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12期

政治. 经济. 文化
belarus

IssN 2617-6904

新年，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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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лістапада, 2019 

Гэт
а б

удз
е ў

жо
сём

ае
скл

і

кан
не

нар
одн

ых
выб

ран
нік
аў

у
нез

але
жна

й
Бел

ару
сі.

Для


тых
 вы

бар
шч
ыка

ў, х
то

мае
 ін

шы
я п

лан
ы н

а 1
7 л

іста
пад

а, з


12
га
па

16
га
ўкл

ючн
а м

ожн
а

гал
аса

вац
ь д

атэ
рмі

нов
а.
Так

ая

пра
кты

ка,
дар

эчы
, у

 Бе
лар

усі

вык
ары

сто
ўва

ецц
а н

е ў
пер

шы


ню
,іш

эра
гвы

бар
кам

аў
інш

ых

дзя
ржа

ўід
уць

–п
адо

бны
мш

ля

хам
.В
ыба

рчы
я ін

тэр
нэт

тэх
на

лог
ііў
Бел

ару
сіп

аку
льн

евы
ка

рыс
тоў

ваю
цца

, х
оць

 ІТ
кр
аіна



буд
уец

ца
поў

ным
хо
дам

.А
ка
б

пра
гал

аса
вац

ь
дат

эрм
іно
ва,

то—
пр
ыхо

дзь
іга

лас
уй:
ніч

ым


і п
ацв

ярд
жац

ь н
е т

рэб
а,
што



17
гат

ын
езм

ожа
шн

але
жны

м

чын
ам
выя

віц
ьсв

аю
гра

мад
зян



ску
юв

олю
.

Зве
рне

мся
 да

 лі
чба

ў П
ар

лам
енц

кіх
 вы

бар
аў

у Б
ела

ру

сі–2
019

. Ім
іш

чод
ра

дзе
ліц
ца

з

выб
арш

чык
амі

Цэ
нтр

аль
ная

ка

міс
ія п

а в
ыба

рах
 і п

рав
ядз

енн
і

рэс
пуб

ліка
нск

іх р
эфе

рэн
дум

аў.

Дар
эчы

, бо
льш

 за
 20

 га
доў

—


з6
сне

жня
199

6га
—

узн
ача

ль

вае
 ка

міс
ію

ўра
джэ

нка
 Сл

уцк
а

Лід
зія

Міх
айл

аўн
а Я

рмо
шы

на.

Пав
одл

е д
адз

ены
х Ц

ВК
, у

Бе

лар
усі

ды
за
яе

меж
амі

 ця
пер



нал
ічва

ецц
а а

мал
ь 6

,9 м
ільё

на

выб
арш

чык
аў,

ёсц
ь в

ыба
рчы

я

ўча
стк

і за
мя

жой
.С
пач

атк
у, я

к

заў
сёд

ы,
ішл

о в
ылу

чэн
не

кан


дыд
ата
ў, п

оты
м—

 іх
рэг

істр
а

цыя
. 18

 ка
стр

ычн
іка

ста
рш
ыня



Цэн
трв

ыба
рка

ма
пав

еда
міл

а:

выб
арч

ым
і к

амі
сіям

і з
арэ

гіст


рав
ана

 ам
аль

 55
8 к

анд
ыда

таў


у д
эпу

тат
ы н

іжн
яй

пал
аты

 бе


лар
уск

ага
Па

рла
мен

та.
Ус

ярэ
д

нім
ун

асс
ёле

тап
а5

прэ
тэн

дэн


таў
на
дэ
пут

ацк
аек

рэс
ла—

бо


выб
ірае

м
110

 дэ
пут

ата
ў.

Каб


выб
ары

пр
айш

лі,
укр

аіне
ўтв

о

ран
ы

583
1 в

ыба
рчы

 ўч
аст

ак.

І ш
то

адм
етн

а: н
яма

 ні
вод

най


“бе
зал

ьтэ
рна

тыў
най

” в
ыба

рча
й

акр
угі!
Пры

гож
ыя

бук
лет

ын
а4

ста


рон
кі,

з ка
ляр

овы
мі
фот

азд
ым


кам
іка

нды
дат

аўд
аст

алі
зпа

ш

тов
ых

скр
ына

к т
ыдн

і дв
а т
аму



і ж
ыха

ры
адн

аго
 з

пад
’езд

аў

у м
інск

ім
мік

рар
аён

е З
ялё

ны

Луг
. П

яць
 ка

нды
дат

аў,
вын

і

кае
 з і

нфа
рма

цый
наг

а б
укл

ета
,

зма
гаю

цца
 за

 ме
сца

 па
д п

ар

лам
енц

кім
 со

нца
м п

а К
алін

оў

ска
й в

ыба
рча

й а
кру

зе
№

108
.

Уа
сно

ўны
мк

анд
ыда

ты
сам

ага


сац
ыял

ьна
 а

кты
ўна

га
ўзр

ос

ту:
197

7,
198

0,
199

5,
199

8,

198
8 г

адо
ў н

ара
джэ

ння
, ад

зін

тол
ькі

—
пен

сіян
ер,

сяб
ар

Ка

мун
істы

чна
й п

арт
ыі

Бел
ару

сі.

Усе
—

муж
чын

ы,а
дзін

зіх
бес



пар
тый

ны.
Чы

мн
ах
леб

 зар
аб

ляю
ць?

 Лі
дар

 ад
ной

 з п
арт

ый,


дыр
экт

ар
пра

дпр
ыем

ств
а, т

эх

нік
па
ра
моц

ед
ыэ

ксп
луа

тац
ыі

абс
тал

ява
ння

,
інж

ыне
рп

ра

гра
міс

т, н
ача

льн
ік с

луж
бы

ме

нед
жм
ент

уя
кас

ціа
дна

гоз
мін



скіх
 пр

адп
рые

мст
ваў
. Г

ада
выя



дах
оды

—
нен

адт
ака

бвы
сок

ія,

з м
аім

 ул
асн

ым
 су

пас
таў

лял
ь

ныя
, д
вое

 на
ват
 ул

асн
ай

маё


мас
цін

ем
аюц

ь.К
ара

цей
,лю

дзі

зна
род

а.

Кры
ху

бол
ьш

інф
арм

ацы
і

пра
кан

дыд
ата
ў—

уп
адо

бны
м

жа
бук

лец
е,я

кія
паб

ачы
ўу

сяб


ра:
ёнб

удз
ега

лас
ава

цьп
аК
ола



саў
ска

йвы
бар

чай
акр

узе
№
106

.

Так
сам

апр
этэ
ндэ

нта
ўп
яцё

ра,
і

ўсе
 му

жчы
ны.

 Ро
дам

 з
Кал

ін

кав
іч,

Ма
гілё

ва,
Асі

пов
ічаў

,

Жо
дзін

а,
Бар

ана
віч

і М
інск

а,

усе
—
зв

ыш
эйш

ай
аду

кац
ыяй

,

іад
зін

тол
ькі

бес
пар

тый
ны.

Хад
зіць

цін
еха

дзіц
ьга

лас
а

вац
ьна

вы
бар

ы—
вы

раш
ае,

вя

дом
аж

,ко
жны

сам
.А
дна

кп
ры

тым
вар

там
ець

на
ўва

зе,
што

ў

соц
ыум

е н
ічо
га н

е а
дбы

вае
цца



сам
о п

а с
абе

. Ра
шэн

ні п
ра
вы

бар
 шл

яхо
ў, я

кім
і да

лей
 ра

зві

вац
ца

бел
ару

ска
му

гра
мад

ств
у,

ун
ема

лой
сту

пен
і за

леж
аць

ад


таг
о,х

тоб
удз

еп
рац

ава
ць
ун

о

вым
Па

рла
мен

це.
Там

у,в
ыбі

ра

ючы
“св

аіх”
ка
нды

дат
аў
—

мы


выб
ірае

мс
ваю

буд
учы

н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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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
пач

атк
ул
ета

ун
аша

йга
зец

евы
й

шаў
 тэ
кст

 “Х
оць

 і ў
 Не

апа
лі д

ы ў
 Ры



ме
—

але
 ж

дум
кам

і на
 Ра

дзім
е!”

(ГР
,

13.0
6.20

19)
.М

ып
ісал

і,ш
тоі

ўб
ела

рус


кіх
 су

пол
ках

 Іта
ліі

акт
ыўн

а р
ыхт

ава
лі

сяд
аІІ

Еў
рап

ейс
кіх
гул

ьня
ў.Т

ады
Ні
на

Паш
чан

ка,
прэ

зідэ
нт

Кул
ьту

рна
ад
ука



цый
наг

а ц
энт

ра
“Фр

анц
ыск

 Ск
ары

на”
,

доб
рым

сло
вам

зга
дал

асв
айг

ов
іцэ

прэ


зідэ
нта

 Та
цця

ну
Тыл

ько
віч.

 Гэ
та
ж я

на

раз
мяш

чал
а і
нфа

рма
цыю

 ў
Вац

ап
гру



пе
“Де

воч
ки

из
Бел

ару
си

в И
тал

ии”


пра
 б
уду

чую
 ў
рач

ыст
ую

цыр
ым
оні
ю

зап
аль

ван
ня

агн
ю г

уль
няў

 у
муз

ейн
ым


ком
пле

ксе
 A
ra

Pac
іs
Mu

seu
m.

Вос
ь і



ўзн
ікл
а ў

 іта
лья

нск
іх б

ела
рус

аў
пра

па

нов
а:п

адт
рым

аць
суа

йчы
нні

каў
на
ўр
а

чыс
тас

ці.
Бац

ькі,
 дз

еці
саб

рал
і ак

тыў


ную
, ш

мат
кол

ерн
ую

гру
пу

пад
тры

мкі
.

Дзя
кую

чы
гру

пе
“Де

воч
ки

из
Бел

ару
си

вИ
тал

ии”
,уд

акл
адн

іла
Нін

аП
ашч

анк
а,

ізн
ося

цца
мн

огія
суа

йчы
нні

цы
ўР

ым
е.

А ў
 ху

ткім
 ча

се
вых

одз
іў т

экс
т п

ра
та

лен
авіт

ых
вых

ава
нца

ў зг
ада

наг
ац

энт
ра

(“П
ера

маг
аюц

ь п
рыг

ожы
м с

лов
ам”

 —


ГР,
29.0

7.20
19)
, іт

ады
ма

маю
Ма

тэа
дэ


Гра
ндз

іса
наз

ван
ая
был

аВ
оль

га С
ярг

е

еўн
а, у

 дз
яво

цтв
е Т

ыль
ков

іч.
І ў
знік

ла

ўн
асп

ыта
нне

:як
так

?У
ад
ным

тэк
сце



Тыл
ько

віч
—Т

ацц
яна

,уд
руг

ім—
Во

ль

га…
 Ні

на
Паш

чан
ка

пат
лум

ачы
ла:

па

мы
лкі
 ня

ма,
 бо

 ян
ы—

 ро
дны

я с
ёст

ры.


Абе
дзь

ве
пра

цую
ць

у К
АЦ

 “Ф
ран

цыс
к

Ска
рын

а”.

На
пач

атк
у в

ера
сня

 ў
шко

ле
цэн

тра


пра
гуч

аўп
ерш

ыз
ван

ок,
іН
іна

Паш
чан



ка
дас

лал
а н

ам
свя

точ
ныя

 фо
таз
дым

кі.

На
адн

ым
зіх

—
дар

адц
аА

мба
сад

ыБ
е

лар
усі

ўРы
меУ

лад
зім
ірВ

асіл
ько

ў,В
оль



гад
эГ
ран

дзіс
 (у

дзя
воц

тве
Ты

льк
овіч

),

Нін
аП

ашч
анк

а, Т
ацц

яна
 Ты

льк
овіч

 ды


Вік
тор

ыя
Даў

гул
евіч

. Г
ана

ров
ым
і г
ас

цям
і н

а і
мпр

эзе
 бы

лі
згад

аны
 Ул

адз
і

мір
 Ва

сіль
коў

, да
рад

ца
Пас

оль
ств

а Р
а

сіі
ўІт

аліі
Ка

нст
анц

інБ
яля

еў
ды

айц
ец

Сер
гій,

 на
ста

яль
нік
М
ікол

ьск
ага
 хр

ама
.

