活跃:商品、合资企
业、长期教育、投资、商
业项目等等。
-你说得很对。现在是建立关
系的基础，从30年代开始。不
仅生产接触加强了，文学、文
化、精神价值交流也加强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对发展
关系感兴趣。如果有的话，很
多事情都可以安排、去做和创
造。相信我，我们非常渴望你
们所说的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的
文化交流。让我告诉你一个事
实。在大使馆开放之前，大约

有80名乌兹别克斯坦人在白俄
罗斯接受高等教育。在我们工
作的18个月里，已经有超过
1000个了!正如他们所说，我
们正朝着彼此人文主义方向前
进。你是对的:这是人们对一
个国家的重新发现。25年来，
我们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却
失去了彼此。现在我们用一种
新的方式来安排一切。乌兹别
克斯坦对白俄罗斯的经验非常
感兴趣。我们不再只是交换学
生了。顺便说一下，双方都有

1500人参与了“学生交换”，
他们将继续承担他们的责任。
在自然、工程和人文科学方面
也有许多科学交流。我们的老
师来这里实习。这是一种非常
广泛的关系。在我工作的第一
年，白俄罗斯和我重新熟悉了
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二年，这
是一次深刻的接触。最重要的
事件是7月举行的第一次乌兹
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地区论
坛。不仅在中心等级接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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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平级区域，自治区、杜曼
诺夫区、个别企业和组织也进
行了接触。
-有合作城市和合作地区吗?
-对，有的！阿尔玛拉和阿利
尚州克鲁连区的若迪诺已经
建交。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地
区已经在白俄罗斯有了合作伙
伴。前几天我们在戈尔基著名
的戈尔基农业学院，现在和纳
曼根州立大学合作。两所地区
大学发现了许多共同点。他们
对彼此有共同的兴趣。

在此之前，我们去了维捷布斯
国立兽医学院，该学院与撒马
尔罕兽医学院合作，在该学院
创建了一个联合学院，并为一
年级学生提供了联合研究课
程。顺带说一下，随后又去
了一次：举办了一次关于我们
科学家纳尔兹耶夫教授的科学
会议。11月1日是学院95岁生
日。在纳尔齐耶夫会议的前
夕。我们给出了80多篇科学文
章系列丛书。在白俄罗斯举行

的乌兹别克斯坦科学家会议，
这是一件大事！
-谁发起了科学会议?
-共同的：维捷布斯克学院与
撒马尔罕兽医研究所合作。
-媒体回应也是很积极，最近
出版了一本书《人人共赢》。
-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案例。
当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卡特·
米尔塞耶夫今年对白俄罗斯
进行正式访问时，他收到了
这本书。这次演讲是在《贝
尔》书店举行的，作为一种

世代相传，我们与白俄罗
斯信息部共同举办了这次
活动。顺便说一下，一
位退伍军人说，在战争期
间，他是一名中士，负责
炮兵，他手下有一名乌兹
别克士兵。炮手死后，他
主动提出更换。多亏了我
们的同胞，我们的计划成
功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攻
击。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
一篇文章。这本书是由白
俄罗斯百科全书主编布罗
夫基·弗拉迪米尔·安
德烈耶维奇在会见我们的
大使时共同起草的。乌兹
别克和白俄罗斯科学家共
同参与了这个项目。使用
了大量来自白俄罗斯国家
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的档
案材料。乌兹别克斯坦也
送来了材料。我给大学的
一位科学家阿扎克斯基教
授寄了一份，感谢他的帮
助。因此，这本书是通过

共同努力出版的。我想这不
会是最后一次，工作还在继
续。修订后的草案将于明年
出台:到胜利75周年，该条约
将于2018年签署，该条款将
作为政府间委员会的措施列
入我们的议程。这将是乌兹
别克斯坦科学院和白俄罗斯
国家科学院的历史学家们的
联合出版物，双方各有两位
作者。这就是历史学术研究
所合作的方式。

-伊万:在报纸《祖国之声》最
近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戈
梅利州霍明卡·洛耶夫斯基村
的当地居民是如何纪念苏联英
雄乌斯曼诺夫的。准备将其印
刷出版，我了解到在著名的第
聂伯河战役（关于这场战役在
洛耶夫有建造专门的博物馆，
对其陈列讲述）中有成千上万
的的乌兹别克人参加-在塔什
干形成了一个师。许多人被
授予了勋章和奖章，但更多的
是，要知道，因为没有克服水
上障碍，在加快解放白俄罗斯
的战役中牺牲了很多的人。您
对这些历史了解多少呢？
-遗憾的是关于这段历史我们
知道的信息非常少。目前，使
馆打算建立同胞们的墓地，以
便永远的纪念他们，留下关于
他们的记忆。我们将写信给白
俄罗斯地区政府，希望我们能
得到回复。我希望，专著于这
本书的学者们能够找到有利的
材料和关于这场战役、其参与
者及战斗英雄的资料。我想，
乌兹别克的学者和白俄罗斯的
同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会
更深入的接触。其中包括1943
年末为解放白俄罗斯所牺牲的
纳沃伊学者沙拉弗底诺夫。但
他具体在哪里牺牲，在怎样的
情形下，埋在哪里-我们找不
到这样的信息。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爱国
事业和您在白俄罗斯的同胞联
系起来。据我们所知，目前正
在组建创办乌兹别克同乡会。
以纪念白俄罗斯从法西斯分子
手中解放出来的同胞，这个共
同事业还可以把散居海外的活
动人士团结起来。其他国家的
代表已经这么做了:如格鲁吉
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
人在一个可能是小镇的地方立
了一座纪念碑，这是双冕苏联
英雄伊万·巴格拉米扬元帅的
纪念碑-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在他的率领下，解放了白俄罗
斯（更确切的说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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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也许应该铭记在白俄罗
斯这片土地上获得这一头衔的
乌兹别克英雄们，是值得被永
垂不朽缅怀的吗？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团结散居在外的乌兹别克人，
建立同乡会。通常情况下，每
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工作，
就像他们说的，赚钱、养家糊
口。而学生就是学习。不过，
我知道有几个人已经在做准备
工作了，他们正在准备注册文
件。但这并不像你想的那么
快。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时间安排。这不是我们可以干
涉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事。当
更多的乌兹别克人从我们国家
来到白俄罗斯时，将会找到一
些人及社会活跃人士愿意从事
这项工作。毫无疑问，人民外
交是乌兹别克-白俄罗斯关系
发展的重要资源。
-丹尼雅尔·塔吉耶维奇，在
我们最后的采访中，您能告诉
我们您是如何成为大使馆参赞
的吗?把您带到白俄罗斯的那
条路在哪里?通常情况下，我
们的访谈中会有一些自我介
绍，访谈内容不只是关于工
作、职务。
-(笑)。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出生在塔什干一个大家

庭:我是第11个孩子，我还有
妹妹。父亲出生于1915年（
护照上写的是1913年），他
是一个很明智的人，非常支
持我们上学读书，他很早就
去世了。母亲在2016年去世
了，享年96年。她一生都在
努力工作，那时养育了每个
孩子，把我们都抚养成人。
我们有五个兄弟和七个姐
妹。所有人都住在塔什干。
现在我的侄子们和他们的孩
子超过100个。而我，已经当
祖父了，已经有一个孙女，
还有一个即将出生。
-您有几个孩子?
-三个女儿。二女儿马琳卡—
你见过她，她在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的国际新闻系学习。她紧
随着我的脚步。小女儿17岁，
她也在明斯克学习，就读于白
俄罗斯国立大学的经济系。大
女儿-西班牙语和文学专家。
她毕业于塔什干的罗马-德国
学院，现在有了一个女儿。
-你们家人和亲戚是怎么团聚
的?
-我们一般通过参加婚礼实现
家庭聚会。我妈妈的名字叫穆
纳瓦拉(翻译成俄语是光明的
意思)，她现在已经有了曾曾
曾孙女孙子。我爸的名字是塔

吉白，所以我的名字叫塔吉耶
维奇。
-您的学习生涯是怎样的?
-很简单。我7岁半的时候开始
上学，我出生在12月，射手
座。现在，占星家们也在谈论
蛇夫座的标志-我也是他们其
中之一。我和62年的人一起学
习。我对故事特别感兴趣，高
中毕业后进入塔什干国立大学
学习新闻专业。84年以优异成
绩毕业。然后他们把我留在大
学做编辑员，系主任建议我这
么做。他把编辑室的工作给了
我。做过编辑员、教师，后来
在共青团委员会和外国学生一
起工作。
-您结婚早吗?
-很晚:在30岁。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女儿们都很年轻。大女儿
卡莫拉-弘。顺便说一下，我
们通常把父亲双亲的名字给大
女儿。卡莫拉是理想的意思。
马琳卡-弘，然后重复，二女
儿，小女儿是福西拉-弘，意
思是启蒙，渴望启蒙。在我们
的语言中重音一般是最后一个
音节。我妻子叫芭勒诺-弘。
我们在女人的名后加-弘，在
男人的名后加-让。
-您的姓阿比多夫现在按照欧
洲化保留了吗?
-是的，阿比多夫姓的孩子
们，女儿们出嫁，就会换了这
个姓。顺便说一下，阿比特，
阿比多姆是阿拉伯语。它的意
思是“祈祷的人”，泛神论神
秘主义者。苦行僧。乌兹别克
语是обид（委屈的意思）
，重音在字母“о”上，“委
屈”这就是我祖父的名字。
-您是哪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
-在1994年。尽管我之前写过
的是另一个题目，我已经写了
一篇论文，但在1987年，我打
算为自己的新闻历史论题做答
辩。但在加入共青团后，放弃
了学术。在学生时代，当我在
共青团工作的时候，我对宗教
很感兴趣。特别是宗教和年轻

丹尼尔•阿比多夫访问莫吉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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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系。我甚至在86-87年
的“伊斯兰教和青年”问题上
进行了非常勇敢的政治辩论。
而这受到了严厉抨击：所有这
些都是针对党委会和地区委员
会的。当我应对了所有的抨击-
这对我而言是件大事情。我说
过：我们需要知道年轻人在
想什么，年轻人的内在都有些
什么。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
么?最后，他们同意带我继续辩
论。我有两个团队——伊斯兰
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笑声）。
伊斯兰主义者来自东方，无神
论者是哲学家。他们在讨论神
学家小组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团队中有来自不同种族的学
生。我看到党委书记一开始脸
色苍白。后来红了。最后，他
开始大笑。(笑)。因为每个人
都认为这是一场智力游戏。
-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在俄罗斯出版的伊斯兰教
问题。”就像他们说的，非
常棘手。因为我们刚刚获得独
立，我们与邻国穆斯林国家的
关系开始迅速发展。俄罗斯精
英们对此持谨慎态度，俄罗斯
周刊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
当我们和总统谈话时，他碰巧
读了我的作品。他说:“科学
怎么样?”继续？阿斯兰·达
乌多维奇-我说的对吗？是的,
我会的。他建议我们继续。我

最后会告诉你我为什么邀请
你。我想让你在这里工作。
我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了，
在2007年我将会答辩。论文题
目是“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国家政策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的
出版”。我的第二个专业是东
方主义学。1989年我进入了塔
什干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毕业
后，我开始在东方研究所担任
老师，教研室从8个扩大到26
个。我很自豪地说，我在那
里晋升到了研究所的第一任院
长。直到现在，我们研究所还
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签订了共
同培养东方学者专家的协议。
-这太好了！这是十分宝贵的
经验对于发展白俄罗斯与许多
东方国家的关系。据我所知，
过去在彼得的大学有着很厉害
的东方学系。
-是的，那里的东方学非常先
达，还有喀山大学加上在莫
斯科的亚洲和非洲研究所正在
培训专家。我认为，阿拉伯语
被认为是仅次于汉语的第二复
杂的语言。没有元音，都是辅
音。和希伯来语一样，相同的
词根，相近的语言。
-现在话题回到您的职业生
涯……”
-1999年，我受邀到总统府
工作，我在那里呆了5年。
我从事与人事、议会、政