Спа
дар

ыня
 Ні

на
піс
ала

, ш
то

Рэс
пуб

лі

кан
скі

цэн
тр
нац

ыян
аль

ных
ку
льт

ур
(ім

кіру
еВ

оль
гаА

нто
нен

ка)
пад

ары
ўК

АЦ


“Фр
анц

ыск
 Ск

ары
на”

 кн
ігі,

бел
ару

скія


сув
енір

ы:
там

 ст
вар

аец
ца

бел
ару

скі
ку

ток
. М

інад
ука

цыі
 “а

бяц
ала

 да
ць

тро
хі

кні
г”.

Аса
блі
вую

па
дзя

ку
Нін

аП
ашч

ан

кав
ыка

зва
еМ

іхаі
лу
Рыб

ако
ву(

які
ўзн

а

чал
ьва

еМ
узе

йгі
сто

рыі
бел

ару
ска

йл
іта

рат
уры

)за
дап

амо
гу,
пад

тры
мку

цэн
тра

.

➔
 Ст
а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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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3
609) l

 

 

 

 l
 п

ятніц
а, 15 ліс

тапада, 2019

Найвы шэй шай  

про бы  

га ла сы
Стар.  8

Прэм’ера 

рубрыкі 

“Крыніцы 

натхнення:  

Мір і в
аколіцы”

Стар. 5 БЕ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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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я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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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ра
чыс

тае
 ўш

ана
ван

не
пе

рам
ожц

аў
пра

ход
зіла

 30
 ка

ст

рыч
нік
а ў

 Вя
ліка

й з
але

 Дз
яр

жаў
наг

а К
рам

лёў
ска

га
Пал

аца
.

Кон
кур

с “
Сям

’я
год

а”
—

гэт
а

маш
таб

ны
пра

ект
,ён

пра
йш
оўу



Рас
ііў
чац

вёр
ты

раз
іп
асп

еўз
а

вая
вац

ьст
ату

сга
лоў

наг
ася

мей


наг
ако

нку
рсу

кр
аіны

.Сё
лет

аў

рэг
іян
аль

ных
 яг

о э
тап

ах
паў



дзе
льн

ічал
а 3

343
 ся
м’і!

 А
што



вял
ікая

 с
ям’

я
Пад

кар
ыта

вых


вый
шл
а ў

 сп
або

рні
цтв

ах
у л

ік

пер
амо

жца
ў—

на
мп

аве
дам

іла

Лю
дмі

ла
Бак

лан
ава

 з
Цю

мен
і,

наш
 ня

шта
тны

 ка
рэс

пан
дэн

т. І


ўжо
да
сла

ла
дня

мів
ялік

іар
ты

кул
пра

сям
’ю,
які

ры
хту

ецц
ада



дру
ку.
Мя

рку
ем,
 чы

тач
ы “

ГР”
 до

б

рав
еда

юць
,ча

му
ўна

сёс
цьі

нта


рэс
да

сям
’іП

адк
ары

тав
ых:

уё
й

суж
энц

ыС
тан

ісла
ўі
Над

зея
вы



хоў
ваю

цьп
еця

рых
дзя

цей
.А

На

дзе
яро

дам
зБ

ела
рус

і,я
еба

цьк
і

Ма
рыя

ды
Мі

кал
айП

іску
ны

—з


Баб
руй

шчы
ны.

 М
ы п

ра
тое

 пі

сал
і: “

Рад
аво

д з
 пе

сня
мі”

 (Г
Р,

29.0
3.20

19)
. М

ары
я П

іску
н ц

я

пер
—
кіра

ўні
цаЦ

юм
ень

ска
йаб



лас
ной

 гр
ама

дск
ай

арг
аніз

ацы
і

“На
цыя

нал
ьна

кул
ьту

рна
е т

ава


рыс
тва

“А
ўта

ном
іяБ

ела
рус

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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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
ыц ця

Вялізны плакат у цэнтры М
інска заклікае на выбары

1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аўторак, 26 лістапада, 2019 

Многія ведаць пра шасціфігур

ныпомнікуЖодзіне,якіназываюць

Манументам у гонар маціпатрыёткі

Купрыянавай.Правобразаміягосталі

АнастасіяФамінічнадыпяцёраяесы

ноў,якіязагінулінафрантахВялікай

Айчыннайвайны.Наймалодшыюнак,

які ўвасоблены ў бронзе бліжэй да

матулі, з аглядкай, развітальнымпо

глядамсыходзіцьадяе—гэтайёсць

Пётр.75гадоўнядаўнаспоўнілася з

часугераічнайгібеліПятраІванавіча,

якому пасмяротна было прысвоена

званнеГерояСавецкагаСаюза.

Усуботу,2лістапада,прадстаўні

кі дыпмісій Беларусі ды Расіі ў Лат

віі, Ліепайскай беларускай грамады

“Мара”, Скрундскага самакіравання,

пошукавікі,мясцовыяжыхарынавай

сковыхбрацкіхмогілкаххутараЛіекні

ўшанаваліпамяцьГероя.

Нарадзіўсяж беларус у 1926 годзе

ўЖодзіне, змая43гапаліпень44га

быўсувязным,затым—кулямётчыкам

партызанскайбрыгады“Разгром”.Быўі

разведчыкам,падрыўніком,удзельнічаў

уразгромахварожыхгарнізонаў.Уліпе

ні 44га, каліЧырвоная армія выгнала

фашыстаў з Беларусі, Купрыянаў сы

шоўдобраахвотнікамнафронт.А2ліс

тападаўтойжагодубаяхпаліквідацыі

акружанайфашысцкайгрупоўкіўПры

балтыцыпагеройскузагінуў:грудзьмі

закрыўамбразуруварожагадзота.

Памятнаяімпрэзадоўжыласяйна

месцы гібелі Пятра Купрыянава, дзе

ўсталяванымемарыяльныкамень.Пра

яголетась,каліадзначаліназгаданых

брацкіхмогілках74югадавіну зча

сугібеліГероя,даведалісяактывісты

суполкі “Мара”. Ім расказаў пра тое

Сяргей Пятроў, кіраўнік пошукавага

цэнтра“Либава”дыінтэрнэтпартала

“НашаПобеда.LV”.БеларусызЛіепаі

загодпрывялімесцаўпарадак,плану

юцьдаглядацьінадалей.Прадстаўнік

“Мары”,грамадскідзеячЛіепаіЮры

Хадаровіч, ускладаючыкветкі да ка

меня,заявіў:беларускаясуполкабярэ

шэфстванадсвяшчэнныммесцам.Ён

падзякаваўзааказануюдапамогуАм

басадзеБеларусіўЛатвіі,гаспадарам

хутараЛідумніекі.

Юры расказаў, як, пачуўшы пра

мемарыяльны камень, актывісты

“Мары”вырашыліпаехацьтуды:гэ

тапарукіламетраўадмемарыялаху

тараЛіекні.Выбралічас,паехалі.Ды

ўбачылі: невялічкі манумент апош

нія гадоў 20 ніхто не даглядае, за

раслоўсётрохмятровымхмызняком.

“Нават ценю сумненняў не ўзнікла

ўнас,штозтымрабіць:самібудзем

прыводзіць усё ў парадак! — згад

ваў Юры.— Абмеркавалі сітуацыю

зсупольнікамі,склаліпландзеянняў

дыўадзінзвыхадныхнамашынах,

з інструментам паехалі на суботнік.

Упершыдзеньвыпілаваліхмызняк,

ачысцілітэрыторыюваколманумен

та.➔
 Стар. 6

Нядаўнабеларускаякаманда

вярнуласяззалатымімедалямі

зконкурсупаробататэхніцы

ўДубаі:янапрызнаналепшайсярод

189камандсвету!Цікава:што

хаваецца“закулісамі”

сенсацыйнайперамогі?

Робататэхніка ў Беларусі — модны

занятак.Прычым займаюцца ёй прафе

сіяналы, адзін з якіх— малады мінскі

выкладчык АляксандрФранцкевіч. Як

раз падрыхтаваная ім каманда Robo4U

перамагланаконкурсепаробататэхніцы

йпраграмаванніFІRSTGlobalChallenge

ўДубаі(Аб’яднаныяАрабскіяЭміраты).

Уявіце сабе: лепшая сярод 189 каманд

свету!Дваіхшкольнікаў,траіхстудэнтаў

дыіхтрэнерацёпла,звялікайпашанай

сустракалінаРадзіме.

Як выхоўваюць чэмпіёнаў такога

ўзроўню?Пратоемыгутарылізіхтрэ

нерам.Дзезнайсцібудучагачэмпіёна?

Яму ўдалося сабраць моцную ка

манду,згуртавацьяе,давесцідаперамо

гі. Аляксандр Францкевіч лічыць, што

мае ўнутранае адчуванне “кандыдатаў

у чэмпіёны”: “Магу навучаць базавым

ведам па праграмаванні, а калі заўва

жаю ў дзіцячых вачах іскрынку, бачу

запал,цікаўнасць,самастойнасць,сама

дысцыпліну—тадызапрашаювучняў

каманду, што рыхтуецца да конкурсаў.

Вельміважнаясамадысцыпліна:унасна

заняткі,напрыклад,ніхтонеспазняецца.

Падрыхтоўкадаконкурсаўпатрабуевя

лікіх высілкаў, шмат часу. Але многія

маевучніўсюдыпаспяваюць”.

Галоўная пляцоўка, дзе шліфуюц

ца таленты,— у лабараторыі кампаніі

Іtransіtіon, міжнароднага пастаўшчыка

ІТрашэнняўіпаслуг.Тамёсцьцэлыка

бінет,уякімзбіраюцьробатаў.Заўсёды

адчыненыдляхлопцаўідзверыРэспуб

ліканскагарэсурснагацэнтраадукацый

най робататэхнікі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дзярж

педуніверсітэта імя Максіма Танка:

там Францкевіч працуе выкладчыкам.

➔
 Ста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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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рэ ва  

мас тац тва  

з го мель скі мі  
ка ра ня міСтар.  7

Даў ні боль 

паўстанняСтар. 3

Па пра цы  
і па ша наСтар. 4

рытмычасу

Ма лод шы сын Анас та сіі Куп ры я на вай меркаваННе

выбіралілепшых

ПадведзенывыніківыбараўуПалату

прадстаўнікоўНацыянальнага

сходуБеларусі

Мнепашчасцілабыцьміжнароднымназіраль

нікамадСадружнасціНезалежныхДзяржаў.Мы

зрабілі выснову: выбары былі дэмакратычныя,

легітымныя, адпавядаюць заканадаўству Бела

русі.Прайшлі ў спакойнай абстаноўцы.Выбар

шчыкі актыўна галасавалі, зацікаўленавыбіралі

лепшых.Загадзяведалікандыдатаў,боправедзе

навялікаяработапамесцыжыхарства.

Міжнародныя назіральнікі ад СНД працава

ліўГомельскайсельскайвыбарчайакрузе№37,

у складзе якой73участкі.Старшыня акруговай

выбарчайкамісііЛарысаЛеглікпрапанавалана

ведацьлюбыз іх.Прадаступнасць,адкрытасць

любогаўчасткагаварылійнапрыёмеўаблвыкан

каме.Нашагрупанаведала10участкаў.Усюды—

дзелаваяабстаноўка,святочнынастрой.Участкі

забяспечаныўсімнеабходным,вывешанаінфар

мацыя пра кандыдатаў, галасаванне праходзіла

свабодна.Накожнымучасткуёсцьназіральнікі.

На адным, бачылі, віншавалі дзяўчынувыбар

шчыцу,
якая

г а л а с а в а л а

ў п е р шы ню .

На другім —

сустрэліся
з

Героем Сацы

я л і с т ы ч н а й

Працы,дырэк

тарам
прад

п р ы е м с т в а

“ Б р ы л ё в а ”

АркадземКоб

русевым.Доб

рыя ўражанні

пакінулі
са

наторыі“Машынабудаўнік”,“Чонкі”,дзепалова

гасцей—расіяне.

Мыпабачылі:беларусылюбяцьсваюзямлю,

беражліваставяццадагісторыі,уіхсяброўскае,

братэрскае стаўленне да расіян.Старшыня рай

выканкамаАленаАлексіна,яенамеснікІгарБей

зерзнаёмілінасзраёнам,яныбачацьперспекты

вуягоразвіцця,клапоцяццапражыхароў.

Жадаем Беларусі поспехаў з новавыбраным

складамПалатыпрадстаўнікоў!

МікалайГоласаў,міжнародны

назіральнікадСНД,г.Бранск

Та лен ты і ро ба ты

У Лат віі, на вай ско вых брац кіх мо гіл ках ху та ра Лі ек ні, што ў Нік рац кай во лас ці  

Скрунд ска га краю, уша на ва лі па мяць Ге роя Са вец ка га Са ю за яф рэй та ра Пят ра Куп ры я на ва

ДарогаміПамяЦі

Удзельнікіпамятнайімпрэзыкалямемарыяльнагакаменя

намесцыподзвігуПятраКупрыянава

Манументугонармаці-патрыёткіКупрыянавайуЖодзіне

“Залатая”камандаіяетрэнер

Сустракаюцьназіральнікаў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ацвер, 12 снежня, 2019 

Ёсць ней кая ня ўлоў ная мя жа па між лі
хам і да бром — у лю бую па ру жыц ця. На
ват у ця пе раш нім ча се, ві хур ным све це, ка лі 
змя ша ла ся, зда ец ца, усё з усім. Нех та ро біць 
на та бе свой біз нес — а ўсмі ха ец ца, як леп
ша му сяб ру. Хтось ці, пра вёў шы пе ра мо вы, 
зда ва ла ся б, “у цёп лай дру жа люб най ат мас
фе ры”, кі дае ўслед та бе, толь кі пры кры еш 
за са бой дзве ры, раз драж нё на: “Пайшоў 
ты!..”. Цы ніч ны кар’ е рыст, цяг ну чы жы лы 
з пад на ча ле ных на шля ху да ўла ды, зна хо
дзіць са бе апраў дан не: “Нічога асабістага: 
толь кі бізнес”. Эх, як хо чац ца та ды кі нуць 
бяз душ на му спрыт ню гу, пе ра фра зу ю чы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на род нае: “Біз нес доб ра вА мі 
ўгно е ны — вось та му ён і рас це!”.

Здзел кі па брэк сі це, ганд лё выя вой ны, 
аф шо ры, пад стаў ныя фір мы, кант ра факт, 
чор ныя ры эл та ры, пад поль ныя ца хі, це не
вая эка но мі ка, бруд ная наф та, ганд лё выя 
санк цыі… Не хо чац ца доў жыць. Хо чац ца 
жыць — і не ба яц ца, што ця бе “кі нуць”. Што 
та бе здра дзяць. Што та бе “ўсу нуць”. Што 
ця бе ска рыс та юць і вы кі нуць, як сал фет ку. 
Спі шуць, вы бра ку юць. Ды яшчэ і ўпік нуць: 
“Я ж та бе…” Ці ў маш та бах кра і ны: “Ну 
мы ж вам, бел ару сам…”. Та му ўсё больш 
цэ ніш з га да мі не столь кі ма тэ ры яль ны даб
ра быт (важ на ж не коль кі ма еш — важ на, 
каб та бе ха па ла), коль кі год ных лю дзей, 
хто ад чу вае ня ўлоў ную мя жу па між лі хам 

і да бром. І, тры ма ю чы ўсі мі сі ла мі раў на
ва гу на Тэ ры то рыі Даб ра, ні ко лі мя жу тую 
не пе ра сту пае.

Вя до ма ж, у вя лі кай па лі ты цы — свае за
ко ны, пі ярха ды, па літ тэх на ло гіі. Але ж ка лі 
ёсць ду хоў ная род насць і шчы расць па між 
людзь мі, то гэ та му ве рыш і без “пры праў”. 
Пе ра гледзь це фо та здым кі, ві дэа рэ парт ажы 
з ча су ві зі ту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Бе ла ру сі ў Сер бію. 

Мяр кую, шмат зра зу ме е це, ад чу е це й без 
слоў. А нех та, маг чы ма, зга дае, як у 1999м 
ма ла ды Прэ зі дэнт ма ла дой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е
ла русь па ля цеў у Бялг рад. Які та ды бам бі лі 
са ма лё ты НА ТА. “Ча го ж яго ту ды, у са мае 
пек ла па нес ла?..” — пэў на, не толь кі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ба буль кі, па мя та ю чы жа хі Вя лі кай 
Ай чын най, так раз ва жа лі. Ды й ма лі лі ся 
за смель ча ка. ➔ Стар. 2 

ВыкладчыкзМінска,якінекаторы
часмеўстатус“замежнагалектара”
ўБялградскімуніверсітэце,даў
інтэрв’юсваёйбылойстудэнтцы

Для Мі кі ты Су прун чу ка ў ма іх су ай
чын ні каўсер баў ёсць толь кі са мыя доб
рыя сло вы. Пра яго чу ла мер ка ван ні: ён 
ці хі ды спа кой ны ча ла век, вель мі шчы ры 
й пра нік лі вы. Не пры хоў вае, да ча го ля
жыць сэр ца. Хоць не на ра дзіў ся ў Сер біі, 
але ж лю біць на шу кра і ну, заў сё ды вяр
та ец ца да яе, і на серб скай мо ве га во рыць 
вель мі доб ра. Серб ская мо ва, куль ту ра — 
гэ та яго ны пра фе сій ны ін та рэс.

Мі кі та Вік та ра віч — кан ды дат на вук, 
да цэнт ка фед ры тэ а рэ тыч на га і сла вян
ска га мо ва знаў ства Бел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та, 
за гад чык ка фед ры рус кай мо вы для за меж
ні каў у Мін скім дзяр жаў ным лінг віс тыч
ным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За кон чыў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 

фа куль тэт БДУ (2002), вы кла дае серб скую 
мо ву (тэ а рэ тыч ную гра ма ты ку і прак ты ку 
маў лен ня), а так са ма рус кую мо ву як за
меж ную. Кан ды дац кую аба ра ніў у 2005м 
па серб скай гра ма ты цы. Мі кі та Вік та ра
віч — адзін з за сна валь ні каў Мінск ага лінг
віс тыч на га гурт ка. Пра ца ваў не ка то ры час 
вы клад чы кам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і рус кай мо ваў на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м фа куль тэ це ва ў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Бялг ра да, пры чым быў для нас, пры зна ю
ся, ад ным з лю бі мых вы клад чы каў.

З Мі кі там Вік та ра ві чам мы амаль цэ лы 
дзень гу та ры лі ў Бялг ра дзе, ка лі ён удзель
ні чаў у XVІ Між на род ным з’ез дзе сла віс
таў, які пра хо дзіў ле тась 20–27 жніў ня. 
На пад ста ве гу та рак я зра бі ла ін тэр в’ю, 
якое на па чат ку 2019 го да бы ло зме шча
на ў серб скім ча со пі се “Knjizevni pregled”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 агляд”)”. Пра па ную чы та
чам ва ры янт ін тэр в’ю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е.

— Мі кі та Вік та ра віч, як па чы на лі
ся Ва шы да ро гі ў Сер бію?

— Ка лі я ву чыў ся на філ фа ку БДУ, то 
спе цы я лі за ваў ся на ка фед ры сла вян скіх 
моў і тэ а рэ тыч на га мо ва знаў ства. За сна
ваў яе ў 1966м го дзе вы дат ны ву чо ны, 
пра фе сар Адам Су прун. Яго ныя вель мі 
ці ка выя лек цыі мне па шчас ці ла слу хаць 
у 1997–98 га дах. Кі раў ні ком жа ма ёй 

ды сер та цыі, пры све ча най асаб лі вас цям 
серб скай гра ма ты кі, быў бы лы ас пі рант 
Ада ма Яў ге на ві ча, ця пе раш ні пра фе сар 
філ фа ка БДУ Ба рыс Нор ман, вы біт ны 
на ву ко вец. Дзя ку ю чы та кім слаў ным лю
дзям я маю ін та рэс да сла віс ты кі. На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м фа куль тэ це БДУ з 2005 го да 
вы кла даю серб скую мо ву, лінг віс ты ку, 
не ка то рыя ін шыя прад ме ты.

— А ка лі ў Вас з’я ві ла ся ці ка васць 
да сeрбскай мо вы? Хто бы лі ва шы на
стаў ні кі?

— Яшчэ ў шко ле мя не ці ка ві ла гіс то
рыя Юга сла віі, та му са чыў за на ві на мі з 
Сер біі, Ма ке до ніі, Бос ніі, Хар ва тыі. Та ды, 
у 90я, па сту па лі ў асноў ным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і пра санк цыі, кан флік ты, вой ны, дэ ман
стра цыі… Гэ та бы лі пры кме ты пе ра мен, 
пе ра бу до вы, на ды хо ду но вых ча соў. Акра
мя та го, я за хап ляў ся, і мае сва я кі, сяб ры  
так са ма, ге ра із мам серб скіх сал дат. Вось 
так ці ка васць да кра і ны, яе на ро да па ча
ла ся з бя гу чых, га ра чых на він. У вы ні ку 
я стаў больш чы таць пра гіс то рыю паў
днё вых сла вян. У ста рэй шых кла сах ма
тэ ма ты ка і мо вы ў мя не іш лі доб ра, та му 
не ка то ры час і су мня ваў ся: які ж кі ру нак 
для да лей ша га на ву чан ня абраць? Вы ра
шыў пай сці на 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 фа куль тэт. А 

ў той час, у 90я, бы лі яшчэ све жыя ўспа
мі ны пра Юга сла вію як ма гут ную, ба
га тую, слаў ную кра і ну. Ска жам, у нас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вы дат най рэ пу та цы яй ка рыс та
лі ся абу так, мэб ля, адзен не з Юга сла віі. 
У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ў 1997м 
го дзе ўпер шы ню бы ла на бра на гру па сту
дэн таў па сербскaй мо ве і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два 
хлоп цы і дзе вяць дзяў чат. Вы клад чы цай 
серб скай мо вы бы ла Люд мі ла Ля во на ва, 
цу доў ная знаў ца серб скай куль ту ры, пе
ра клад чы ца, вель мі сар дэч ны, да лі кат ны, 
доб ры ча ла век. А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вы кла даў 
пра фе сар Іван Ча ро та,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 кры
тык, пе ра клад чык і ўкла даль нік шэ ра га 
ан та ло гій, які не каль кі дзе ся ці год дзяў вы
ву чае серб скую куль ту ру, бе ла рус касерб
скія су вя зі. ➔ Ста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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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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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е за бы тыя 
вы, 

“Не за буд кі”!
Стар. 7

Та кія 
пры го жыя, 
цёп лыя дні

Стар. 4

Сваё мес ца 
ў крым скай 
су поль нас ці

Стар. 5

дыялогкультур

Род ныя лю дзі на Бал ка н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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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эрыторыядаБрыні

радасць
напарадкудня
уБеларусіўчарговы
разпачаласямаштабная
дабрачыннаяакцыя
“нашыдзеці”

Пра тое, каб у дзе так у На
ва год неКа ляд ную па ру бы ло 
больш на го даў для ра дас ці, ру
пяц ц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не толь кі Дзед 
Ма роз і Сня гур ка. У кра і не што
год пра хо дзіць Усе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даб ра чын ная ак цыя “На шы дзе
ці”. Кі раў ні кі мі ніс тэр стваў ды 
ін шых ор га наў дзярж кі ра ван ня, 
мяс цо вых улад,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і 
гра мад скіх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й на па
вест ку дня ста вяць... дзі ця чую 
ра дасць. Са лід ныя дзя дзіцё ці 
на вед ва юць дзі ця чыя ін тэр на ты, 
да мы ся мей на га ты пу, апя кун
скія й пры ём ныя сем’і, а так са
ма тыя сем’і, якія вы хоў ва юць 
дзя цейін ва лі даў. Не за ста юц ца 
без вы со кай ува гі й цэнт ры ка
рэк цый нараз ві ва ю ча га на ву
чан ня й рэ абі лі та цыі, баль ні цы. 
Чы ноў ні кі він шу юць дзя цей з 
Но вым го дам, Ка ля да мі, пры
во зяць ім па да рун кі. Да та го ж 
аказ ва юць да па мо гу кі раў ніц тву 
та кіх пад шэф ных уста ноў у вы
ра шэн ні бя гу чых праб лем.