党、公共组织等相关工作。
随后，我被邀请担任总统“
伊斯特多（人才）基金”的
负责人，并在那里工作了14
年。该基金成立于1997年，
最开始被称为“乌米特（希
望）基金”：基金会选择有
才华的年轻人并送去世界各
国学习本科和硕士课程，后
来，该基金在2003年改名
为“伊斯特多（人才）基
金”。2004年，我被派到那
里工作，从事有关教学和科
学人员的高级培训工作。也
会被派到别的国家：亚洲、
欧洲、美洲国家。我们已与
全球排名前100位，前500
位的发达国家的许多教育和
科学中心建立了联系。2017
年底，我们的基金会在外交
部的主持下进行了转移，随
后我被派到白俄罗斯从事参
赞工作。当时还正在筹建新
的大使馆，随后任命尤苏波
夫·纳西里扬·萨比罗维奇
为大使，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专家，我们在这里正式展开
合作。我作为使馆参赞负责
与政治、人道主义、文化、
教育、科学、军事技术合作
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我们将会继续合作。感谢您
的谈话。

伊万·瓦伦蒂娜

现代化的塔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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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列 出 以 下 被
出版翻译过的
语言：白俄罗
斯语、亚美尼
亚语、格鲁吉
亚语、西班牙

语、中文、立陶宛语、蒙古
语、俄语、塞尔维亚语、斯
洛伐克语、塔巴萨兰语、塔
塔尔语、乌克兰语、法语、车
臣语、楚瓦什语、绍尔语。以
下是翻译者。亚美尼亚语的翻
译者-锡兰奴士.阿列克谢、阿
奴士.巴巴杨、阿尼.芭莎杨；
格鲁吉亚语的翻译者-亚历山
大.埃勒达什维利；西班牙语
的翻译者-安谢拉.艾斯彼诺
撒；汉语的翻译者-李措；立
陶宛语的翻译者-艾娃达斯.伊
格娜塔维奇；蒙古语的翻译
者-嘎啦里德.巴达木；俄语
的翻译者-马克西姆.扎姆谢
夫；塞尔维亚语的翻译者-戴
安娜·拉扎列维奇；斯洛伐克
语的翻译者-雅拉斯拉瓦；塔
塔尔语的翻译者-列那特.哈里
斯；乌克兰语的翻译者-德米
特拉.士拉布娜；法语的翻译
者-尤拉斯.巴里谢维奇;车臣
语的翻译者-亚当·阿赫玛图
卡耶夫；楚瓦什语的翻译者-
瓦力.杜拉格；邵尔语的翻译
者-柳德夫.阿拉巴恰科娃。

众所周知，2002年“马斯塔斯
基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类
似藏书。随后，在维亚切斯拉
夫·彼得罗维奇·拉戈什伊的
书中，除了原始文本外，还提
供了七种外语翻译：英语、西
班牙语、德语、波兰语、俄
语、乌克兰语和法语。有以
下主要翻译者：薇拉·里奇、
卡洛斯·谢尔曼、乌韦·格吕
宁，和以下次要翻译者弗洛里
安、瑙姆·基斯里克、德米特
罗·帕夫里奇科。
新版本的十四行诗被再次出
版，包括以下翻译语言：乌
克兰语、俄语、西班牙语、法
语。马克西姆.扎姆谢夫是一
位诗人、翻译家、散文作家和
文学报纸主编。他将库帕拉的
传奇作品翻译为俄语。现代俄
语翻译者很少翻译白俄罗斯经
典。也许马克西姆.扎姆谢夫
的翻译违反了传统？尤拉斯·
波利塞维奇是一位著名的白俄
罗斯作家。他呼吁用法语阅读
库帕拉的作品。现在，需要使
库帕拉的文学作品进入法国文
学生活圈。这是可行的么？我
想向驻法国的白俄罗斯大使提
出这个问题。扬卡·库帕拉
的一首小型十四行诗（共250
册）可能会遗失，诗歌已被翻
译成法语。

因此，需要向外国媒体，外国
文学学者和外国文学评论家推
广介绍。到目前为止，这本书
仅在2019年9月的莫斯科国际
书展上进行了讨论。卡洛斯·
谢尔曼（阿根廷人）曾经是西
班牙语国家关于白俄罗斯文学
的积极推动者，他在白俄罗斯
生活工作。如今，安吉拉·埃
斯皮诺萨·鲁伊斯逐渐取代了
他的位置。她在新版《十四行
诗》中的翻译无疑很完美。在
乌克兰语的翻译中，德米特
罗·谢尔宾给库帕拉的《十四
行诗》增添了新的色彩。
在新版翻译中，被翻译为
塔巴萨兰语、塔塔尔
语、车臣语、楚瓦什
语、绍尔语。在世界
上约有14万人使用塔
巴萨兰语。根据2010
年的人口普查，俄罗
斯联邦有超过12.6万
居民使用塔巴萨兰语，
主要居住在达吉斯坦-11.8
万……或者居住在斯
塔夫罗波尔地区、罗
斯托夫地区、车臣共
和国、克拉
斯诺达尔
地区、

白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十四行诗》已经被出版翻译为十七种语言。

十四行诗把各民族
和语言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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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地
区。达巴斯坦民族诗人达格
斯塔纳.纱合维列.纱合马拉
达是现代塔巴萨兰民族文学
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毕业于
马克西姆·高尔基文学研究
所（塔巴萨兰人中第一个毕
业于此院校！）。
他将亚历山大·普希金、弗
拉基米尔·玛雅科夫斯基、
加姆扎特·萨达萨、苏莱
曼·斯塔尔斯基、拉苏尔·
加姆扎托夫的诗歌翻译为他
的母语……还有著名的文学
艺术家苏瓦娜·库列别科
娃。她领导了达吉斯坦作家
联盟中的塔巴萨兰语部分。
顺便说一句，苏瓦娜·库列
别科娃的诗已经被翻译为
白俄罗斯语并出版。在杂志
《文学和宗教》上，以及在
《十四行诗：俄罗斯民族的
诗歌》——《 根基珍藏》
系列藏书中，翻译者是维克
多.士尼普。 塔塔尔语版本
十四行诗的翻译者是塔塔尔
坦斯共和国的民族诗人雷纳
特·哈里斯，他是白俄罗斯
文学的好朋友，也是塔塔尔
斯坦共和国荣誉艺术家，楚
瓦什共和国和卡拉卡尔帕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文
化工作者，还是俄罗斯国家
奖获得者。雷纳特·哈里斯
是白俄罗斯的常客。他把
《十四行诗》翻译成塔塔
尔语之后出版了一本白
俄罗斯古典诗歌和现代
诗歌。顺便说一句，“
库帕洛夫循环”作为一

本书在塔塔尔斯坦共和国发
行，用的是雷纳特·哈里斯

的译本，其
中 包 括
俄 语
和 原
文 。

白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十四
行诗》也有蒙古语的版本。
蒙古族的出版商和翻译者与
塔塔尔翻译的做法相同：一
本书中同时存在蒙古语，俄
语和白俄罗斯语。
车臣语版本的《十四行诗》
的翻译者是亚当·阿赫玛图
卡耶夫。对他来说，把库帕
洛夫的作品翻译为自己的母
语这项工作并非偶然。2017
年，亚当·阿赫玛图卡耶夫
于白俄罗斯民族诗人诞辰
135周年之际，迈出了第一
步，他将《没人》这首诗翻
译成了车臣语。这首诗是扬
卡·库帕拉的早期代表作。
从那时起，库帕洛夫的作品
一直吸引着车臣语的翻译
者。顺便说一下，民族诗人
楚瓦什瓦·瓦莱里·图尔盖
和亚当·阿赫玛图卡耶夫一
样，也是把白俄罗斯诗歌选
集翻译成了母语。索尔诗人
柳博夫·阿尔巴查科娃也正
在深入了解白俄罗斯的诗歌
世界。她充满热情的翻译了
《十四行诗》。她现在对白
俄罗斯诗歌仍然兴趣盎然。
在被翻译的诗歌列表里，还
有弗拉基米尔·科罗特克维
奇，雅库布·科拉斯的诗歌
作品。
扬卡·库帕拉《十四行诗》
的翻译之路仍在全世界继
续。阿古里亚语的翻译有：
者夏米莉.丽塔（曾翻译过
扬卡·库帕拉的诗歌《谁在
那儿》），那格茨.安瓦别
克.库勒塔夫，夏米莉.哈特
罗尼，黑山共和国的布卡诺
维奇，土库曼诗人阿噶格
力.阿兰娜扎勒......显然，
到2022年，白俄罗斯民族诗
人“马斯达斯基文学”诞生
140周年之际，有必要用世界
各地的语言编写一部新的，
第三版的扬卡·库帕拉的著
作《十四行诗》。

阿列斯·卡勒留科维奇

秋天
扬卡·库帕拉
彼得斯堡
在扬卡·库帕拉国家文学博物馆中，
致力于纪念白俄罗斯诗人抵达圣彼得
堡110周年的展览“我是自由人”开
始对外开放。

“这位诗人在1909-1913年
居住和学习的城市对他的文
学技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他的第一批藏品在这里
出版，著名的戏剧《帕夫林
卡》的首映也在这里，今天
是白俄罗斯剧院的标志”，
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道。
展览会谈到了“库帕洛夫斯
基彼得斯堡”作为白俄罗斯
民族复兴的中心，这位诗人
在那里找到了朋友和志同道
合的人：布罗尼斯瓦夫·埃
皮马赫-希比洛教授，民族
志学家安东·格里涅维奇，
瓦茨拉夫·伊万诺夫斯基，
阿洛兹·帕什凯维奇。独特
的档案文件涵盖了白俄罗
斯第一个法律出版集团“ 
Zaglyane sonsa i v nasha 
akontsa”的业务，同时涵盖
了白俄罗斯科学和文学界的
学生，包括圣彼得堡大学的
学生1913年在圣彼得堡制作
的《帕夫林卡》，以及这位
诗人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
对列宁格勒的访问。展览的
另一部分向观众介绍了他的
密友阿波罗·科林斯、马克
西姆·高尔基、瓦莱里·布
留索夫、谢尔盖·戈罗德茨
基所作的扬卡·库帕拉的诗
歌译本，以及普希金的诗《
青铜骑士》库帕拉译本，研
究人员称其为最具创造力的
遗产之一诗人。除这些文件
外，展览还展示了国内艺术
家的作品。

维多利亚·扎哈罗娃

利
普
·
马
丽
莎
瓦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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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部小说和我结
缘的过程，我
会在后面告诉
大家。 
在 1 9 8 8 年 至
1990年期间，

我住在古巴首都附近的自由
岛。而且经常（每周一次，甚
至两次），去位于哈瓦附近以
马克西姆·高尔基命名的苏联
书店。或者坐在我的古巴导演
朋友——阿曼多的办公室里翻
阅浏览书刊。我会看海军水手
尼古拉·切尔卡欣的书，我曾
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听说过这
本书。把封面翻过来，有作者
的亲笔签名：“阿曼多！以真
挚的祝福向自由岛上的俄罗斯
图书宣传者致敬。米克·切尔
卡欣。1989年1月22日。莫斯
科。”或许切尔卡欣本人曾
来过古巴，或许是有人从莫斯
科把这本书带给了阿曼多，我
不是特别清楚。朋友看到我对
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把书给我
并说到：“您应该更需要这本
书，尽管拿去阅读吧。” 
在阅读了有关三等兵阿巴图
洛夫上尉的故事后，我又阅
读了封面上的作家传记。那
一刻令我记忆尤深：“ 1946
年出生于格罗德诺地区的沃
尔科维斯克市。” 
自19 8 0年代以来，世事变
幻。在莫斯科，我不止一次