Ак цыя пра хо дзіць да 10 сту
дзе ня. Пра жа дан не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ць у ёй за яві лі ка ля 100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й. На ве даць сё ле та 
мож на больш за 130 аб’ ек таў.

Іван Іванаў

Серб скія ўра жан ні Мі кі ты Су прун чу ка

У часе візіту Прэзідэнта Беларусі ў Бялград мы чулі шмат неказённых слоў не толькі пра дзелав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Мы сябры, мы проста родныя людзі. А гэта найвялікшая і шчырая аснова нашага 
супрацоўніцтва,” — заявіў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на сустрэчы з Прэзідэнтам Сербіі Аляксандрам Вучычам.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і Аляксандр Вучыч заўсёды сустракаюцца як родныя людзі

Мікіта Супрунчу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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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贝尔格莱德友好务实
会谈
白俄罗斯总统对塞尔维亚的正式
访问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28

14	城市范围的活跃社区
2020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计划举行一个市长论坛，为交
流可持续城市发展关键方面的最
佳做法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事
实上，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
包括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社会
融合，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18	即将创建考古图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家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并
探索了数百个考古遗址。在不
久的将来，研究人员将面临着
根据整个国家的完整研究来创
建考古图的任务

应该负责任地应对现代挑战和威胁

吉尼斯·维克托罗维奇·	
马津斯基博士：
“快乐地行走！”

4

12	丝绸之路信息带
当今时代最大的跨国项目“一
带一路”已实施六年。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秋季提
出了相关建议。最初，中国的
这一倡议引起了不信任，但它
成功地通过了最难的测试，并
成功实施

20

奥古斯都运河通	往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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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尊重！太棒了！

36

34	十四行诗把各民族和语
言团结在一起
茶仅在19世纪才传入白俄罗
斯，改变了咖啡的地位：这是
怎么发生的？

47	莫吉廖夫-他的故乡
米哈伊尔·诺莫维奇·巴甫洛
夫斯基（1885年生于莫吉廖夫
州）在俄罗斯移民的知识分子
中广为人知，他于1920年至
1930年居住在中国

52	我才刚开始自己的拳击
生涯
在当前的乌兰乌德世界拳击锦标
赛上，叶卡捷琳娜·科瓦莱娃
（Ekaterina Kovaleva）成为铜
牌得主。她是白俄罗斯队中唯一
赢得这次锦标赛的队员。尽管卡
佳在开始之前仅接受了几个月的
训练，但在此之前她从事过踢
拳，并成为了世界冠军

46	地球诗人
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经典著作
《精选俳句短诗》出现在《地球
诗人》系列丛书中。白俄罗斯共
和国国家奖获得者亚历山大·里
亚扎诺夫是这本书的翻译者。该
系列的出版无疑是白俄罗斯文学
翻译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喝出幸福
关于“茶”
主题的即兴创作 56

新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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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看，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
新议会已经开始工作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琴科
当选国民议会众议院

议长。参议院议长是纳塔利
娅•科恰诺娃。按照传统，中
央选举委员会议长利迪亚•耶
尔莫希纳宣布新一届众议院
会议开幕。负责人强调，选
举是根据《白俄罗斯宪法》

和《选举法》在自由和开放
的条件下举行的。在110个选
区中，没有一个存在争议。
一个地区的候选人人数达到
8人。众议院目前的组成值得
注意的是，女性代表人数显
着增加。自国民议会成立以
来，这一比例首次达到40％
。注意到代表政党的代表人
数有所增加。现在有21位，
所有代表都有高等教育，其
中10位获得科学家学位，有
37人获得奖章和奖牌。代表
中有教师、工程师、律师、
医生、经济学家、有专业的
军事人员和外交官。在新一
届会议上，参议员和众议员
确定了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并通过公开投票选出了他们
的领导人。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互利对话带来的
好处
白俄罗斯总统和俄罗斯总统
在索契举行会谈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弗
拉基米尔·普京于12月

7日在索契进行了五个多小时
的谈判,在和解上取得了重要
进展,证明了明斯克根本没有
试图单方面从莫斯科获得经
济优惠。难怪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会议上毫不犹豫地
强调:
“我们很久以前就达成协议，
并发展了我们的协议，人员和
企业实体必须具有平等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平等的条件，不
需要任何其他条件。如今，俄
罗斯对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
为每1000立方米127美元。”
但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
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对话中
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
数字：“正如有人所说，我们
并不要求廉价的天然气、廉价
的石油。最主要的是应该有相
等的条件。如果我们的企业以
200美元的价格购买，那么竞
争对手的企业（在俄罗斯授
权）必须具有相同的价格。否
则，根本不会为我们的关系奠
定基础。弗拉基米尔·普京指
出，本次会议与整个联盟国家
建设互利本质：“我希望，我
们将继续使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感到亲密，在经济领域继续和
睦相处。此外，不仅在社会领
域，而且从整合中也要获得益
处。”

安德烈·皮梅诺夫

专家得出结论
在莫斯科举行了“联盟国：
成就，问题，前景”科学实
践会议。它致力于联盟国条
约签署20周年。

来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的大约五百名企业、

学术、文化界，以及主要媒
体代表参与了会议。除全体
会议外，在莫斯科举行的会
议审查了联盟国发展和成就
的主要里程碑。
联盟国务卿格里高利·拉波
塔提请注意以下事实：首次
邀请了相当多的科学家、专
家、公务员和媒体代表来讨
论当前问题，并在确定未来
的蓝图时采用这种形式：“
二十年前关于我们将生活在
多极世界中的预测，如今已
成为显而易见的现实。至于
新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正
在谈论机器人将如何取代
人，以及如何将数字经济引
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
然，我们应该谈论未来，向
过去致敬，并清醒地评估现
实”。众所周知，1999年12
月通过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白
俄罗斯和俄罗斯联盟国的条
约。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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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负责任地应对	
现代挑战和威胁

在比什凯克举行了集体安全理事会会议。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总统和亚美尼亚总理一起讨论了关于该组织的现实性问
题。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首脑峰会的讲话中说到白俄罗斯将为发展和加强国际
及地区安全而采取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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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首脑们
在峰会开始之前就开始讨论
关于安全的主题。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邀请他的同事们
在“阿拉-阿拉卡”国家公馆
举行非正式晚宴。这是一个
很好的交流机会，可以找到
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白
俄罗斯来说，同样很重要，
因为根据规定，从2020年1月
1日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
书长的职位将由白俄罗斯安
全委员会国务秘书斯坦尼斯
拉夫·扎斯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的主要工作集中
在如何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安
全挑战和威胁。在现代世界
中安全问题直接决定了国家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比什
凯克举行的会议上，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元
首，外交部长和安理会秘书
长对国际局势进行了详细评
估。根据专家的说法，今天
该组织拥有一切必要的力量
和手段来预防和抵抗外部侵
略，并积极应对国家的现代
威胁和安全挑战。军械库对
靠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
边界的地区拥有强有力的政
治和外交影响力。
比什凯克峰会有其独特之
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
不公开的状态。实际上，议
程包括非常精细和严谨的主
题：
在外交、国防和安全领域的
合作。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举行的会
议也不例外。白俄罗斯、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亚美尼亚总理先以狭
义随后扩大的方式讨论了最
紧迫现实的问题。白俄罗斯
总统在讲话中重点介绍了本
国的有关情况。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提出了加强国际和
地区安全的具体建议。首脑

峰会结束后，白俄罗斯领导
人在与记者的简短对话中强
调，他认为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具有帮助稳定世界局势的
潜力：
——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因
此，阻止不良冲突的组织
越多越好。 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是严肃的组织之一，它
将通过各种方法-信息、政
治、外交和军事手段来帮助
稳定世界局势。“如果上
帝不帮忙，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将是唯一的拳头”，
白俄罗斯总统这样回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范围。如果冲突损害到我们
共同的利益，那么我们将共
同抵制这些冲突。这是毋庸
置疑的。顺便说一句，比什
凯克峰会的主题就是——我
们应该更加紧密得团结起
来，并在国际舞台上宣布我
们将共同对这些冲突事件作
出回应。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国家领
导人之间的谈判时间几乎是
原计划的两倍。这再次反映
出解决紧急的安全问题有多
么困难。两国总统邀请白俄
罗斯安全理事会国务卿斯坦
尼斯拉夫·扎西参加谈判。
确实，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区
和该组织边界周围的军事政
治局势并不简单。这是由世
界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全球
对抗造成的。这种情况导致
整个国际法体系的退化。白
俄罗斯总统特别注意到这一
方面，他称：终止中程和短
程导弹条约是不合理并有风
险的。 因此，白俄罗斯总
统提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
应通过一项关于在欧洲不部
署中短程导弹的多边政治宣
言。显然，如果不恢复国家
之间的信任，就无法解决全
球问题。白俄罗斯总统说：
鉴于白俄罗斯历史上的惨痛
教训，我们还呼吁恢复与赫

尔辛基进程类似的关于国际
安全问题的广泛对话。以克
服欧洲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国
家关系中存在的矛盾。
国 家 元 首 指 出 ， 在 军 备
控 制 机 制 遭 到 破 坏 的 今
天，这些举措尤其重要： 
——我们正在逐步部署增强
军事能力，扩大欧洲地区的
军事基础设施。从本质上
讲，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西部边界公开的消息。
现代世界的另一个趋势是抗
议游行的增加和许多国家出
现骚乱。甚至在那些享有盛
誉的国家中也是如此。这种
情况通常由于外来势力的干
预或违反国际法的制裁政
策。白俄罗斯方面的立场
是，只有预防措施才能防止
个别国家和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国周围局势的不稳定。
在这方面，白俄罗斯总统
对 乌 克 兰 局 势 进 行 了 讨
论。在该国东部，武装对
抗已持续5年。冲突早已超
出该国范围。此类冲突总
是助长恐怖主义、毒品贩
运、非法移民和武器走私。
这就是为什么白俄罗斯支
持执行《明斯克协定》以
及在三方接触小组框架内
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原因。 
最近，网络空间威胁已被添
加到军事和经济领域威胁
中。现代战争和冲突在社交
网络上日益严重。这就需要
在信息安全领域展开新的合
作。因此，白俄罗斯提出了
建立“数字社区”的倡议。
它旨在缓解信息领域的紧张
局势，为虚拟空间中的行为
建立通用规则。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同时表
示要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的国际权威并扩大与其他组
织的互动：
——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的
周围区域以及整个地球的局
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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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们的组织必须充分及
时地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
详细并全面地分析局势，并
制定适当的建议和倡议。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作为确保欧
亚地区安全的重要机制，必
须逐步扩大其外交影响力，
增强国际权威。
白俄罗斯根据该组织的“合
作伙伴”以及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观察国”的倡议，将
执行一项有助于加强国际地
位的决定。现在重要的是吸
引可靠的盟友加入组织。首
先，要打击恐怖主义、毒品
威胁，并确保军事安全。
白俄罗斯国家元首认为，为
了确保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
员国的军事安全以及该组织
军事部门的系统发展，有必
要与北大西洋联盟进行直接
平等的对话。例如，已和欧
安组织之间建立此种对话关
系。由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和北约联盟负责确保从温哥
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
安全，所以也应与北约联盟
建立联系。此外，卢卡申科
认为，有必要与联合国更加
紧密地合作，并加强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的反恐潜力。
在比什凯克举行首脑峰会之
后，通过了安全领域内的许
多重要文件。尤其是，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已经签
署关于在2021年前实施《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集体
行动计划。
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解塔吉
克-阿富汗边界紧张局势的其
他措施。专家指出，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国的安全威胁主
要来自阿富汗北部省份，此
地恐怖活动正在加剧。您需
要为这些做好防范准备。
签署的文件中包括该组织国家
元首的联合声明，以及集体安
全理事会关于庆祝伟大卫国战
争胜利75周年的决定和计划。