冷漠的破坏者
很久以前，自1989年以来，一本普通的平装书在我的藏书中脱颖而出： 
《司令官的心》作者尼古拉·切尔卡申。以前曾有系列杂志---《苏联战士》。 
该系列的第11版是关于米哈伊尔·切尔卡申的纪实型小说---《司令官的心》 
（阿巴图洛夫生平三故事），于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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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尼古拉·切尔卡欣。在
军事作家中，总会偶遇熟
人。我甚至按他的家庭地址
写了一封信。但是，信件被
退回….我知道尼古拉·切尔
卡欣现在过得很好，感谢上
帝，我们后来见了面，我稍
后细说。 
切尔卡欣目前在莫斯科工作生
活，从事与俄罗斯文学相关
的工作。尼古拉·安德烈耶
维奇于1946年11月26日出生。
他来自白俄罗斯的沃尔科维斯
克市。他毕业于莫斯科国
立大学米哈伊尔·罗蒙诺
索夫的哲学研究生学院。
他从事与俄国哲学史相关
的研究。他曾在第4潜艇中
队的北方舰队服役—-世界
上最大的海军潜艇军队。参
加过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远洋
航行。他曾被授予“为
祖国的苏联武装力量服
务”的三级勋章，并获
得了许多奖章。 
1980年代，他曾是文学和
艺术年鉴《壮举》的编辑
委员会成员。他的创作作
品受到文学界读者和同事
的高度评价。瓦伦丁·皮
库尔评价到：“在海军作
家中，我首推尼古拉·切尔
卡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
狂热者”，上帝赐予他健康
的体魄。只有经历过历史的
锤炼，才能刻画出充满戏剧
性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找具
有新意的写作题材….重点甚
至不是他的写作方式，尽管
他的文笔极好。海军作家具
有更强的认知能力…” 
以下是尼古拉·切尔卡欣的
一些代表作品：《海豚的哭
泣》、《巡洋舰的袭击》、
《舰船爆炸》、《纳希莫夫
的最后一次飞行》、《中尉
奥德赛》、《我是潜艇》、
《开放式海洋冒险》、《舰
队的叛逆上将》、《海之
爱》、《苏维埃海军的紧急

情况》、《詹妮弗行动》、
《黑中队》……还有一半他
的作品没有列出。尼古拉·
安德烈耶维奇的作品曾获得
了列宁·科莫索尔奖（1982
年），以亚历山大·涅夫斯
基命名的全俄文学奖和乔
治·朱可夫国际大奖，以表
彰对发展和加强俄罗斯联邦
防御能力的杰出贡献。 
在白俄罗斯的某些书店中可
以找到尼古拉·切尔卡欣

的作品。我最近购买了一本
书—-《深度入侵者》，该出
版物在莫斯科“维车”出版
社的《军事历史图书馆》系
列丛书中出版。这本书的副
标题写到：“冷战期间苏联
潜艇的秘密行动”。 
今年10月份，在莫吉廖夫举
行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家
联盟协会上，我与尼古拉·
亚历山德罗维奇见了面。尼
古拉·切尔卡欣与俄罗斯作
家联盟代表团一起抵达第聂
伯城。他给作家们展示了他
1989年的亲笔签名书，签名

已整整三十年！尼古拉·
亚历山德罗维奇为这本书
增添了新的签名。 
这位俄罗斯作家近年来
与白俄罗斯保持着良好
关系。与明斯克电影制片
厂—-“白俄罗斯电影”展
开了合作。他在明斯克参
观了伟大卫国战争博物馆和
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尼古
拉·安德烈维奇在莫吉廖夫
的作家联盟协会上说：“我
有幸与博物馆工作者们，和

来自巴拉那维奇、斯莫贡、
格罗德诺、沃尔科维斯克、
斯洛尼姆的当地历史学家们
成为朋友。” 
…当我们与尼古拉·切尔卡
申告别时，俄罗斯作家协会
秘书长瓦莱里·卡扎科夫向
我们走来。他在白俄罗斯生
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格罗
德诺的科雷里奇区拥有一座
避暑别墅。瓦莱里·尼古拉
耶维奇本人致力于军事新闻
业多年（瓦莱里·尼古拉耶
维奇出生在莫吉廖夫地区）
，他说：“支持切尔卡欣更
多地写与军事历史题材相关
的小说，以使白俄罗斯军事
历史的记忆永存。这方面的
题材很有价值！”大家怎会
不同意呢！？

阿列斯·卡勒留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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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祝贺国家艺术博物
馆成立80周年。国家元首强
调说，今天的博物馆满足了
时代的高要求，充分履行了
保存和使用独特艺术品收藏
的使命，是白俄罗斯精神文
化的宝库。卢卡申科祝贺
说：“近年来，博物馆实施
了许多有趣的大型项目，旨
在丰富国家在国际层面上普
及白俄罗斯人的历史和现代
价值。”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向博物馆工作人员致以谢
意，感谢他们不断进行创造
性的搜索、真实的情感、丰

富的生活、每天做出的卓有
成效的工作。
在该类文化机构中拥有80年
的规模也许算是很短的时
间。在此期间，国家美术馆
以其卓越的成就，对美术的
优良态度，在世界领先机构
中享有盛誉。是的，如今的
国家艺术博物馆已与特列季
亚科夫美术馆，冬宫博物馆
和德累斯顿美术馆等博物馆
的联合项目而闻名。每年，
它的墙壁上都会举办数十个
创意活动。当然，任何周年
纪念都是团队的周年纪念。
在这里工作的出色人士将自

己的一生致力于艺术并发明
了新的创意项目。
白俄罗斯总统府第一副主任马
克西姆·雷任科夫宣读了白俄
罗斯总统对国家艺术博物馆80
岁生日的祝贺。国家艺术博物
馆馆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
索夫代表他的团队对国家元首
的友好讲话表示感谢。“当
然，这是我们未来的进步的
基础。我们正在积极发展。
我们感谢国家元首对博物馆业
和对白俄罗斯国家整体文化的
支持。此外，在他的支持下，
博物馆区正在积极建立。我们
将继续延续这一传统”，馆长
说。
国家艺术博物馆周年庆典的
开始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
这一天，在卡尔·马克思街
29号的建筑物中安装并打开
了纪念牌，国家艺术博物馆
的大厅最初位于该建筑物。
这项活动使白俄罗斯的艺术
和文化生活史具有重要的里
程碑。 1939年1月24日通过的
在白俄罗斯首都建立艺术画
廊的决定对绘画，雕塑，图
形以及装饰艺术和应用艺术
的收藏产生了重大影响。收
集时间跨度接近一千年。
是的，国家艺术博物馆80岁
了！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东
欧博物馆中拥有最丰富的展

白俄罗斯国家艺
术博物馆庆祝成
立80周年，在世
界同类领先机构
中倍受赞誉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

国家中心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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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博物馆之一。他的收藏
有3万多件展品。员工的平均
年龄是30岁。不过，正如现
任馆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
普索夫指出的那样，“直到
年底，真正的博物馆工作人
员仍然就职于博物馆”，他
列出历任馆长的姓名。首任
馆长尼古拉·米赫霍拉普开
始博物馆收藏。第二位是埃
琳娜·阿拉多夫，他在战后
归还了数百幅画作，并收集
了国家艺术博物馆当前大部
分珍宝。第三位是尤里·卡
拉春，他在任时博物馆开始
了修复工作。
即将开业的位于卡尔·马克
思大街上的新的国家艺术博
物馆建筑，是朝着博物馆区
创建迈出的又一步。这是艺
术咖啡厅将要搬到的地方，

在那里不仅可以为博物馆的
客人提供咖啡和糕点，还可
以提供白俄罗斯美食。在以
前学生宿舍的其他楼层，将
配备带空调的现代化客房，
用于临时展览，您无需再为
长期展览导致画作受损而担
心。他们计划在这里举办“
博物馆之夜”，将特列季亚
科夫画廊和其他著名博物馆
的展览带到新的高度。
俄罗斯艺术品的收藏将移至博
物馆大楼的二层。随着时间的
流逝，计划将其扩展到当代白
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下一步
应该是创建还原中心，国家艺
术博物馆还原中心长期以来一
直没有换过位置。
实际上，博物馆中的每个展览
品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但其中
有最棒的展品，12世纪的卒子

骨雕。在沃尔科维斯克城堡的
墙壁附近发掘时发现的只有一
个半厘米大小的战士的细部
图，这是博物馆文物中最小
的。当然，最壮观的当属亚历
山大·基申科的世纪挂毯。大
约为五层建筑的大小（18x14
米）。这种大型艺术品存放
在基申科·鲍里索夫的手工
艺馆中，在国家博物馆（国家
艺术博物馆）的仓库中没有放
置此类物品的地方。弗拉基米
尔·普罗科普索夫的长期梦想
就是把它放在博物馆的永久展
览中（“我敢肯定，这不亚于
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该
观点很难反对：挂毯不仅在尺
寸上是独特的，而且在作者雄
心勃勃的描绘上个世纪杰出人
物的计划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从技术上讲，没有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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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此作品 -旧的花招已经丢
失。要展示在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被列为世界最大的挂毯，对
博物馆来说是荣誉。
自1939年以来，在博物馆二十
世纪的辉煌历史中，不仅建筑
物和名称发生了变化（三次！
），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化（四
次），而且基础藏品也发生了
变化。现代，在战争年代迷失
后收集了半个世纪。从1941年
的三千件作品到二十一世纪初
的三万三千件作品。这些作品
被合并为21个收藏。这座博物
馆的历史建筑始于1949年，当
时只有十个展厅，只是国家美
术馆，后来变成了国家的艺术
宝库。

2006年，国家美术馆的建筑增
加了新的现代建筑，使博物馆
的展览空间扩大了数倍。如
今，在其四座建筑中（连同
三个分支，分别为Raubichi的
民间艺术博物馆、Mogilev的
Bialynitsky-Biruli博物馆、明斯
克的Vankovichi博物馆），大
约有三百人，其中包括研究人
员、修复人员、护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
现在，在博物馆的二十个大厅
中，只展出了全部藏品中的一
部分，但是当它的面积再次扩
大时（就在不远处），博物馆
在真实和虚拟空间中都在动态
发展。电子收藏品目录已经创
建，博物馆的网站每天都会更

新新闻，每季度更新一次虚拟
展览，并开设购买艺术品。每
年大约举行五十个国际展览和
股票展览，出版明信片、书籍
和艺术专辑。每年平均有二十
万人参观博物馆。他们没有白
来。毕竟，这里是白俄罗斯文
化最完整的体现。
该博物馆前景广阔。即将建立
一个博物馆建筑群-城市的“
博物馆区”。新展览的开幕，
改变和改善旧展览，与游客合
作制定新的博物馆策略。他们
确信，在全球化新步伐和高速
计算机化的时代，博物馆应该
成为一个精神岛屿，现代人可
以在这里进行社交，并保持不
变的永恒价值观。国家美术馆
现任馆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
普索夫在这种判断上是绝对
的。下面是他对问题的回答。
问：有趣的是，您个人对艺术
的看法会影响您担任馆长的工
作重点吗？
答：我工作得很容易，因为我
有三种形式。得益于美术教
育，我可以与任何艺术家平等
地交流。此外，我毕业于科学
院艺术史研究所，并在莫斯科
通过了论文答辩-因此，我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精通。
我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学校
发展的很好，我在部长会议的
机构工作了六年半，在那里，
我不仅学会了准备政府文件的
工作，而且学会了全球性的研
究。
当文化部长亚历山大·索斯诺
夫斯基邀请我担任博物馆馆长
时，当时我44岁，我拒绝了三
次。我担心自己无法应付，因
为在那之前我从未在博物馆里
工作过，甚至从未在地区博物
馆里工作过。最后还是决定去
了，很多人举荐我，并且博物
馆的员工也推荐我去。现在，
我可以与每个艺术家和自己的
管理资源进行对话。并非艺术
家联盟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与我
们一起展览，流行音乐人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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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某些“加冕”的人都不会在
这里被通过。因此，我在这里
工作很容易，但由于我不懂音
乐，所以我无法成为音乐学院
的校长。通常让我感到惊讶的
是有些人自如地操作一些东
西。
问：请告诉我们博物馆在补充
资金及其展览活动上的重点是
什么？
答：我们不仅从事现实的学术
作品：作为实验，我们组织“
正式”展览，但它们的品味和
艺术家水平都很高。博物馆坚
持其发展方向，我奉行这一政
策。有些作者将永远无法和我
们一起展出。这里只有最高水
平。我们正在逐步改变展览活
动的原则（最少的个人展览，
只针对标志性的、久经考验的
作者，其他所有主题都将受某
些主题的约束）。
问：如何使博物馆今天更受欢
迎？
答：必须创造性地处理所有
问题。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工作——挂照片，坐下来等
待某人来。今天，我们使用
广告，组织有趣的活动。人
们再次伸手去听讲座：许多
人来听有关Aivazovsky的事
情。该计划受到家庭的高度
重视。我们不会坐以待毙。
我们为每个类别（幼童、
学生、老人）的人都提供服
务。今天的议程是创造一个
无障碍的环境，以便让聋哑
人和视障人士来找我们，为
行动不便的人准备设备。无
论技术如何发展，仍然对博
物馆有需求。有人说电视会
摧毁剧院。但是歌剧和芭蕾
舞剧院，库帕洛夫斯基剧院
和其他白俄罗斯剧院仍然很
拥挤。在正常家庭中，父母
希望其继承人和谐发展，为
此，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服
务。我们甚至为蜜月旅行组
织摄影。如果他们想在绘画
的背景下拍照，为什么不

呢，那很美。最主要的是，
文化直觉不要随波逐流。有
必要将人群拉到它们的身
边，为此需要继续努力。为
什么在1957年，当人们仍然
有条件地生活在兵营中时，
博物馆重建了？为什么我们
要花大钱买画？博物馆肩负
着非常负责任的使命-提高文
化水平。
问：普通人和艺术家之间会发
生什么？
答：现在博物馆每周工作7
天。看看我们在星期六和星期
日有多少人。也许一切都没有
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但是
人们已经开始主动了解艺术。
问：很明显，艺术会吸引您。
您不为自己没有献身于艺术而
感到后悔，您在工作室工作从
早忙到晚吗？
答：如果我进入剧院和艺术学
院，也许我会是一个纯粹的艺
术家。但是我来到博物馆，从
那以后一直在不断地建设中。
当然，我身体没有足够的时间
绘画。这是我的传记：如果不
是我，那又是谁？我不能保持
温柔，不能像扫帚下的老鼠一
样坐着；我每年与所有部长都
有“业务关系”。因此，不可
能像其他人一样坐下来创作。
这是我来自亚美尼亚的同事：
早上去车间撒尿，然后来到博
物馆，签署财务文件，回到车
间。而我有建筑工地上的事
情、会议等等。但是绘画使
切换成为可能，并使我保持身
材。
问：您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答：展览开幕时，我看到了自
己的工作成果。博物馆区正在
发展。在2001年，我浏览了一
本小手册，国家艺术博物馆位
于五个大厅中，然后我说，我
们将建立博物馆区，而我的工
作人员觉得我疯了。今天，在
那五个大厅里只有俄罗斯艺
术。我认为前任馆长尼古拉·
米赫霍拉普、埃琳娜·阿拉多

夫、尤里·卡拉春将对我的工
作感到满意。我会作为国家艺
术博物馆的馆长留下一些痕
迹。
同时，今天弗拉基米尔·普罗
科普索夫的画作被收藏在白俄
罗斯国家美术馆、立陶宛国家
美术馆、中国国家美术馆的公
司和私人收藏中。弗拉基米
尔·普罗科普索夫作为白俄
罗斯共和国国家美术馆的总
馆长，将
艺术家

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佐夫是现任国家艺术

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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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与行政活动结合了二十
年。是的，他的生活有两种角
色：国家重点博物馆的馆长和
艺术家。但是，事实证明，第
一种角色并不干扰第二种，而
是两者互补。弗拉基米尔·普
罗科普索夫对这样的生活感到
很舒适。
问：很明显，您并没有立即梦
想成为博物馆馆长。今天，当
这项工作花费大量时间时，绘
画对您来说更像是兴趣爱好，
还是灵魂放松？
答：这是一个严肃职业。如果
您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并进
行作品展览，那么您需要非常
认真地对待这一点。我了解责
任的全部衡量标准。当您（博
物馆馆长）将自己定位为艺术
家时，很多箭头都会指向您，
主要是来自其他艺术家。为什

么呢？因为有时您会带领他
们，当然，他们会从完全不同
的角度来看您。也就是说，由
于您宣布自己是一名艺术家，
因此您必须遵守规则。如果这
是我的爱好，那么我会为自己
画画而感到高兴。但这不是业
余爱好。另一个问题是我没有
太多时间。作为自由艺术家，
我无法从早到晚创作。我只能
在晚上这样做。而我在周末和
节假日需要工作。生活表明，
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制作一幅辉煌的图画并创造历
史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做很多
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您的画
作将有一百幅是标志性的。有
一两幅被人所接受就已经很不
错了。
问：外国观众对白俄罗斯艺术
家的作品感兴趣吗？

答：白俄罗斯学校，尤其是历
史悠久的学校受到高度重视。
今天，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水
平。
问：博物馆是否应塑造游客的
品味？
答：博物馆的必要任务是
科学教育或教学法。如果您
愿意，这其实是一个教育
中心。今天的博物馆采用了
完全不同的形式。它必须活
跃，必须超越障碍。一切都
是为了塑造人们的品味。尤
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
个人进入博物馆，他应该对
此感兴趣。应该有讲座、短
途旅行。
问：要采用外国经验吗？
答：当我来到另一个国家时，
我不在博物馆里开始并不看
画，而是看它们的附着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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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首先，我以主人的角度
看。然后我才看画。
问：在您博物馆的20年间，您
确信观众已经变得对艺术更加
了解，更加清晰了吗。
答：当然了，今天有互联网。
观众可以在特列季亚科夫美术
馆周围漫步。或者一个人坐飞
机，两个小时后，他可以在巴
黎和蒙娜丽莎聊天。今天你不
会为此感到惊讶。观众成为了
美食家，要求更高。您需要为
此做好准备。新一代正在发生
变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博物馆馆长不能坐以待
毙。我不断使团队保持警惕。
也许有人不喜欢它。在60到70
年代，博物馆是一个安静的避
风港。今天他必须赚钱，必须
保持它的国家形象。而且它必
须从事国际项目，了解访客的

要求是什么。给观众一个马
克·夏加尔的展览，一个特列
季亚科夫画廊的展览。今天，
员工必须精通外语。总之，博
物馆需要发展和扩大。
问：因此，“为观众而奋斗”
一词并非过时，仍然有意义。
答：“不仅如此，现在我们必
须为每位访客而战”。只有通
过有趣的展览和内容丰富的节
目，我们才能吸引观众。今
天，该博物馆在理想情况下是
一个大型文化产业。
 问：很难管理这样的机制
吗？
答：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
责任。毕竟博物馆是一个国家
的名片。我告诉工作人员，随
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所有人都
将被替换。博物馆不应像疗养
院那样一成不变。博物馆应该

不断运作。因此，领导者直接
负有重大责任。
问：博物馆的负责人是经理还
是科学家？
答：两者都是，我无法想象国
家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不是艺术
家，不是艺术评论家，而只是
经济学家。您能想象冬宫或特
列季亚科夫画廊的领导者只是
经济学家吗？他们有经理，但
仍然由专家担任领导。经理可
以是农工联合体的董事长。如
果我走农业道路，我将成为一
名农艺师，然后我将成为农业
联合收割机的负责人。但是我
走了另一条路。今天，博物馆
馆长的身影已广为人知。他必
须是经理，兼经济学家和艺术
评论家。况且国家艺术博物馆
规模如此之大！

维尼阿明·米赫耶夫

国家艺术博物馆的

大厅总是有很多有

趣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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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基申科的

创作空间
国家艺术博物馆总是陈列着丰富的展览作品。而事实上展览品的选择标准并不严
格。这是国家的主要博物馆。简而言之，如果一位艺术家在这里展出，那么他完
全应该得到这样的权利。尽管如此，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家亚历山大·基申科最近
的画作“太空朝圣者”展览也表现出色。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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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历山大·
基申科是
欧洲水平
的知识分
子 艺 术
家，这可
能是夸张
的说法。

如今，他的作品不仅在我们
国家广为人知，而且已远远
超出国界。他在高级文化领
域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亚历
山大·基申科在他第二家
乡白俄罗斯展现了自己的才
华，并实现了真正的宇宙思
维。这位艺术家是纪念艺术
学校成立的起源，此外，他
还是国家当代壁挂学校的创
始人之一。他的哲学史诗-著
名的《世纪大典》于1999年
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亚历山大·基申科的画家才
华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他
精通所有绘画和构图法则，
对他来说是一种色彩游戏。
在Cosmic Pilgrim展览中展出
的作品中，艺术家丰富的创
作调色板得到了体现。
实际上，博览会展示了亚历
山大·基申科生命最后二十
年的风格和主题。这些作品
既来自国家艺术博物馆的藏
书，也来自艺术家的家庭，
也来自私人藏书。在这里，
多位数的构图，肖像和静物
等触及社会问题的图片揭示
了人与宇宙共存的主题，重
新诠释了圣经和神话主题。
同时，展览的组织者既包括
基申科的著名教科书画，也
包括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作
品。其中，例如“世界大
战”这幅画是基申科的最后
作品。
艺术史学家认为，早在1970
年代末，他就已经形成了自
己的空间构造系统，他本人
仅根据两个原则之间的相互
作用来称呼“普遍现实主
义”：纪念性和装饰艺术技

术固有的象征意义和现实的
说服力。
在这些画作中，亚历山大·
基申科充当着自己在行星舞
台上表现的真正导演，在那
里，人物，物体和表达方式
以平等的方式“扮演”自己
的角色。这位大师设法实现
了理想化地体现了他的主要
思想的艺术形式：日常生活
可以成为创造空间的真正出
发点。思维的规模使艺术家
能够敏锐地感觉到那个时代
的紧迫问题，并在哲学的可
塑语言中体现出他独特的想
法。
亚历山大·基申科属于具有
创新精神的人，他们比几十
年前领先。看来，今天许多
艺术家的发现并没有得到真
正的理解。这是白俄罗斯人
可以并且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的名字。他的作品吸引人，
激发人的意识。白俄罗斯国
家画家白俄罗斯亚历山大·
基申科创作遗产守护者尼
娜·库哈连科说，这鼓励人
们反思，并在灵魂中产生丰
富的情感色彩。基申科是独
特的壁挂大师，其中一幅挂
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尼娜·库哈连科自愿参加了
这项任务。她珍惜最亲密的
人。她为亚历山大·基申科
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并希
望他的创作遗产能够传承给
他的后代，地球上的所有人。
这位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家一
生都怀着最雄心勃勃的构
想，梦想着震撼世界。是
的，他意识到了他在各流派
中的才华：从画架绘画到具
有纪念意义的马赛克构图和
独特壁挂。大师们的创作传
承仍然是普通读者不了解的
故事。“造物主必须写下时
间，用毛笔画出天上的蔚蓝
和花粉，望着湖水的蓝眼
睛……”这是他的作品摘选。
尼娜·库哈连科说，绝句是
亚历山大·基申科的作品中
每件新艺术作品的序言，如
果您愿意，还可以使用其风
格。这个词是受灵感启发而
来的，有助于使设计体现在
色彩上。
“顺便说一句，亚历山大·
基申科两次获得白俄罗斯国
家奖（1980年和1996年），
并于199 3年获得了弗朗西
斯·斯科里纳勋章，致力于
纪念白俄罗斯和波兰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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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人的纪录片”，尼娜·库
哈连科说道。其中之一记录
了在鲍里索夫工艺美术品厂
手工编织“世纪饰品”的过
程。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创
作这张巨大的壁挂，作者本
人想到了一个巨大的立方体
形织机的设计。
作为装饰和应用艺术作品
的“百年壁挂”重达300公
斤，有六层楼高，在执行力
和材料方面这一想法的规模
是世界级的。它编织了将近
六年。通过这项工作，亚历
山大·基申科似乎总结了他