瓦西里·哈里通诺夫

在
塞尔维亚首都的中心，被
炸弹炸毁的建筑物的废墟
仍在变黑，这是全人类的
清楚教训，这是一些政客
没有听到理性声音时会发
生的情况。1999年的南斯
拉夫悲剧是无法忘记的。
北约航空以牵强的借口无

情地轰炸了一个和平的国家。今天的贝尔格莱
德不急于修饰20年前的伤口。后来，白俄罗斯
总统成为唯一为了在困难时期支持友好人民而
飞往贝尔格莱德的世界领导人。当地人完美地
记住了这种勇敢的举动，记住并欣赏。因此，
他们再次热烈欢迎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成为很
好的可信赖的朋友。原因是2019年12月上旬白
俄罗斯总统对贝尔格莱德进行正式访问。塞尔
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表示深切的敬意，
亲自来到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与白俄罗斯
领导人会面。
正式访问始于纪念馆中花圈，以纪念贝尔格莱
德的解放者摆脱法西斯主义。万人冢，包括在
1944年贝尔格莱德行动中丧生的2000多名士兵
和游击队员的遗体。其中有白俄罗斯人。塞尔
维亚总共有大约十二个这样的纪念馆。他们每
个人都经过精心照顾。仪式结束时，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尊贵的访客》中留下了这
样一个条目：“在第75届加达维那洗礼的那一
年，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人被处死。塞尔维亚
小队Shchira dzyakuyu为纪念最好的孩子，白俄

贝尔格莱德	
友好务实会谈

白俄罗斯总统对塞尔维亚的正式访
问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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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感到悲伤，他们弯腰，塞尔维亚正在前
往另一个光明的环境。”
白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瓦莱里·布莱里夫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
非常了解。 1998年至2001年，他领导白俄罗
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大使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白塞关系经历了不同时期，有起有伏。
我们的商人的首次访问、首次交付、联合项
目，所有这些都在1999年著名事件发生之前就
已经形成。在那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尽了最大
的努力来帮助塞尔维亚人。在这里提供了人道
主义援助。到目前为止，塞尔维亚人还记得这
一点，并感谢我们的支持。
这位外交官说，在2000年代初期，在塞尔维亚
有新人上台之后，双边关系出现了停滞。但
是，在以托米斯拉夫·尼科里奇为首的塞尔维
亚进步党的胜利之后，再与亚历山大·武契奇
取得了胜利，再次有机会加强合作。顺便说一
句，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总统于今年6月举行
了最后一次会谈。然后亚历山大·沃奇奇飞往
明斯克参加第二届欧洲运动会。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表示，希望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
中的更多贸易和经济，以进一步加强相互友谊
的基础。
瓦莱里·布莱里夫强调：“我们的关系正在稳
步发展，而且兴趣日益浓厚。总统每年定期在
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开会两次至三次。就
各种产品的供应达成协议，我们已经完成了所
有项目。在贝尔格莱德，运营白俄罗斯的公共

汽车和无轨电车，卡车和拖拉机的联合生产得
以建立。金属开始流入塞尔维亚市场。我们在
这里提供轮胎，化学纤维。”
顺便说一句，塞尔维亚是欧洲唯一与我们签订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但以去年为例，贸
易额甚至没有达到1.5亿美元。瓦莱里·布莱
里夫批判地看待事情：“您总能找到很多原
因，但这是我们的缺点。没有人需要被责备。
两国经济有所不同。对我们来说，开发一些突
破性的大型项目非常困难。”
瓦莱里·布莱夫列夫指出，两国在旅游业的发
展中拥有大量潜力。此外，两国之间有30天的
免签证制度，并且可以直飞。
“我们不仅由斯拉夫血统和东正教血统团结在
一起。白俄罗斯人和塞族人在他们的历史上经
历了许多麻烦，考验，战争和压迫。因此，我
们像其他人一样，珍视世界，彼此了解，并且
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容易。”
当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新的联合项目将是很
棒的。好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白俄罗斯
总统这次对塞尔维亚的访问将是朝这个方向迈
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确实有很多共同点。在当前的正式谈判
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亚历山大·武希
奇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当然，在塞尔维亚宫，
该国议会以及一个联合商业论坛中，他们主要
讨论了经济。但是，就像遥远的1999年一样，
这次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也谈到了和平。从那以
后，大量的多瑙河水流了很多。但是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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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尔维亚的友谊保持不变。当然，塞尔维亚
总统接待了他的尊贵的客人，不禁回忆起20年
前的历史性访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答案
是这样的：“我绝对要说的是，确实，从远处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人认为我们在进行某
种英勇行为。我们去了兄弟们的家，去了朋友
们的家。有一天，我将详细介绍您之前发生的
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碰巧的是，我们
不能让人们离我们很近。是的，我们不是一个
巨大的帝国。但是我们是你的人民，而你是我
们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在一起。然后发生
了许多相关事件，即人道主义任务。许多人试
图阻止我们与您合作。但是我们当时计划的实
现了” 。
是的，以狭窄和扩展的形式进行的谈判集中在
贸易和经济合作上。但是在此之前，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说，在与塞尔维亚总统的非正式
晚宴前夕，人们开始认真讨论现代国际关系。
今天，它们并不比20年前更好。
白俄罗斯领导人说：“我们没有制造这些问
题。” 但是，您会看到，现在大国正在表现
出它们彼此之间的问题。我直接称他们为帝
国。其中一个的过错是一场贸易战，其他的过
错是由叙利亚的军队衡量的。您也会因此而受
苦，因为大量的难民涌入这里。我们已经开始
谈论新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不需要它。不幸
的是，我们是所有这一切的参与者，但问题不
在于我们。
然而，尽管发生了种种大灾难，白俄罗斯总统
仍然确信塞尔维亚从来没有而且不会贫穷：

“塞尔维亚不仅是巴尔干半岛，欧洲乃至全
世界的项链上的明珠。这是一个美丽的国
家，奇妙的土地可以养活比今天该国更大的
人口。这是一个聪明、英勇、爱国的人民。
因此，塞尔维亚将永远繁荣。”
最近，塞尔维亚经济正在上升。我国准备以
一切可能的方式协助友好国家。但是，总统
没有掩饰他对双边贸易下降的不满。而且他
仅在政府的缺陷中看到了这样做的原因。
“我们将弄清为什么政府部署不正确。我
们将为自己的关系而战，为我们的关系而
战，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水平，包括在贸易
中。”
显然，亚历山大·沃奇奇在将相互贸易的门
槛设定为5亿美元（相对于目前的1.5亿美
元）时同样坚定不移。但是，确实存在此“
攻击”的所有先决条件。有利的地理位置促
进了塞尔维亚的投资吸引力。贝尔格莱德港
口是多瑙河上重要的物流枢纽，多瑙河是欧
洲重要的贸易大动脉。该国与欧盟，欧亚经
济联盟和土耳其有自由贸易制度。
据专家称，去年是塞尔维亚近十年来最好的
一年。GDP增长了近4.5％。建筑和农业的数
量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增长。该国是世界上15
个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在多瑙河的岸
边上种植了许多玉米。
白俄罗斯的农业机械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消费
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五年前的最后一次访
问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参加了诺维萨德
市低功率拖拉机的组装生产开幕。如今，该
公司不仅向塞尔维亚提供技术，而且还向巴
尔干地区的其他州提供技术。明斯克拖拉机
厂在商业论坛上签订了新的产品供应合同。
白俄罗斯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已成为塞尔
维亚首都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BELAZ
矿用自卸卡车在塞尔维亚和该地区国家的采
矿企业中成功运营。
在白俄罗斯，塞尔维亚人的生意也很轻松。
最著名的例子是Dana Holdings公司及其大
型设施Mayak Minsk和Minsk Mir的建设。
当您遇到困难时，他们（塞尔维亚商人——
作者注）来了…我说：为了塞尔维亚人-请
吧。总统强调说，这家公司（“达纳控股公
司”（Dana Holdings））是我们星球上最成
功的公司之一，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
之一，在建筑业创造了奇迹和奇妙的榜样。
并且我们指示他们创建最先进的区域，也许
是欧洲最先进的区域-明斯克米尔（Minsk 
Mir），将在此建造金融中心和办公场所。投
资者来自中东和欧洲，准备与他们合作。

议员会面

B
El

tA

访问

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告诉记者，在会谈中达
成协议，那些在欧亚地区（尤其是在白俄罗
斯）成功运营的公司将有助于将塞尔维亚产
品推向庞大的欧亚经济联盟市场。这种互惠
互利的方法有望在其他行业的合作中取得
成功。当然，在政治层面上的高度信任很重
要。但是在会谈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提
请注意另一个关键点，白俄罗斯人和塞族人
用自己的双手获得了所有好处。
“我们关系的特殊性是我们从不为彼此设定
先决条件。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家人。这是
我们合作的最大和诚实的基础”，白俄罗斯
总统说。
亚历山大·武契奇公开承认，在塞尔维亚，
有些人不敢说他们多么珍惜和热爱白俄罗斯
人民。今天，我们正在自豪地谈论这一点，
并希望您尽可能多地来这里。我从卢卡申科
总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为我们的友
谊感到自豪，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依靠我们白
俄罗斯朋友的支持和知识。
塞尔维亚总统特别说，他对白俄罗斯在国防
和安全领域的经验非常感兴趣。在塞尔维
亚，计划对军队进行改革，使其速度更快，
机动性更强。对此，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说：经验是最宝贵和最昂贵的。但是与我们
的经验也是您的经验。您可以随时使用它。
最近发布的世界数据，根据该数据，白俄罗
斯在安全性方面居世界第一。我们可以将此
经验传达给您。
在对塞尔维亚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还会见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白俄罗斯总统在讲话中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的许多尖锐问题，从历史和地缘政治到经济
和安全。主席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白俄罗
斯在与其领土完整和主权有关的问题上始终
站在塞尔维亚一边：我们的立场多年来一直
保持不变，将来将保持不变。白俄罗斯-塞
尔维亚关系的基础是人类的团结，同情，
发自内心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这是我们必
须保留并传承给我们的子孙的伟大遗产。毕
竟，塞族人像白俄罗斯人一样，第一手知道
什么是战争，其破坏性后果和无法弥补的损
失。
国家元首回顾说，今年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
庆祝了纳粹解放75周年。在人类历史上，同
样可怕的悲剧的活着的见证人每年都越来越
少。因此，保留战争英雄和无辜受害者的记
忆尤为重要。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调：“这是为了我
们的安全以及欧洲乃至整个地球的和平未

来。”据他说，今天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正
在加剧。全球安全的基本面动摇了。区域冲
突的数量在增加。
国家元首强调：“因此，有必要主张在国际法
的基础上完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任何争端。”
当然，每次，塞尔维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我们
都呼吁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和人民：在国际法的
基础上给予世界……但这不再是对的。每个人
都从有实力的立场行事。我开始考虑是否开始
重新定义我们的星球。如果是这样，我们很清
楚这可能会导致什么。白俄罗斯提出了一项倡
议，以恢复大西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广
泛对话，以加强建立信任措施，安全与合作。
我相信塞尔维亚将成为有兴趣讨论这些问题的
国家之一。毕竟，南斯拉夫曾经是不结盟运动
的创始人之一。
总统感到遗憾的是，今天不结盟运动正式存
在，对大国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大国不能同
意，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国家应坐下来虚心等待
某人伟大的人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以和平与稳
定的名义，我们在一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做更多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
后来在回答有关白俄罗斯发起类似于赫尔辛基
的新国际谈判程序的倡议的问题时表示，这样
的提议是非常合理的：小国的声音会越来越
大。这些都是世界趋势，这将在未来20年发
生。就此而言，在我看来，塞尔维亚和白俄罗
斯都在正确的轨道上。”
同时，明斯克对塞尔维亚最近与欧亚经济联盟
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表示欢迎。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认为其优势显而易见：您的企业已获得
在广阔大陆上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您有可能
无限次出口多种商品。白俄罗斯是这个价值数
百万美元的市场的入口。免签制度、清晰的物
流、直接的航空通讯为扩大业务联系创造了其
他先决条件。
根据贝尔格莱德的谈判结果，签署了一系列有
关各行业合作的文件。特别是，批准了教育领
域的政府间合作方案。在数字技术创新和发展
领域的合作实施以及2020–2021年科学，技术
和创新合作计划期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国家
科学院已与塞尔维亚科学院和塞尔维亚教育，
科学与技术发展部缔结了科技合作协定。在未
来两年中，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科学家计划在
农业和食品、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激光和化
学技术领域进行10个联合科学技术项目。继贝
尔格莱德商业论坛的结果之后，白俄罗斯企业
签订了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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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经济方面，两国长期以来
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白俄
罗斯在工程、教育和通信等
领域很强，而越南在劳动力
方面有优势，这里的自然资
源丰富，位置有利。但是，
专家们认为，如果把这些利
益和其他相互利益结合起
来，这两个国家可以获得难
以想象的好处。然而，越
南-白俄罗斯合作的巨大潜
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就在
这次明斯克会议上，白俄罗
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在接待由越南国民议会议长
阮氏金银带领的代表团时指
出:
- -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好。
它们以我们各国的历史为基
础。一个任何国家都可以为
此感到骄傲的历史，也是发
展关系的基础……最近，我
们为使我们的贸易和经济关
系更加成功做了很多工作。
我非常希望你们对白俄罗斯