一个世纪的创作生涯。 “
也许百年壁挂是我的天鹅之
歌”，他在199 5年的“绘
画”展览上说了这些预言。
基申科去世后，宏伟的画布
仅两次获得公开展示，两次
都在明斯克举行。它已被列
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无疑它
是值得全世界看到的。
妮娜·库哈连科颤抖地回想
起1998年在BelEXPO明斯克馆
举行的展览开幕式，纪念丈
夫去世一周年：
“ 世纪大礼堂的表演变成
了庄严而令人叹为观止的表

演：合唱团响起，蜡烛燃
烧，一卷壁挂慢慢展开并升
起。它的片段逐渐被揭示出
来：耶稣基督，麦当娜与孩
子，堕落的天使敌基督的雄
伟形象，象征着我们所有
人，包括无神论者，正如基
申科本人所说的那样。70多
位决定20世纪的面孔的政治
人物，宗教人物出现在观众
面前，还有宇宙女人、宇宙
男人……”
尼娜·库哈连科是一名专业
画家，在“技术”阶段帮
助她的丈夫创造了“百年壁
挂”，同时在纸板上准备素
描，随后鲍里索夫的工匠们
开始进行创作。今天，她非
常担心这个世界杰作的命运。
是的，尼娜·库哈连科曾经是
艺术家基申科的缪斯女神，他
从绘画中汲取灵感。尼娜是他
的徒弟、学徒、助手。尼娜是
朋友和妻子，也就是说，在巨
大的共鸣空间中，伟大的艺术
家亚历山大·基申科的高创意
弦乐听起来最好。今天，她是
他所有伟大遗产的监护人，也
是他第二个儿子马克西姆的母
亲。
问：今天，您是国家艺术家
亚历山大·基申科的遗产保

尼娜•库哈雷纳科与儿子马克斯（左） 

出席展览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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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一项光荣但麻烦的任
务。您将如何处理？
答：这个任务真的很麻烦，
但是非常重要。我肩上肩负
着沉重的责任。我会说一个
人把它举起来很难。当然，
我要去文化部和博物馆，我
试图以某种方式保存所有这
些东西，并进行展览。亚历
山大·基申科是一位非常多
产的艺术家，仅在工作室里
他就留下了大约四百幅画。
更不用说壁挂了。大约在同
一世纪的壁挂中，必须保持
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地位，也
直接在讲习班中进行。我有
很多访客。有些甚至要求坐
下来喝茶。我保持良好的心
情。亚历山大·基申科的任
何作品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活
力。他热爱生活，对许多事
物充满爱意。我经常被要求
提供有关艺术家的资料。最
近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
在文化部分关于白俄罗斯历
史的教科书中研究了他的作
品，其中讲述了他的百年壁
挂和挂在联合国总部的切尔
诺贝利挂毯。亚历山大·基
申科逝世后，我非常活跃地
进行展览。他的工作是多方
面的。现在许多人认为：高
中毕业，您已经是一名艺术
家。但是，只有当他去世
时，他才告诉我，他知道如
何正确地涂片。他已研究了
很多年。”
问：在亚历山大·基申科的
许多作品中，您的形象经常
出现吗？
答 ： “ 我 一 直 和 他 在 一
起。”他正在寻找斯拉夫形
象，并介绍给我。第一张肖
像很小，但在莫斯科买了下
来。他写很多东西是因为他
的爱。儿子出生时，他和儿
子一起写书。他说：您需要
写自己喜欢和理解的东西。
他喜欢写自然和静物。有时
我问他问题：在这里给我写

信，你还不厌倦我的形象。
他告诉我：“我很了解你，
当我需要在一些新情况下寻
找自己时，我只拍摄你能理
解的图像，以便可以在画布
上快速找到自己的想法。”
问：您的儿子马克西姆是从
父母那里借来了创意吗？还
是他还有其他兴趣？
答：他从父亲那里吸收了很
多。马克西姆是个乐观主义
者。如果我对某件事感到不
满，那么马克西姆不会。我
希望他进入这一领域。因为
只有人才才可以进入。某些

人只是为了儿子或女儿做艺术
家，让他们上了大学，然后最
经常发生的是，一个人找不到
自己的定位，或者他只是一个
糟糕的艺术家。马克西姆离开
创作就无法生活。在八到九岁
的时候，他开始写一些关于悲
伤，关于太阳的小笔记……后
来他再也无法摆脱困境。诗意
出现在他身上。他没有接受专
业培训，但是他的想法富有想
象力，非同寻常。我认为，这
是一种才华，是他父亲所传承
的。

韦尼亚明·米赫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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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自从今年3月27日签订合同以
来，明斯克一直期待这场音
乐会，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机
会，可以再次彻底感受生活
的美好。这也是个奇迹，因
为她让我们沉浸在歌剧高雅
的世界里，让我们能够欣赏
和体验崇高的情感。仿佛在
聆听伟大的普希金，有时会
沉溺于和声之中，有时又会
沉浸在幻想之中……

沉浸于幻想
之中……
在音乐会第一部分尾声时，
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
吟游诗人》的三重唱印象深
刻。安娜•内特雷贝卡、尤西
夫•叶夫佐夫和卢卡•萨尔西
充满深情的演唱，以至于难
以用言语描述，感谢音乐会
的组织者给我们带来了这一
意义重大的活动。正如观众
所言：呐喊到喉咙发肿、呼
吸急促、泪流不止……
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现场听
过内特雷贝卡、叶夫佐夫或
萨尔西的演唱，仅在YouTube
的音乐会录音中听过。每次
在大剧院举行的盛大音乐会
上，我都在想：“如果安娜•
内特雷贝卡能登上大剧院的
舞台。”确实，按照惯例—
我们很高兴能邀请世界著名
艺术家来大剧院演出以及举
办独唱音乐会。在听了安娜•
内特雷贝卡去年12月在第九

届国际歌剧音乐节上的演唱
时，我就有了这一想法。
而且，让人高兴的是，还不
到一年，这个想法就实现
了。当然，这不只是我个人
原因。可以说，这是内特内
特雷贝卡和叶夫佐夫的粉丝
和贝林·伊格莱西亚斯艺术
制作公司共同努力的结果。
顺便说一句，这对明星夫妇
不是首次来到明斯克。据媒
体报道，2018年2月，他们在
明斯克共和国宫举行的第五
届国际“弗拉基米尔·斯皮
瓦科夫”艺术节开幕式时的
演出大获成功。早在6月，
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开幕式
上，戴纳摩体育场的2万名来
宾以及将近200个国家的电视
观众就听到了安娜•内特雷贝
卡的声音。安娜•内特雷贝卡
在伊戈尔·克鲁托的伴奏下
独唱了一首歌，另一首是她
与她的丈夫尤西夫•叶夫佐夫
的合唱。
 “安娜•内特雷贝卡和尤西
夫•叶夫佐夫的音乐会总是特
别令人兴奋。全世界数以百
万计的崇拜者算着日子，直
到有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两位歌剧演员出现
在同一个舞台上。我非常高
兴能参与这一盛事，这完全
有理由成为歌剧史上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贝林·伊格
莱西亚艺术演唱会负责人、
安娜•内特雷贝卡和尤西夫•
叶夫佐夫的经纪人马克西

生活是美好的！
歌剧明星的即兴表演

由国际音乐剧院协
会欧罗巴歌剧院发
起的世界歌剧日，
包括来自43个国
家的200多个歌剧
院，在明斯克白俄
罗斯大剧院举行了
年度最受期待的文
化盛事，世界歌剧
明星音乐会—俄
罗斯人民艺术家安
娜·内特雷贝卡，
阿塞拜疆人民艺术
家尤西夫·叶夫佐
夫，及其音乐会
的特邀嘉宾——意
大利歌剧歌唱家卢
卡•萨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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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贝林表示， “特别自豪
的是，音乐会在我的家乡白
俄罗斯大剧院举行。除了聚
集在这里的杰出观众、艺术
鉴赏家，我们还非常高兴地
邀请了明斯克音乐学院的学
生参加音乐会。受邀者中包
括音乐比赛的获奖者、音乐
奖章获得者、荣誉奖励的获
得者。”
观众们的确都很杰出。在大
厅里，您可以看到白俄罗斯
前总理谢尔盖·西多斯基和
他的夫人，以及前总理安德
烈·科比亚科夫。和前卫生
部长瓦列里·马拉什科。目
前，他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
员会的副主席。 我们还看到
了前驻华大使阿纳托利·托
济克。现在他是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共和国孔子学院的白
方院长。有人在听到现任文
化部长尤里·邦达里与大剧
院艺术总监瓦朗蒂娜·伊丽

莎白的谈话时情绪高涨。他
似乎很高兴，因为这样的世
界明星都齐聚在了白俄罗斯
大剧院的舞台上。     
精心的着装也表现出了观
众对此次音乐会的重视态
度——喷了香水、穿着晚礼
服或礼服的女士们在剧院休
息室内穿梭，男士们穿着紧
身西装。当然，在我们这个
时代，流行时尚是休闲风
格，对那些下班后匆匆去剧
院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了。
当我们从衣帽间走到大厅
时，我们看到了远处大剧院
的首席执行官弗拉迪米尔·
格里杜斯科……在歌剧女主
角安娜•内特雷贝卡的海报旁
边（11月5日，亚历山大·
彼得罗维奇被任命为剧团新
的总经理—作者）。有那么
一瞬间，我有一个念头闪
过，“难道内特雷布克在休
息室？”但是我立刻又否定

安娜·内特雷贝卡：

生活是为了生活，而不是
为了艺术。

我很开心！快乐，因为快
乐！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我没有让我感到困扰的秘
密。如果有任何不足，我
将不会太在意。我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这就是我的

诚实。我不知道如何假
装。我也不想。

但是，如果您问我的内心
世界，一些微妙的内心经
历，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
人。我不会抛弃我的爱或

被爱。

安娜•内特列科和尤斯夫•伊瓦佐夫登上白俄罗斯大剧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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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音乐会开始之前这不
被允许。事实证明，在入口
处正厅的一侧摆放了她的海
报，另一侧是尤西夫•叶夫
佐夫。我想说的是，人们拍
了很多照片。在第三批演员
进入正厅后，明星的数量减
少了。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
小册子，封面上是这对明星
夫妇的照片。而且，在浏览
完这本小册子之后，你会了
解音乐会的节目，参演演员
以及组织者—备受尊敬的贝
林•伊格莱西亚斯艺术公司以
及白俄罗斯大剧院。谨在此
提醒读者，他因在白俄罗斯
和世界范围内促进舞蹈和歌
剧艺术以及在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问题上的杰出贡
献，在入盟60年时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授予了“五大洲
纪念勋章”。
与往常一样，音乐会在工作
日晚上7点开始。 但是开始前
一个多小时，白俄罗斯大剧
院的所有停车位都已车满。 
主入口处铺上了红地毯。
开始片刻之后，期盼已久的
艺术家们从幕后走了出来，
观众们都起身欢迎了。 就
这样，巨星们与白俄罗斯的
观众见面了！安娜•内特雷贝

卡穿着一件华丽的勃艮第礼
服， 尤西夫•叶夫佐夫穿着优
雅的黑色西装，系着领结。
掌声和期待:你的灵魂似乎在
飞翔，这足以证明我们观众
对他们的信任和钦佩。
不负众望！全场呐喊！ 他们
的歌声热情奔放、充满感情，
呼唤着心灵。演唱会期间，
安娜•内特雷贝卡上台表演，
她穿着另一件雪白的舞会礼
服，黑白色的装饰凸显身材，
并在装饰有花朵的白色古典柱
子间穿行。在大屏幕上，借助
视频，歌剧舞台的布景变得栩

栩如生，其中一部分是艺术家
的表演。安娜•内特雷贝卡和
尤西夫•叶夫佐夫相互配合，
并在卢卡·萨尔西的伴唱下表
现完美。回想起来：在三重唱
中，就我个人而言，卢卡·萨
尔西的男中音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他们演唱了歌剧《奥赛
罗》、《唐·卡洛斯》、《麦
克白》、《命运的力量》、《
里戈莱托》、《吟游诗人》、
《农村荣誉》、《风流寡妇》
、《托斯卡》、《安德烈·谢
尼尔》的咏叹调…… 
正如他们所说，那天晚上天
空中的星星一定是连在一起
的。众所周知，剧院的交响
乐团风靡一时：声音柔和而
和谐，演唱者与管弦乐团的
演奏始终步调一致。不用
说，白俄罗斯大剧院的演奏
水平是最高的。顺便说一
下，他现在有超过150名受过
高等教育的音乐家在白俄罗
斯国家音乐学院接受教育。
再说白俄罗斯的观众—这是
另一个话题：他们是如此礼
貌和感恩。我观察了不止一
次，也不止一次在我的报道
中写过，“有些东西不能使
我们的观众满意，但他们
仍然会给予演员的表演以掌
声。没有人站起来，也没有

安娜•内特列科——如魔术般的天赋

再见！明斯克！右侧阿德•尤西夫•艾瓦索夫和安娜•内普拉维科——意大利男中音卢卡•萨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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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前离场，因为每一次付
出都应受人尊敬。这就是宽
容的白俄罗斯人。如果他们
接受，他们会叫好、鼓掌、
持续地鼓掌。”值得一提的
是，安娜·内特雷贝卡和尤
西夫·叶夫佐夫去年就表
示，明斯克的观众令人印象
深刻。.据贝塔社的报道，他
们在第五届国际“弗拉基米
尔•斯皮瓦科夫”艺术节开幕
后发布的视频中分享了自己
的喜悦之情。
这次，安娜·内特雷贝卡和
尤西夫·叶夫佐夫受到了明
斯克观众的爱戴和诚挚的嘉
奖。 这也是表达的方式之
一。总的来说，几乎每首歌
曲，包括管弦乐团演奏的间
隙，都会受到热烈的鼓掌。
当然，在音乐会结束也收到
了鲜花和无尽的赞美。观众
不愿与饰演《茶花女》的明
星分别。顺便说一句，在音
乐会上，我注意到，当尤西
夫在舞台上演唱时，安娜·
内特雷贝卡则短暂地在舞台
侧幕徘徊。我不知原因，但
我觉得安娜很担心他。出于
某种原因，我也有点担心，
但我把我担心的原因归咎于
在歌剧《奥赛罗》二重唱之
后没有欢呼声。这是在音乐

会开始没多久，观众似乎还
在酝酿。这就是白俄罗斯人
的习气—慢慢鉴别。 我真的
希望内特雷贝卡和叶夫佐夫
能顺利赢得掌声。接下来，
内特雷贝卡唱了朱塞佩·威
尔第《唐·卡洛斯》中的伊
丽莎白咏叹调，叶夫佐夫唱
的是《里格莱托》中的咏叹
调。尤西夫·叶夫佐夫深情
的、犀利的、充满激情的演
绎了《托斯卡》中的卡瓦拉
多西，引起了如狂风般的掌
声，白俄罗斯人抛弃了矜
持。被征服了!最终的结果也
证实了这一点。

安娜+尤西夫

他们的日程安排如此之紧，
以至于尊贵的客人没有时间
与白俄罗斯的记者会面，在
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就离开
了明斯克。他们现在在哪
里，你可以在 instagram上追
踪到，安娜·内特雷贝卡在
那里发布了照片。最新的照
片来自巴塞罗那。的确，正
如她在某个电视节目中所说
的，她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
评论。 因为在这一领域的
开放程度也是有限制的，这
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家的演

马克西姆·贝林：

多年来，在这个行
业工作，我可以告
诉你，尽管组织了
很多大型音乐会，
但总会有一些音乐
会让人兴奋不已。
对我来说，这些是
安娜·内特雷贝卡
和尤西夫·叶夫佐

夫的音乐会。 我知
道不是只有我这样
认为的。全世界有
百万粉丝感到同样
的兴奋，并数着日
子，直到有机会看
到我们这个时代最
伟大的两位歌剧演
员上台演出。我非
常高兴能参与这一
盛事，这完全有理
由成为歌剧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音乐会将在我的家
乡白俄罗斯举行，
这一事实尤其令人

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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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间表已被安排到了2022
年。每月五场演出，在每场
演出之间只有2至4天的休息
时间。 这在独联体国家，如
莫斯科，是很少见的。
我想提醒读者，安娜和尤西
夫都是乐于与媒体接触的公
众人物，他们接受采访并参
加电视节目。记者也写了很
多关于这对歌剧明星夫妇的
报道，电视台也积极地为他
们拍摄。在明斯克举办第二
届欧洲运动会期间，经过
ОНТ电视台直播的运动
会开幕式，白俄罗斯人结识
了内特雷贝卡和叶夫佐夫夫
妇。他们还接受了通讯社和
杂志的采访。 还有俄罗斯
电视台精英节目和脱口秀
节目。例如《今夜告急》、
《今晚》、《韦尔尼克秀》
和《经典笑料》…… 很多
都能在YouTube上看到。结
果，在我们的杂志中虚构
出了主人公的形象，我称他
们为虚拟来宾。我希望在下
次艺术家们来白俄罗斯时，
我能认识他们并为让读者满
意而给他们进行一次独家采
访。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是喜
欢这对名人夫妇的。 想并
毫无保留地与他们畅谈。因
为安娜·内特雷贝卡和尤西
夫·叶夫佐夫都很优秀。 作
为专业人士和富有创造力的
人。他们富有表现力，真诚
和热情。 他们的声音很棒。 
在舞台上，两个人就像神仙
一样，来到人间为我们展现
美，唤醒我们用心去体验日
常生活的美好，而这些通常
是我们已经忘却了的。他们
受到过世界上最好的剧院的
赞扬—大都会歌剧院、斯卡
拉大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
院、巴黎歌剧院、伦敦皇家
歌剧院…… 他们真的来到了
白俄罗斯！ 两人在舞台上的
表演很自如！ 要知道这曾是
一个幻想。 但此时此刻，梦
已成真，你能现场欣赏他们
的表演。
舞台上两个人的完美演绎，
就像被爱拥抱一样。除了专
业外，还有一种个人魅力。
我认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他们对儿子蒂亚戈和父母的
乐观、积极的态度。正如安
娜所说，两人都不喜欢忧郁

的颜色和“模糊”的人。他
们知道如何互相欣赏，将生
活视为礼物，并享受它。 我
还注意到，在这个时代，个
人主义并没有消失，而且越
渐庞大，安娜非常依恋她的
朋友们。只要看一些过去几
年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意识
到他们在纽约的家是多么的
热闹。他们不会因为害怕流
言而封闭自己。很明显，在
这样的压力下下，他俩很少
有时间独处。 有时隐私是必
要的。 但他们的生活就在公
众面前我认为，由于他们的
文化、性格和修养，他们很
乐于分享。 他们不会掩饰自
己的习惯。 他们厨房的门
总是开着的。我们知道到安
娜喜欢做饭，尝试各种口味
（甜、咸、酸、辣）与食物
搭配。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她
的丈夫曾表示，当妻子做鸡
肉时，她是如何向其中添加
鳄梨、马林果、土豆，甚至
用樱桃色的果酱涂抹肉，这
一点都不夸张。安娜也直言
不讳，尤西夫并不抱怨她的
厨艺和拿手菜—用栗色的蜂
蜜腌制猪肉。而且，顺便说

在明斯克第二届欧洲运动会开幕式上

安娜•内普雷维科和优西夫•艾瓦佐夫在翁贝

托•乔尔达诺编写的歌剧《安德烈•谢尼亚》

中表演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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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她承认，世界上没有
什么比炸土豆、黄油配黑面
包更美味的了。我完全理解
这一点，因为这种美味的食
物来自我的乌克兰童年。在
这方面，我承认：认识到我
们这些人之间的共同爱好是
令人愉快的：爱好、习惯和
远亲。在这方面，我承认，
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爱好、品
味、习惯以及某种遥远的亲
缘关系是多么的令人欣慰。
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的
第一首歌剧是从广播里听到
的。 我不能忘记亚历山大·
阿拉斯加的《夜莺》，它是
由我的同胞叶夫根尼娅·米
洛申尼琴科演唱的，她的声
音打动了我。后来，我发现
这位歌手出生在瓦尔恰克哈
尔科夫地区的格拉夫村。如
同我出生的城市一样，在17
世纪中期，哥萨克人就在此
定居下来了。他们从乌克兰
的德纳普罗瓦来到这里，在
塞维斯基顿涅茨河右岸建立
了多个定居点。 萨尔托夫就
是其中之一。1674年，在今
天的沃尔尚斯克，出现了第
一次记录关于哥萨克人在伏
尔加河上生活的信息。没人

知道，也许在那之前，哥萨
克人就在那里了……的确，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只是很可
惜，由于种种原因很难确认
这一点。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
欢那些说安娜和尤瑟夫闲话
的人，无论任何人、在何
地、何时、何事……让我们
把它留给音乐评论家和肤浅
的虚伪吧。我们会继续为之
赞赏、惊奇、爱慕。当你欣
赏歌剧艺术时，你会变得更
好。
是的，安娜·内特雷贝卡和
她的丈夫在舞台上总是很兴
奋。 在一个节目中，尤西夫
讲述了他在歌剧《安德烈·
谢尼尔》中饰演拉·斯卡拉
的激动心情，他已经有32年
没演过他了。他说，这是可
怕的，人们坐在最奢华的剧
院里观看演出直到落幕，演
出通过现场直播传播到全世
界。 但是正如安娜所说，这
是胜利。 不菲的收入，礼炮
和热烈的掌声……
根据这对新星夫妇的说法，
歌唱很难。 无论是体力还是
情感。我忘记了内特雷贝卡
舞台上的哪位搭档曾谈到过

她的表演技巧：她就像鸟儿
一样胜任各种演唱，如同从
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
在舞台上，她向观众展示出
的是如此轻松，而只有专业
人士知道这是高难度的技巧。
尤西夫说，你学习如何发
声，但你不知道你做到何种
程度是好的，你只能通过感
觉来体会。记录、聆听那些
动听的声音。让肌肉记住这
种感觉也很重要。你会觉得
你每天的嗓音都不一样……
在一个节目中，我发现尤西
夫演唱高亢的男高音是很
难的技巧。要控制它并不容
易，它需要有强劲的声带，
这在男中音里是很普遍的。
这种声音不是自然形成的，
例如女高音、男中音、低
音。 男高音—这意味着你需
要使声带以某种频率振动。
这就是为什么，叶夫佐夫需
要几个小时来开嗓子。而安
妮独特的女高音大约需要十
五分钟。她的丈夫承认，如
果他看到她转过身来，对着
他唱歌，他就会背过身去，
这样他就能拯救自己的耳
朵。她说他过去常因她在大
厅里唱歌而嘘她。这就是他