的访问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
在所有方面的合作。 明斯克
已经表示，必须重组两国之
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总统
和政府决定从简单的进出口
转向联合生产，主要是在越
南境内。此外，白俄罗斯企
业有很大的机会和愿望更积
极地参与越南的基础设施、
能源和其他项目。
顺便提一下，根据越南总统
和白俄罗斯总统在2017年6月
越南国家元首访问白俄罗斯
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达成
的协议，两国工商会成立了
越南-白俄罗斯商业理事会。
其目的是在贸易、投资、科
学、技术和旅游领域加强合
作。理事会应成为商界与两
国政府对话的有效机制。此
外，该机构将有助于解决妨
碍贸易合作的问题，并解决
两国企业面临的问题。
此外，除了双边合作，越南
和白俄罗斯可以作为其企业

有基础，	
有前景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重申致力于发展与白
俄罗斯共和国的关
系。最近，这种关系
明显加强。但双方认
为，合作的潜力仍然
很大，特别是在贸易
和经济领域。在这样
的形势下由越南国民
议会议长阮氏金银率
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
了明斯克。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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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好。它们以我们
各国的历史为基础。一个任何国家
都可以为此感到骄傲的好的历史，
也是发展关系的基础……最近，我
们为使我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更加

成功做了很多工作。

以及来自第三国的合作伙伴
进入东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市
场的跳板。专家表示，在全
球化和许多自由贸易协定生
效的今天，越南和白俄罗斯
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他们有
很好的机会在贸易和经济领
域加强双边关系。在一体化
过程中，越南和白俄罗斯可
以加强工商界之间的关系，
这不仅将给两国带来巨大利
益，而且将开放进入第三国
市场的渠道。例如，白俄罗
斯企业可以通过越南进入东
盟市场和整个地区，而随着
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
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署，越
南企业可以通过白俄罗斯进
入这个巨大的市场。
同时，在今年的九个月中，
白俄罗斯和越南之间的相互
贸易超过了1.53亿美元，而
2018年为1.15亿美元。尽
管如此，两国都需要努力。
副总理伊戈尔·利亚申科

称，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税
是一种抑制因素，而越南是
其成员。例如，轻工业和电
气工程的关税达到50％。政
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9月，MAZ卡车的组装
工厂在越南开业。明年，该
公司将在这里提供大批热带
演出设备。将来，产品阵容
将扩大以满足市场需求。此
外，BELAZ自卸车的测试正
在越南采石场完成。另一个
增长点可能是农业。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优势。越南有
海洋和海产品，白俄罗斯有
森林、湖泊和发达的肉奶制
品生产。明年，越南市场将
开始加工白俄罗斯的奶粉。
此外，越南方面对制作新材
料、加强旅游业合作和学生
交流感兴趣。
是的，今天白俄罗斯和越南
正在努力具体落实已经达成
的相关协议。为了给经济合
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两国积
极发展文化、教育、民间外
交，当然还有议会制度。双
边关系取得的成果表明，越
南和白俄罗斯正在许多领域
开展真正和有效的合作。
越南国民议会议长阮氏金银
并非第一次来到明斯克。这
次，她向白俄罗斯总统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转达了越南
总统阮富仲的问候，并邀请
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越南。
越南国民议会议长阮氏金银
在与白俄罗斯议会两院议长

纳塔利亚·科尚诺娃和弗拉
基米尔·安德烈琴科的谈判
中，讨论了白俄罗斯和越南
之间的议会间合作的发展。
但是，在这些会议上，讨论
是关于经济的。 “白俄罗斯
认为越南是在东南亚地区建
立经济实力的起点。然而，
各国之间的贸易水平与现有
能力不相称。有必要发展我
们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使经
济合作达到政治合作水平”
， 纳塔利亚·科尚诺娃强
调。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琴科
指出，白俄罗斯和越南有着
多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
他说，“今天，至关重要的
是，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近年
来一直在进行的良好对话，
以便我们进一步推动它”。
议长认为，议员们在这方面
也应该做很多工作。例如，
双方希望更加重视贸易和经
济合作，包括在东盟和欧亚
经济合作组织的市场上，在
议会间论坛上进行合作。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琴科指
出，“我们必须寻求新的互
动方式，使我们的经济能够
促进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合作”。 阮氏金银感谢白俄
罗斯方面的热烈欢迎。她指
出，她访问的目的是发展和
深化白俄罗斯和越南之间的
传统友谊和多方面合作。.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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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
关于大型项目，实际上，这
些已是成千上万个已实施的
具体案例。 “最大的特点
是将倡议转变为实际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
所所长王伟在接受《人民
日报》采访时说，“一带一
路”已经成为品牌。这项倡
议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国际讨

论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例
如，相应的决议获得了193个
联合国会员国的批准，这证
明了国际社会在促进“一带
一路”方面的广泛支持。
作为全球挑战的一部分，已
经实施了许多大型项目。例
如，在铁路部门，可以注意
到曼巴萨-内罗毕和亚的斯亚
贝巴-吉布提铁路的建设。至
于高速公路，沿中国-巴基斯
坦经济走廊的两条道路，以
及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
路大桥的建设正在进行中。
在航运领域，包括希腊、斯
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在内的34
个国家（其中一些正在建设
中）涉及42个港口。 2016年
6月8日，统一品牌“中欧航
班”正式开设。从那时起，
国家、运输线路和运输货物
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根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
据，中欧航线上的铁路运行
次数已超过1.3万次。
开设了356家国际客运和货运
航空公司，新增国际航班数
量为402，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的43个国家建立了
直接关系，每周运营约4500
趟直接航班。从中国到世界
的重要枢纽是白俄罗斯。诸
多航线通过白俄罗斯领土就
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习近
平称巨石中白工业园区为“
丝绸之路的明珠”。
王伟指出，除交通基础设施
外，在电子商务和人道主义
交流等各个领域也取得了积
极成果。根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
间的出行次数将超过8500万。

20万亿美元的报价

国际金融论坛（IFF）发布
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全球首
个“一带一路”调查的结

丝绸之路信息带
当今时代最大的跨国项目“一带一路”已实施六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秋
季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初，中国的这一倡议引起了不信任，但它成功地通过了最难的测
试，并成功实施。大型项目已经连接了地球的所有大陆，并为所有参与者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一带一路”已成为信息空间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中国积极支持这一趋
势，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的旅行和集会。在执行全球项目期间，举行了五个年度媒
体合作论坛。今年，创建了“一带一路”新闻网络（BRNN）。最近，来自欧亚大陆、
中东和西非20个国家的43名媒体代表聚集在中国，参加了由国务院办公厅在信息网络
秘书处（人民日报社对外关系与合作司）和中国交通大学的支持下举办全面的BRNN研
讨会。“一带一路”将如何发展？

王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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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访者是世界上代表
性国家和地区的26家中央银
行。根据该报告，有63％的
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是
一次重要的机遇，也是过去
10年的主要举措之一。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此特别
感兴趣。亚投行成员国数量
已达到100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副所长薄门子（音译）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的
公共产品，也是世界上最受
欢迎的国际合作倡议。根据
国际金融论坛的一项调查，
有92％的中央银行预测，在
未来五年内，全球倡议下的
项目将能够支持国内经济增
长。许多受访者认为，项目
实施后将使GDP至少增加1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坚持
更为乐观的预测，预计增长
2-5个百分点。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蓝
皮书》在北京出版。它是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
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
共同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单向研究中心“一带一
路”负责人李永泉（音译）
在蓝皮书中表示：“作为大
型项目的一部分，出现了一
种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
种互动机制，刺激了地区经
济发展。”这位专家说，该
倡议提出了中国项目，以实
现新型的全球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额已超过5万亿美
元。据一些专家估计，未来
的规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斌（音译）介绍，仅2012
年至2017年，中国企业直接
投资额就超过800亿美元。中
国企业正在积极建立贸易和
经济合作区，这些地区主要

集中在东南亚和欧洲。涉及
的公司数量超过4500家。这
些区域创造了约30万个新工
作岗位。

世界平台

《人民日报》社长李宝山（
音译）说，在第一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习
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建立
包括信息网络在内的合作
机制和人道主义合作平台
合作。说到做到。信息网
络“一带一路”自今年4月
以来一直在统计其历史。接
着，BRNN理事会的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举行。全球媒体传
播平台的发起者是《人民日
报》。
正如习近平在欢迎信中指出
的那样，媒体在促进共同建
设作为全球倡议的一部分的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为了继续这一积极
进程，及时建立国际媒体合
作的功能平台非常重要。信
息网络“一带一路”已证明
其有效性。人民日报外交关
系部负责人李继昌（音译）

说：“如今，信息网络已经
有来自世界97个国家的204家
媒体。”

巨石是世界
上最好的
世界自由贸易区和特别经济
区联合会（FEMOZA）将中白
工业园区命名为“巨石”，
该园区位于明斯克附近，是
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特
区。这是由合资封闭式中白
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副总经理基里尔·克罗
杰耶夫宣布的。
颁奖典礼最近在摩纳哥的自
由经济特区峰会上举行。
联合会主席胡安·托伦茨表
示，决定获胜者的关键是巨
石在全球投资的前景及其快
速发展的步伐。大型活动有
来自英国、瑞士、比利时、
荷兰、芬兰、拉脱维亚、波
兰、意大利、西班牙、希
腊、土耳其，以及亚洲和非
洲国家、工商会、政府机
构、潜在外国投资者的400多
名代表和专家参加。

尼古拉·利特维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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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
会城市发
展、住房
和土地管
理委员会
近期在日
内瓦开展

了第80届会议，在可持续城
市周和每年“十月城市”活
动的框架内讨论了即将举行
的市长论坛的目标。
—我认为，即将举行的市长
论坛将丰富我们支持可持续
城市发展、住房和土地管理
的做法，这些都是2030年议
程的关键方面，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奥尔加•
阿尔加耶罗瓦在会上指出了
这一点。她强调，各级政府
以及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
学术界必须积极参与，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什么特别要在2020年的市
长论坛上致力于应对城市的
气候变化？事实是，如今城
市消耗了世界约60％的能
源，并产生了70％的温室气
体和废物排放。但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作为气候变化的
一个主要原因，城市也在采
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方面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推动采
取具体措施，缓解全球变暖

城市范围的活跃社区

2020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计划举行
一个市长论坛，为交流可持续城市发展关键
方面的最佳做法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事实
上，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包括气候变
化、环境退化和社会融合，是地方政府的责
任。白俄罗斯市政当局的代表也希望国际社
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奥尔加•阿尔加耶罗夫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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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这
一点越来越重要。
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括目标11：“使城镇开
放、安全、有弹性和可持续
性”，其中包括到2030年普
及安全、包容和绿色的公共
空间。因此，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白俄罗斯城市自觉地
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并根据各种国际倡议做出了
承诺。
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
自然部合作，在全球环境基
金的资助下，在白俄罗斯实
施了绿色城市项目，该项目
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合
作，因为这符合为该国城市
地区的绿色发展提出的建
议。顺便提一下，最近发表
了欧洲经委会关于白俄罗斯
共和国住房和土地管理的第