贾科莫•普契尼的«曼侬•莱斯科»成为内普雷维科与艾瓦佐夫今后合作的基础

安娜•内普雷维科在歌剧《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的党员

娜塔莎•罗斯特沃伊征服了《大都会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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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我们的偶像。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他们自然而又幽
默地谈论这件事。
所有认识安娜·内特雷贝卡
的人都说她自然而朴实。
伦敦交响乐团和慕尼黑爱乐
乐团指挥、马林斯基剧院的
常任艺术总监瓦列里·吉吉
耶夫注意到了她，并让她饰
演了莫扎特《费加罗婚礼》
中的苏珊娜，这是她的首次
亮相。电视节目主持人、记
者、演艺家安德烈·马拉霍
夫，伊戈尔·克鲁托伊，作
曲家、音乐制作人、钢琴家
菲利普·科科洛夫，还有
其他歌手。他们每个人都承
认，她的才能并非口说无
凭，她朴素而迷人。西班牙
歌剧歌手兼指挥家普拉西
多·多明戈对她事业的成就
感到高兴，他将内特雷贝卡
的才华与玛丽亚·卡拉斯相
提并论，他谈到了她非凡的
嗓音、天分以及当他听到安
娜的声音时，他意识到和她
一起工作会如同和卡拉斯一
起工作那样愉快。
2013年，和她一起在红场演
唱的歌剧歌手德米特里·斯
沃斯托夫斯基说，安娜占据

了舞台，展示自己，她那自
然的嗓音，完全是上帝的恩
赐……我想引用一位首席乐
师的话，他是玛丽卡·埃琳
娜·马图索夫斯卡娅的演出
导演，他将内特雷贝卡的表
演比喻成是燃放的礼炮。 “
当安娜在舞台上时，会产生
电流，并形成一条线，它将
观众吸引进来……她那独特
的美丽声音、精湛的演唱技
巧和极具感染力的性格是天
生的”。   
 内特雷贝卡是如何在这样的
声誉和赞扬下保持水平呢? 
显然，这个哥萨克人是从克
拉斯诺达尔来的，他的曾祖
父是吉普赛人。最主要的似
乎是，在那个言论自由的时
期，在充满爱与友情的氛围
中举行家庭聚会是一种传
统。因此，我也相信，安娜
从小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是她在电视节目中多次提
到的。 她从她地质工程师父
亲（尤里·尼古拉耶维奇）
和通讯工程师母亲（拉里
萨·伊万诺夫娜）那里继承
了对生活的热爱。
安娜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
她不久前曾表示。在199 0

年，她就读的圣彼得堡音乐
学院的一名同学不止一次的
当面告诉安娜，她的声音很
平庸。像尤西夫。 他曾他仍
会演唱《拉·斯卡拉》， 他
唱了20年。根据他的说法，
安娜打破了旧时歌剧女主角
的形象，当她从床上跳到地
板上或在躺着时唱歌时，她
的歌声非常有力，以至于现
在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她
站立时会唱歌。2014年在TVC
电视节目中音乐评论家亚历
山大·马图塞维奇曾表示，
内特雷贝卡就像没有保险的
走钢丝者。制片人杰弗里·
范德维恩曾说，当她唱歌
时，观众激动不已，心跳加
速，但幸运的是，安娜知道
如何保持冷静。
他们俩都知道这一点。 而且
很高兴。 因此安娜·内特
雷贝卡和尤西夫·叶夫佐夫
仍然会唱歌。希望贝林·伊
格莱西亚斯艺术公司的总裁
马克西姆·贝林能再次邀请
他们。尤西夫·叶夫佐夫这
样评价马克西姆，“他是我
们出色的俄罗斯经纪人，工
作质量很高。在这方面非常
好，他有很多想法。 我们年

安娜涅瓦罗比科在明斯克的特洛伊卡郊区 克拉斯诺达尔，去父亲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家做客（中间，手持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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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相仿，但我不如他。我告
诉他，给我42场演出，然后
我们再讨论计划。”
因此，多亏了贝林，我们得
以见到安娜·内特雷贝卡
和尤西夫·叶夫佐夫。 好
吧，关于他们如何独自和一
起出演音乐剧《奥林匹斯》
，安娜如何在大都会歌剧院
征服娜塔莎·罗斯托娃和萨
尔茨堡的特拉维塔，在互联
网上我们都能看到。您会发
现她是如何认识尤西夫的，
尤西夫是一个活泼、开朗、
友善的人，而不是一个傻
瓜，根据她的话，她当时乐
开了花。 以及他们是如何
爱上对方的，这多亏了歌剧
《曼侬·莱斯科》。就像他
们建了一所房子，在那里他
们可以互相认识。你可能会
发现关于家庭关系的秘密，
以及为什么安娜和尤西夫像
阴和阳一样互补。他们的儿
子蒂亚戈是如何长大的，尤
西夫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听听安娜经过265级台阶爬
上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看
着她轻松地谈论这件事——
没有一丝炫耀和拘礼的影
子。她很坦然地承认自己是
一个购物狂，喜欢买礼物。
在youtube上，你可以看到这
位歌剧演员的衣橱，既有趣
又令人愉快，她在生活和舞
台上都穿过它们。看她的衣
服轻盈而时髦。我觉得它很
适合她。尤瑟夫也是。正如
安娜所说，她并不是雄心勃
勃，但她对自己和他人的工
作要求很高—这也可以在一
些采访中听到和读到。她对
一切新事物都持开放态度。 
他重视亲人的意见，并清楚
地知道哪些是奉承，那些是
恭维，哪些是真诚的祝愿。
在世界上任何剧院里，她都
能如鱼得水。白俄罗斯大剧
院的舞台也是如此，我从贝
林·伊格莱西亚斯艺术公司

处得知。因此，安娜·内特
雷贝卡和尤西夫·叶夫佐夫
还将返回明斯克。我们将等
待他们。顺便说一下，尤西
夫·叶夫佐夫在电视节目中
表示，他想演唱贾科莫·普
契尼的《波希米亚人》。是

悬念吗?会是在白俄罗斯大
剧院的舞台上吗？ 等着瞧
吧。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作者感谢贝林·伊格莱西亚斯
艺术公司和奥尔加·库库佐夫

提供的照片和材料。

她并不雄心勃勃，但对自己和他人的工作要求高达150%

欧洲歌剧院总监尼古拉斯·佩恩曾多次拜访白俄罗斯大剧
院，并在明斯克国际圣诞歌曲比赛中担任评委，他向剧院的
工作人员和观众致以祝贺。 这是节日前夕的问候：今年10
月25日，由来自43个国家的200多所歌剧院组成的国际音乐
剧院协会庆祝了首个国际歌剧日。这个提议是去年在马德里
举行的国际歌剧论坛期间产生的，该论坛汇集了六大洲的代
表。国际歌剧日将在促进歌剧的发展和吸引公众对这种艺术
的兴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展示歌剧文化尤其
是歌剧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 欧洲歌剧院的所有成员，以
及我们在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合作伙伴都准备了各
自与众不同的作品。
10月25日并不是偶然的，这是音乐天才乔治·比兹和约翰·
施特劳斯的生日，他们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歌剧作品《卡
门》和《蝙蝠》的作者。白俄罗斯大剧院以安娜·内特雷贝
卡和尤西夫·叶夫佐夫的表演来纪念这一时刻，这无疑会引
起全球的共鸣。
我代表国际歌剧协会向白俄罗斯和明斯克大剧院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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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斯科大剧
院当晚的
戏剧氛围
为观众留
下了强烈
的印象，
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

环境中，我们大家共同来感
受这场演出带给我们的悲伤
和激动，我们为白俄罗斯芭
蕾演员玛雅·普利塞茨卡娅
带给我们的艺术感到自豪，
同时也为在舞台上表演的各
个国家的舞者感到自豪。 
安德烈斯·利帕，这位首席
芭蕾舞演员、导演、乌兹别
克斯坦国家大剧院艺术指导
和世界芭蕾艺术的代表人物
这样评价玛雅·普利塞茨卡
娅：“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
芭蕾舞演员、顶尖的天才、

时代的象征，她为艺术带来
了美丽、优雅、高贵荣耀和
尊严。”之后他在巴黎、马
德里、伦敦组织并举办了名
为玛雅的音乐会，以纪念这
位演员。 
《签名和图片》是一个为芭
蕾舞演员准备的年度节目。 
这就是玛雅·普利塞斯卡
娅。这位伟大的芭蕾舞演员
通过现代视觉艺术重新出现
在著名的舞台上。在整个晚
上，我们屏息凝神，观看她
那个时代的芭蕾舞影片，以
及莫里斯·贝贾尔在编舞时
的纪录片。这位法国芭蕾舞
演员、编舞为玛雅创造了《
冰与天鹅》，《库拉祖库》
，《伊莎多拉》等作品。不
过遗憾的是，现代芭蕾舞迷
们能看到的这位杰出演员的
表演视频已经所剩无几了。 

伟大，	
神奇，	
无与伦比...

在白俄罗斯莫斯科大
剧院,曾导演过	
《二十一世纪的俄罗
斯季节》和《签名和
图片》的俄罗斯人民
艺术家安德里斯·利
耶帕带来了他最后的
国际作品，这部作品
是为了纪念白俄罗斯
苏联时期的传奇芭蕾
舞演员玛雅·普利塞
茨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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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玛雅·普利塞茨卡娅
的晚会上，节目是以玛雅
为主题的，安德烈斯·利帕
说道：“我以玛雅的名字为
主题，全面的用心理学的方
法，一层一层的使观众更深
入了解玛雅。”芭蕾女王用
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归舞台，
人们崇拜她，她的艺术气息
通过艺术家们的努力得到了
重现。虽然艺术家不能和玛
雅做的完全一样，但他们还
是给观众们带来了水平极高
的作品，他们成功的将我们
带入了玛雅的世界。这些艺
术家有：弗朗西斯·斯科里
纳·亚历山德拉·奇希克、
维多利亚·特伦基纳奖、弗
朗西斯·斯科里纳·安娜·
福基纳、康斯坦丁·杰罗尼
克、塔罗特·库拉奇、山山
孝敏、扬·斯坦盖和弗朗西
斯·斯科琳娜·伊戈尔·阿
扎卡维奇等等。他们来自马
林斯基剧院、俄罗斯大剧
院、匈牙利国家芭蕾舞团、
荷兰国家芭蕾舞剧院、新西
伯利亚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
剧院。看了他们的表演，我
想起普利塞茨卡娅说过的
话：“只有技术是不行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
是姿势和技术，而是要做一
个艺术家”。不管什么时
候，舞蹈将一如既往地触动
灵魂，引起共情。 
不知为何，当晚我感到玛
雅·普利塞茨卡娅在与我对
话。 
导演本人对普利塞茨卡娅强
烈的爱是本晚的基调，他和
观众们分享了他的回忆。他
尊敬地、愉快地向观众们说
出了她的名字——玛雅·米
哈伊洛夫娜。那一刻，时间
好像在大厅停止了，空气间
弥漫着庄严和肃静。 
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白俄
罗斯大剧院的明星和世界
上最大剧院的独奏者安德里

斯·利耶帕上台对观众讲
话，当他说完后，观众起立
鼓掌。在明斯克，每个人都
知道安德烈，他是芭蕾舞界
的代表，是《俄罗斯季节》
的创作者。 
白俄罗斯大剧院网站上的
新闻档案保存着有趣的信
息：“100年后的2007年，独
特的文化活动在巴黎剧院的
舞台上重生，这是第二次“
二十一世纪俄罗斯季”巡回
演出。” 
“这是继法国、乌克兰、俄
罗斯、拉脱维亚之后，第一
次在白俄罗斯举行“二十一
世纪俄罗斯季”的芭蕾展，
莫斯科大剧院和马林斯基剧
院的演员将上演里姆斯基-科
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和斯
特拉文斯基《火鸟》中的著
名片段，展示俄罗斯在芭蕾
舞台上的风采。” 
2010年10月在白俄罗斯国家
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和芭
蕾舞剧院举行了首演。 
白俄罗斯国家大剧院和芭蕾
舞剧院的首席执行官弗拉迪
米尔·格里迪什科和慈善基
金会首席执行官玛丽莎·利
帕签署了意向协议。 
我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11月在
明斯克莫斯科大剧院利帕的创
作之夜，著名的芭蕾舞明星尼
诺·阿纳阿什维利和利帕为我
们表演了白俄罗斯伟大的编舞
拉杜·波克里托尔创作的芭蕾
舞《玫瑰幻象》。 
之后我们又看了“俄罗斯
季”代表性的芭蕾舞《火
鸟》和《沙赫拉扎德》 
回到莫斯科剧院的舞台上，
大厅很安静，安德烈斯以聪
明、柔和友好的方式向听众
讲述了他与玛雅·普利塞茨
卡娅的友谊。关于玛雅·米
哈伊洛夫娜和她的丈夫罗迪
安·施切德林，以及她在90
岁生日前夕与他们讨论的节
目。 

玛雅一直在舞台
上表演到70

岁，80岁时，她
离开舞台后开始
了编舞创作，有
很多著名舞蹈演
员出演过她的作
品，很多设计师
为她的角色创作

服装。 

安德里斯•利耶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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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道，普利塞茨卡娅提
醒他，马吕斯·佩珀特这一
角色在《睡美人》中至关重
要。玛雅·普利塞茨卡娅是
一个完美的芭蕾舞演员，她
和玛丽亚·塞米诺夫一起合
作，把芭蕾舞推向了高峰。 

利帕还宣布了来自日本的艺
术家迈多里·特拉达和来
自西伯利亚国家歌剧院的科
伊·奥卡瓦目将出演柴可夫
斯基芭蕾舞《睡美人》。他
们还将出演路德维希·明库
斯的《唐吉坷德》。他们将
在舞台上带来精彩的表演。 
就像著名的芭蕾舞学者瓦迪
姆·盖耶夫斯基在普利塞茨

卡娅诞辰85周年纪念日所
说，普利塞茨卡娅通过跳
跃、移动能将舞蹈变得栩栩
如生。她带领团队，使他们
回想起芭蕾舞应有的风格。
在这里，她从《天鹅湖》里
走来，舞者的手上动作无可

挑剔，它们高低起伏，有时
又像闪电一样迅速。你可以
想象：马克·夏加尔曾为普
利塞茨卡娅画过肖像画，伟
大的外国舞蹈编导为她创作
过作品，各国元首邀请她参
加聚会，皮埃尔·卡登专门
为她制作服装，约翰·肯尼
迪的哥哥罗伯特·肯尼迪在
她生日当天为她献花，施切

德林为她创作芭蕾舞。她在
《卡门》、《睡美人》和《
天鹅之死》中表演出色，玛
雅一直在舞台上表演到70
岁，8 0岁时，她离开舞台
后开始了编舞创作，有很多
著名舞蹈演员出演过她的作

品，很多设计师为她的角色
创作服装。 
我想再读一遍她的自传《
我，玛雅》，在这本书中
我们能发现很多她的故事。 
她的母亲来自维尔纳，父亲
来自戈梅利。她在这本书中
写道：“我父亲出生在一个
安静的产苹果的小镇，名
叫戈梅利。他出生在1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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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18年，这个17岁的
少年加入了共产党，就像唐
吉坷德一样，他坚信共产党
能让全人类幸福。” 
世界通过普利塞茨卡娅了
解白俄罗斯。她与莫斯科
大剧院现任艺术总监瓦伦

丁·埃利扎里耶夫保持着
多年紧密的创作友谊。自
1973年以来，年仅26岁的
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成
为了白俄罗斯莫斯科国家
大剧院和芭蕾舞剧院的首
席舞编。1976年，他与普
利塞茨卡娅合作拍摄了阿
纳托利·埃夫罗斯的电影
《奇幻幻想》，改编自屠

格涅夫的小说《泉水》。
自那以后，他们又有过其
他合作。我的同事在采访
他的时候（https://www.
sb.by）提到了普利塞茨卡
娅，并称赞了埃利扎里耶
夫的创造力，他说：“我

喜欢创新舞蹈动作。关于
编舞我有自己的个性和感
觉。” 
瓦伦丁·尼古拉耶维奇回忆
说：“我们见面时，彼此之
间很友好信任。她选择性的
进行社交，幸运的是我属于
她的圈子……恰好电影拍摄
期间，我的妻子和女儿也
在。玛雅从意大利旅行回来

后为我女儿带了礼物，其中
包括玩具和童装。我永远也
不会忘记这个细节……
当然，她知道自己身价不
菲，但是和我在一起时，她
很随意自然。我们富有成效
地进行合作。在合作创作过

程中，我们会产生分歧。但
她懂得聆听和实现自己的想
法……”。 
因此，安德里斯·利耶帕的
《签名和图片》节目是一场
由芭蕾舞演员——玛雅·普
利塞茨卡娅主持的盛大音乐
会。世界上著名的芭蕾舞艺
术家们参观了白俄罗斯。 

瓦伦蒂娜·兹丹诺维奇 

5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国际项目



和谐的黑白色调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曾
是明斯克市剧院）的舞
厅晚会传统始于100多

年前，剧院建筑师卡兹
拉夫斯基提出了将礼堂

地板升级为舞台的建
议。当然，一个多世纪
以来，建筑的主要构架
所剩无几。然而，在剧
院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大
规模重建之后，出现了
用新技术重组舞台和大
厅的方法。为了重现传

统，拟在12月14日邀请
嘉宾和晚会参与者参加
该国在维也纳舞厅举行

的第一个慈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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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负责人巴维勒.拉图
申卡回忆说：“舞会传统在白俄罗斯已
有数百年历史，它出现于十八世纪，在
拉兹威尔非常流行。是的，巴涅.卡康卡
在士克拉维.萨里奇举办了舞会，波兰国
王，立陶宛公爵斯坦尼克斯卡夫.阿夫古
斯特和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受邀参加了
舞会……此传统在十九世纪得以延续，
有记载证明舞会在明斯克持续举行至20
世纪初，曾在斯坦尼斯拉夫·蒙纽什科
的住所中举行。今年我们正在与合作伙
伴恢复白俄罗斯舞会的传统。” 
在库帕洛夫斯基剧院举行的维也纳舞会
与一家来自奥地利的A1公司联合举行，
此公司是白俄罗斯移动运营商，为舞会
提供资金和慈善支持，杨卡.库帕拉国
家剧院主要负责创意内容，奥地利驻白
俄罗斯大使馆赞助该活动并提供咨询服
务支持。 
维也纳舞会是奥地利的象征之一。根
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十九世纪的维
也纳，狂欢季节期间，每晚最多有250
场舞会！后来，舞会从宫廷转移到歌剧
院，并获得了新的属性——面具舞会。
德奥合并之后，舞会被禁止了将近20
年，但舞会传统并没有消失，如今，维
也纳舞会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中的瑰宝，
在世界许多城市广为流传。 
奥地利驻白俄罗斯大使阿基西亚·沃
格特说，维也纳舞会具有相当严格的

标准。其先决条件为：年龄16–23岁的
未婚女孩和18–26岁之间的单身男人都
可以参加维也纳舞会。此外，舞会的着
装要求特别严格：白色长裙，封闭式鞋
子，以及需要露出脖颈，男士要穿戴燕
尾服和燕尾服领结。舞会的顺序也很重
要：在波兰舞曲之后，紧随着维也纳的
华尔兹舞，然后进行社交舞蹈-波尔卡
舞，华尔兹舞，狐步舞，探戈舞和伦巴
舞，在午夜进行舞蹈，一直持续到清晨
结束。沃格特女士承认：“我最喜欢华
尔兹舞，希望明斯克舞会上能有很多人
支持我的这种爱好。” 
此舞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盛宴中慈善时
刻。组织者将从售票中抽取一半的收
益（受限于剧院的场地条件，最多容纳
250人），用以建设“白俄罗斯SOS儿童
村”，在鲍罗夫良娜，玛琳娜城和莫吉
廖夫，数百名没有父母照料的儿童受益
于此，没有在孤儿院中长大，而是成长
于“SOS大家庭”。
目前为止，人们猜测在在库帕洛夫斯
基剧院的明斯克维也纳舞会上，会奏
响哪首音乐:有可能是施特劳斯，贝多
芬和莫扎特的维也纳古典音乐，可能
是波兰古典音乐的白俄罗斯古典音乐 
… …大家将全程目睹此场晚会，A1公
司将在VOKA数字平台上安排直播。也
许这个舞会将成为现代白俄罗斯美丽
的新传统。 

维多利亚·泰勒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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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正在为保
护 环 境 而
战——在白
俄罗斯，最
前沿的设计
师 都 倾 向
于选择：天

然织物，环保染色，可穿戴
多年的精良物品。当前时装
拥有新功能，而不是仅仅为
了“最新时尚潮流的噱头” 

（致使顾客匆忙追赶潮流）， 
而是宣传一系列品质优良的
经典服装。当前的时装行业
以线性结构为主：“购买、
穿戴、扔掉”。自2000年以
来，全球服装产量增长了一
倍以上。人类每年消耗大约
6200万吨的衣物，其中只有
20％的衣物可以重复穿戴或
回收。所以，形成具有社会
责任感的时尚环境的基本原
则是：“少就是更好”。
“我们如何看待白俄罗斯时
装发展的战略？”白俄罗斯
时装周的创始人亚尼娜.郭
卡洛娃表示：“如今，买家
希望选择价格适中，技术先
进并且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
时装——具有环保，文化内
涵，社会责任感的时尚理念。
“新生代白俄罗斯时装周”
青年设计师大赛的冠军凯
瑟琳那.盖思琪和安娜娅.亚
明斯在“道德时装秀”上
展示了他们的新生态系列
时 装 。 （ 她 的 工 作 室 叫
做“Jamido”，只使用天然
材料，从礼服到餐桌布都是
手工制作 ） 亚明斯毕业于
美国艺术学院，每件亚麻织
物都以自然之物作为印花装
饰：荨麻叶，梦中之伞，花
园花朵或杂草——设计师从
白俄罗斯的自然风光中汲取
灵感。
生态，社会责任感和回收利
用是白俄罗斯时装论坛的主
题，该论坛汇集了来自俄罗
斯，爱尔兰，瑞典和瑞典的
企业家代表团。瑞典驻白俄

罗斯大使克里斯蒂娜·约翰
内森赞扬白俄罗斯时装商会
主办的白俄罗斯时装周。大
使说，很荣幸再次与白俄罗
斯时装周合作：
“如今时尚是一个非常广泛
的概念。时装和纺织业是可
持续发展倡议的一部分。值
得注意的是，这个行业发展
迅速，我们的消费者对品牌
的影响力很大。我们很高兴
有机会参加时装周，并有机
会参观白俄罗斯设计师们的
设计成果。我个人想补充一
点，白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有
趣的国家，在时装领域比其
他欧洲国家发展的更快。”
瑞典专家对创新环保面料和
染色剂领域贡献突出的奥尔
沙亚麻纺织厂特别感兴趣：
大使说：“总的来说，我们
密切地关注着新材料领域，
这将有利于纺织工业的可持
续发展。我们将积极寻找瑞
典和白俄罗斯之间深入合作
的机会。
 对消费者来说，第二个最
重要的话题是以低廉的价格
向白俄罗斯设计师购买时装
的机会：在时装周的间隙，
一家成熟的大型“弹出式商
店”开业了，这是一个每个
人都可以在此寻找原创商品
的临时市场。
白俄罗斯时装周的第三个重
点是对年轻设计师的培训。
组织者提供了为期三天的培
训课程，以及一个关于现代
时尚技术的专业论坛。

伊琳娜·奥夫歇

以“环保”为前提的时尚
环保、社会责任感、意识消费、回收——这是白俄罗斯第19届时装周箴言。像往年一样，白俄
罗斯时装周借鉴了全球当前的流行趋势，而且这些华服不仅仅只适用于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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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基先科 （着蓝色外衣的女孩，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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