二次国别调查报告，其中提
出在城市级别制定空间规划
办法，从狭隘的部门政策转
向有系统地改革城市发展，
并与经济和社会目标密切联

系，处理广泛的环境保护问
题。
显然，白俄罗斯新的城市发
展方案必须统一和协调国家
机构在城市规划、土地使用
和交通方面的行动，并通过
致力于长期目标和平衡优先
事项，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
效率。需要在国家、区域和
地方各级采取适当的政策。
在这方面，在联合国层面上
讨论城市在实现国家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最为重
要。白俄罗斯城市代表参加
市长论坛将有助于在国际和
国家两级建立城市间合作与
协作机构。
绿色城市项目已经不是第一
年支持白俄罗斯城市的代表
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在可持
续城市发展方面取得的进
展，学习同事们的经验和知

2019年世界日
白俄罗斯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

白俄罗斯50个城市签署了气候和能源市长协议。 
2030年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44611,77个单位的二氧化碳

7个城市正在制定绿色城市规划(波拉茨
克、新波拉茨克、新格鲁多克、戈罗多
诺、杰里瓦、科尔马、克里切夫)

布列斯特正在实现 
“智能城市”宏图

5个城市制定机动性可持续发展城市计划 
(波拉茨克、新波拉茨克、平斯克、 

布列斯特、巴拉诺维奇)

参加2019年欧洲绿色出行周
活动的国家数量打破记录，

共有76个国家参与

38个城市参加了2019年可持续
能源日，共举办了690场活动，

有22000人参于其中

				个可持续发
展城市与居民点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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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马蒂林:	

将来，我们会不遗
余力地继续努力，
将当地居民团结起
来，共同促进城市
的发展。通过形成
活跃的社区，我可
以看到市长的主要
作用和城市行政管
理的领导力。

识。这次白俄罗斯在瑞士由
乔瑟市议会议长安纳托利•马
蒂林代表，我们有机会与他
进行了交谈。
—请问日内瓦讨论了哪些主
要议题？
—10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在该市推出了一个联
合建设智能可持续城市的方
案。本周所有活动的主题是
为所有人口群体提供负担得
起的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
出席城市发展、住房和土地
管理委员会第80届会议的有
来自56个欧洲经委会成员国
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表，
以及私营部门、教育机构和
民间社团的代表。值得注意
的是，可持续城市周期间的
所有活动都向公众开放。
议程很广泛。讨论了可持续
住房和房地产市场，以及统
计数据在发展智能可持续城
市方面的使用情况。一些国
家介绍了增加各类公民可获
得的社会住房和出租住房数
量的经验。东道城市日内瓦
的代表介绍了为移民和其他
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的实际
经验。
—您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什
么？作为地区行政长官，你
对维捷布斯克州乔瑟市今天
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半年前，我有幸在日内瓦
参加了城市日活动，这使我
们有机会认识到，在乔瑟地
区，我们的活动必须与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目标相结合。
我要说的是，国际协定 (2030
年议程、新城市议程、日内
瓦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目
标和方针对我们乔瑟地区完
全有效。该市的住房政策旨
在确保公民能够负担得起住
房，并创造安全舒适的生活
条件。为此，政府向某些类
别的公民 (弱势群体)提供支
助，发展现有的住房融资机
制，并建立新的融资机制，

特别是商业融资机制。寻求
预算外资金，并向公民提供
长期住房贷款。通常，根据
总体建设计划，为多子女家
庭提供建造个人住房的土地。
我想指出，当下我们正在城
市实施一个项目，例如消耗
能源和水的自动化系统，该
系统正在积极推行住房和公
共设施的调度。因此，我们
能够自动管理专用设备，控
制资源消耗量和污水处理质
量。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节
省费用，降低公用事业成本。
我不得不说，城市现有基础
设施中不完善的地方之一是
私人住宅排水网络发展不充
分。这是一个费用高昂的问
题，要靠人口的财务能力来
解决，因为尚未提供这类项
目的预算资金。
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取
得了进展。例如，为了改善
自行车运动员的基础设施，
我们正在努力降低交叉口的
出口，建造更多带有行人休
息设施的自行车道。仅今
年，我们就与居民一起在城
市公园中建造了三个游乐
场，并配备了儿童游乐场。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绿化城市
的前景规划。根据这项计
划，采用了多种形式。特别
的是，它结合了不同类型的
木材、灌木和草本植被，最
大限度地利用了该地区的自
然特点、天然材料和设施。

乔瑟区议会主席安纳托利•马蒂林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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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瑞士还有什么其他
好消息吗？是否与合作伙伴
建立了联系？
—当然，这些活动总是有益
的，不仅有助于学习新的经
验，而且有助于扩大伙伴关
系。特别是，与乌克兰阿森
纳尼古拉耶夫州市长建立了
商业联系。已经制定了两个
城市的合作计划。
—您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什
么，有收获吗？离开日内瓦
有什么想法？
—会议再次强调了地方政府
在执行住房政策、可持续城
市发展、住房和土地管理以
及确保所有公民获得住房方
面的特殊作用。我在会上的
发言中建议，即将于2020年
举行的高级市长论坛的议程
应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
基础设施；通过建立一个凝
聚力强的地方社区和加强城
市与区域之间的联系来实现
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及探讨
加强绿色经济活动的手段。
—乔瑟市能够加强工作的方
向已经很明显了吗？

—将来，我们会不遗余力地
继续努力，将当地居民团结
起来，共同促进城市的发
展。通过形成活跃的社区，
我可以看到市长的主要作用
和城市行政管理的领导力。
我们一定会与各种业务形式
的代表合作。为了激发社会
企业家精神，在关键的环境
优先事项上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让中小型企业、私营公

司参与绿色经济，在这方面
我看到了巨大的潜力。
插 入 ： 安 纳 托 利 • 马 蒂
林：“将来，我们会不遗余
力地继续努力，将当地居民
团结起来，共同促进城市的
发展。通过形成活跃的社
区，我可以看到市长的主要
作用和城市行政管理的领导
力。”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自然部合作，在全球环境
基金的资助下，在白俄罗斯实施了绿色城市项
目，该项目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合作，因
为这符合为该国城市地区的绿色发展提出的建
议。顺便提一下，最近发表了欧洲经委会关于
白俄罗斯共和国住房和土地管理的第二次国别
调查报告，其中提出在城市级别制定空间规划
办法，从狭隘的部门政策转向有系统地改革城
市发展，并与经济和社会目标密切联系，处理

广泛的环境保护问题。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

日内瓦会议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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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研究所的
考古学家
在格罗德
诺和维捷
布斯克水
电站、核
电站、涅
日斯基钾

肥厂、明斯克第二条环城公
路以及城市中心进行了大规
模的考古救援研究。新的研
究方向正在发展，例如，水
下考古学和建筑考古学...

斯拉夫人何时
出现在我国？
在居民大迁移期间，白俄罗
斯领土是如何发展的，移民
期间哪些人种曾来过我们的
土地，斯拉夫人来自哪里，
维京人是否影响了斯拉夫人
的第一个州的形成---这些都
是白俄罗斯科学家感兴趣的
一些话题。
历史科学博士奥尔加·列夫
科教授，作为白俄罗斯考古
学和古代历史学的负责人，
在第四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

上表示，为纪念第四届白俄
罗斯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成立90周年，目前已经积累
了一些与此话题相关的资
料，不仅可以提出一些关于
这方面的问题，还可以给出
答案，以现代人的理解来解
释远古时代的历史，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三年中，研究人员发
现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最
终证明斯拉夫族群形成于白
俄罗斯西南部。此外，还发
现了许多建筑群，这表明具

有斯拉夫特征的人口曾经很
密集...
确定并系统化德杰仁斯科区
（综合型“瓦西勒夫什卡”
）中的关于斯拉夫历史和文
化遗产的未知纪念碑。在舒
米林什的发现引起轰动，这
是八至十世纪“从瓦兰吉人
到希腊人”迁徙途中独特的
纪念碑，比较斯摩棱斯克附
近广为人知的格涅兹多沃还
要古老200年。
最古老的斯拉夫遗迹是在
日特科奇地区发现的，该
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
元4世纪，并证明斯拉夫人
在白俄罗斯出现的时间比
想象中要早200年。过去两
年在其他地区的研究也证
实了这一发现。
在白俄罗斯历史科学领域，
这是第一次对卢班区奥布钦
村附近的米洛格拉德古城的
内部遗址和防御工事进行了
全面调研。在波什科维奇和
岑涅斯科地区的奥萨维茨考
古现场提取到了独特的考古
文物和骨骼。在多克士科地
区的彼如里村附近和敏卡河

即将创	
建考古图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科学家
发现并探索了数百个考古遗址。在不久的将来，研究
人员将面临着根据整个国家的完整研究来创建考古图
的任务。

奥尔加•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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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地区）的考古综合
体附近发掘时，发现了重要
的考古学资料。

在探索中创新

在过去十年中，历史研究所
的员工将数百个以前未知的
文献资料引入了科学领域，
这极大地扩展了科学研究的
主题，阐明了有关历史，考
古学和人类学等许多问题的
内容和思想。
弗朗西斯·斯科里纳进入克
拉科夫大学的时间，西蒙·
斯科里纳（弗朗西斯之子）
的两份以前不为人知的文
件，以及弗朗西斯·斯科
里纳与马丁·路德的会晤文
件，亲笔签名和白俄罗斯人
文主义者瓦西里·塔平斯基
的个人印章图像被公开。
自2012年以来，我们与法国
拿破仑研究中心的同事一
起，在1812年战争期间拿破
仑军队越过的别列兹诺城进
行了考古考察。
该研究所的军事历史学家第
一次收集并描述了一系列反
映白俄罗斯人和共和国居民
参与二十世纪战争和军事冲
突规模的国内外文献和史学
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六

本系列丛书《火中的国家》
的文献收集。历史学家们和
他们的俄罗斯同事们在这个
项目上一直工作了近十年。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十年
中，该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共
计出版了300多本书，四千多
篇科学文章。
   历史研究所的员工们引
以为豪的创新项目之一与国
家公园“别洛维日斯卡亚普
希查”相关。在此项目中，
第一次发现并公开了许多珍
贵的历史、考古、人种学资
料。此外，还就历史和文化
遗产的实际应用提出了具体
建议。受到游客欢迎的白俄

罗斯景点不仅使游客欣赏到
自然资源，而且也了解了当
地历史。一个考古露天博物
馆出现在别洛维日斯卡亚普
希查，此类露天博物馆未曾
出现在其他国家。在科学研
究的基础上建立青铜时代晚
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只
是大型项目的开端而已。将
来，您还可以在这里了解到
古代人的各种建筑和生活用
品，了解古代人的物质和精
神生活。
在对涅斯维日城堡进行大规
模修葺改善的过程中，研究
人员首先研究了城堡的护城
河和堡垒墙轮廓布局的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
了16-17世纪的重建项目。
人类学家首次重建了波洛茨
克王朝罗格瓦罗德的外貌，
该遗骸是由考古学家在塔罗
其斯科地区德鲁茨克12世纪
的古墓中发现的。科学家还
发现了波洛茨克古代人和现
代人的独特人类学特征。科
学家将继续利用现代计算机
技术发展人类学重建。此
外，计算机将用于创建研究
所的电子资金-数据库，档
案，出版物，报告，图形材
料，这将提高研究信息的安
全性。

埃琳娜·德迪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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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白俄罗斯和波兰的专
家一直在为一项重要任务做准
备：申请将奥古斯都运河及其
附近景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有
着悠久历史的独特建筑会补充
这一声望很高的清单吗？它将
在多久之前完成？这个问题很
复杂。不久前，在一次国际会
议上对它进行了详细讨论，教
科文组织专家参加了波兰奥古
斯都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的会
议。白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
白俄罗斯田径联合会主席、国
家监管委员会中央办公室主席
弗拉迪斯拉夫·齐迪克是参与
奥古斯都运河复兴的人之一。

杂志编辑部的另一位客人弗拉
迪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
进入他的办公室时说：“我不
是一无所获。” 他有自己的故
事。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告诉
你们。
我们当然同意。喝上一口香浓
的茶，我们听着。
弗拉迪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
维奇：“在国家监管委员会工
作时，我还负责环境问题。这
意味着他与纳洛奇湖及其毗邻
地区的生态清洁项目有着最直
接的关系。我们一直在寻找在
哪里获得投资，在哪里找到投
资者？而且由于水保护区最初
得到了很好的清洁，特别是搬
迁了牲畜养殖场，并且禁止农
民在该处使用化肥。因此，这
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生态清洁
区。因此，我向BelAseptika的
领导层建议：您为什么不拿这
块土地在上面种草药呢？企业
创始人Andrey Krasilnikov受到
启发。当然，我还必须做出努
力，以使当地领导人为该项目
分配投资者土地。最后，在纳
罗克和马德尔之间的索斯尼疗
养院的指导下，将40公顷土地
转移给了公司。在森林里，

奥古斯都运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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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路

运河建设项目始于19世
纪初，目的是绕开东普
鲁士的领土，将谷物直
接出口到波罗的海港
口。该项目的想法属于
弗朗西斯·德鲁茨基-吕
贝茨基王子，他是高贵
的格罗德诺家族的本地
人。1825年2月15日，
运河项目获得亚历山大
一世皇帝的批准（整个
项目档案存储在圣彼得
堡的俄罗斯国家历史档
案馆中）。运河于1839
年关闭。在19世纪，奥
古斯都运河的白俄罗斯
部分，以及邻近的前波
斯通斯基森林和佩罗洛
姆斯基森林成为了宝贵
的生态系统。为了保护
该地区的珍稀植物，设
置了Sopotskinsky自然
保护区。在奥古斯都运
河居住着白俄罗斯红皮
书中中列出的鱼类：鲃
鱼、鳟鱼、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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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所谓的药房，这里种植
的草药对环境没有影响。该地
区简直可以用宏伟来形容。此
外，该生态项目吸引了游客，
包括我在内，不仅是我们的中
国朋友。我自己也很高兴，因
为在那里您可以欣赏原始的自
然风光，放松身心，学习很多
有趣的事情，并储备优质的
茶。”
问：从初步对话中我们已经知
道，白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项
目与您在国家监管委员会中的
工作有关——奥古斯都运河的
复兴。而且，由于正在准备将
其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名录的文件，因此让我们
来谈谈它。奥古斯都运河是如
何引起您的注意的？
答：早在2007年，我们就提出
了这样一个想法，并向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总统求助：
两国如应所说，应在国际一级
促进这一项目。我们推动波
兰同事，我们就这个主题开展
工作，共同为“教科文组织之
旅”做准备。但是，不幸的
是，后来邻国们提出了这样的
建议，把它轻描淡写。显然，
那时时机还没有到。从那时起
已经过去了12年了, 感谢上帝, 
这是一场运动，一种理解奥古
斯都运河具有的特殊价值。
问：这促进了什么？在波兰方
面，了解此事的人足够多了
吗？
答：首先，运河本身已经为自
己“投票”，越来越受欢迎，
游客流量在增长。白俄罗斯方
面每年记录的访问量超过15万
次。正如您所说，白俄罗斯如
何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访问量大
幅增长的呢？确实，以前，当
地渔民曾经来过运河，而在水
上游客则要划独木舟。那里，
在库尔库船闸附近，有切尔纳
亚甘查河的另一部分：它流入
运河，然后离开它。
伊万：有一次，在80年代，我
与来自建筑材料联合公司涡轮

俱乐部的格罗德诺皮划艇运动
员一起，沿着涅曼河进行了皮
划艇之旅。我记得很好：关于
黑甘奇以及那里风景如画的地
方的讨论太多了。
答：就是这样！这条河从伊萨
瓦湖流出。这是波兰的领土。
它流向我们。
问：我们听说步行游客也曾去
过那些地方。
答：当然是这样。例如，我们
从1968年在日托姆林斯克学校
毕业时，有12个人在八年级结
束时参加了竞赛活动。路线被
标记为：前往奥古斯都运河。
从日托姆利22公里到格罗德
诺，再走28公里到运河。我们
乘火车前往格罗德诺，然后
步行问沿着涅曼河穿过洛索斯
诺。顺便说一句，那里的左岸
陡峭。我们住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堡垒附近，在那里过夜。
我记得：天气很好，夜莺在唱
歌。然后我们去了诺维基村。
他们第一次在那儿看到掩体：
著名的卡比雪夫线穿过那儿。
对于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这里有很多“信息丰富”的地
方。然后他们看到了奥古斯都
运河的旧的、废弃的、散落的
船闸。顺便说一下，早在1939
年，该运河就开始运作，船
行驶在上面。在波兰的一个私
人博物馆中，您甚至可以看到
这些船的门票、乘客、娱乐。
如您所知，直到1939年9月17
日，它都是波兰的领土。顺便
说一下，在波兰东部，现在的
定居点通常是白俄罗斯人。
问：在比亚韦斯托克仍然有许
多白俄罗斯民族，而老年人讲
白俄罗斯语...
答：而且您将在比亚韦斯托克
以外见到白俄罗斯人！
问：恩，这就是白俄罗斯的历
史...让我们从您的学校青年时
代转变为我们的时代。奥古斯
都运河又如何为您“涌现”？
答：当我在2003年某个地方（
也许是9月）在州监管委员会工

作时，我们和当时的KGK Ana
toly Tozik负责人一起去格罗
德诺出差。是他告诉我的：让
我们在您的祖国做点好事。我
曾是KGC的农业，工业，林业
和环境综合体的主要部门负责
人。当时的地方当局已经在设
法处理奥古斯都运河了：1991
年，1992年，资金使用很少。
在边界，运河井井有条，它在
Kuzhenets和Volkushka之间的中
立地带。我们在那里恰好有边
界：沿着黑甘奇和奥古斯都运
河的通道，大概5公里，那些波
兰人自己做闸门。达成了这样
的协议。我们仅在Kuzhenets上
建立了一个溢洪道（监管）闸
门。以前，白俄罗斯、波兰、
立陶宛和俄罗斯有一个联合计
划，我们检查了“环保措施对
涅曼河流域国际旅游业发展的
有效性”。来自4个国家的专
家测量了各种环境参数并交换
了信息。如您所知，俄罗斯在
加里宁格勒地区还有一块被称
为“涅曼河盆地”的领土。因
此，在2003年，我们不得不执
行控制措施。俄罗斯审计院、
波兰控制权的伊兹巴、立陶宛
国家控制权和我们的KGK参加
了这一活动。结果表明，白俄
罗斯的水是最干净的：在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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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下方、立陶宛和德鲁斯
基宁凯边界的一段。虽然我们
家里有很多问题。结果，我们
必须签署控制措施的结果：总
报告。那时，地方当局提出了
这样的要求：帮助恢复奥古
斯都运河。 Anatoly Afanase
vich Tozik当场决定看看那里
的情况，我担任区域执行委员
会副主席，负责农业部门和自
然界。我们去了他们看到：锁
的门坏了，一切都长满了灌木
丛。总的来说，荒凉。在某些
地方只有水流在那里的痕迹。
问：然后拍下来了吗？
答：当然了！毕竟，如果您向
总统提出任何建议，则有必要
诉说一切。我们了解到：该项
目很大，需要批准。所以我带

来了图片。这是库尔库尔，有
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750千
瓦。我们在那儿放了两台涡
轮机，这是奥古斯都运河复兴
计划的一部分。在那些地方，
保护区就在附近。我记得在与
Tozik的旅途中，我们甚至在
离入口不远的地方喝藏红花牛
奶。结果，我重复Anatoly Afa
nasevich的话说：“让我们在祖
国做点好事”。准备一封信。
我还准备了KGC给国家元首的
一封信。总统支持我们的提
议。我们还加入了总统相应法
令的制定：“关于重建”。
问：这带来了什么？
答：运河的复兴将促进该地区
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奥古斯
都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技术和

历史遗产。据我所记得，全世
界只有四个类似的运河结构。
一条长达121公里的运河利用
相关河流，从塞尔瓦湖将贝朱
河与涅曼河连接起来，充满了
水，通往白俄罗斯和波兰。
问：您去过运河的波兰一侧
吗？
答：当然，我是坐船去的。我
们在那里研究了基础架构：可
以说我们已经接管了经验。实
际上，在我们的领土上，距奥
古斯都运河仅21公里。波兰部
分以前在运营：他们将这种
水系统用于旅游业。在奥古
斯都，这是一个与我们的区域
中心相似的城镇，甚至连坚固
的船只也站在那里：船上载着
120至200人。在那里发展了帆

伊
万

·
日

丹
诺

维
奇

关于重建中的其他参与
者、奥古斯托运河关于

工作和地区的热心
企业“ Grodnamelia-

vodgaz”。
企业总经理鲍里斯·巴

格丹特（Boris 
Baghdants）阅读2019

年第8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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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运动，业余爱好者开始划独
木舟。这就是我们在Myadel地
区的情况。甚至更酷。按照传
统，在农庄的运河上有一栋老
式的豪宅，您可以在那里放松
身心并用餐和生活。来自波兰
各地的人们来了。甚至Mazo
vian省也穿过运河，并且那里
仍然更加发达，就像布拉斯拉
夫地区一样。因此，在波兰方
面，我在运河附近没有看到任
何其他荒凉的痕迹：它周围的
生活如火如荼。该运河一直持
续到奥古斯都，包括Kurkul闸
门。没有人检查过与白俄罗斯
接壤的2公里。他们甚至向我
展示：教皇扬·帕维尔（Jan 
Pavel）是第二位到达船上某
个地方的人，由于运河上的桥
梁，他无法走得更远。为了纪
念这一事件，有一块纪念石。
问：当白俄罗斯方面的工作开
始时，您是否与波兰同事进行
了协调？
答：这是当然！毕竟，恢复通
道白俄罗斯部分的意义是使其
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国际旅游
胜地。因此，我们要求波兰方
面清除所谓的低谷，即通往我
们边界的通道。整理闸门Ko
zhu nets和溢洪道Volkushek。而
Vol ku shek闸门是我们的任务。
它们靠近那里，相距约600
米。波兰人做到了这一点，包
括蓄水高原。全部整理好了。
但是我提到的那座桥至今仍未
拆除。因此，从我们这里来的
带有高甲板的船不能去那里，
也不能从那里去。
问：奥古斯都运河发展计划中
的桥梁是否拆除？
答：是的。毕竟，已经为国际
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
的区域。
问：货物运输呢？
答：“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意
义。”货运是基础设施。如果
从经济角度出发具备某种好
处，那么企业将不会错过它。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那里建立

了良好的习俗。设立了边境过
境点问那里有Usov Outpost（
指定）工作的专家。任何想要
的人都可以在立交桥上骑自行
车。皮划艇可以在运河上双向
进行。
问：但是回到运河的重建。总
统在哪一年签署法令？
答：那是2004年1月8日。
问：“那接下来做什么？”
答：由于我在KGC的总部负责
环境活动，而我们是一个倡
议，因此我是总部的负责人，
因此，我已将此事控制了下
来。我去了很多次。特别是没
有任何人联系，格罗德诺州监
管委员会区域委员会除外。我
们定期向国家元首报告运河重
建的进展情况。我们被告知有
关项目文档的问题，缺陷和延
迟...今天我们可以说：对象
很复杂，需要科学研究。有这
方面的主管。我记得有一位生
物学家为每一棵树而奋斗：如
果树有历史而且还很结实，那
就救救它们！运河两岸的树木
已有100和150年的历史。砌体
的重建引起许多问题。毕竟，
这些解决方案曾经是特殊的蛋
白质解决方案，经久耐用且防
潮。需要一种特殊的熟料砖。
它实际上不吸收水分。我们遵
循了所有这些“主题”，步
骤，我们知道了该项目所有区
域的当前状况。
问：重建工作持续了多少年？

答：“仅仅两年！”波兰人不
相信我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建立这个运河。他们甚至在工
作开始时就笑了。而且他们没
有按时绘制两公里的图。我们
于2006年完成工作，他们只是
开始恢复边境秩序。以美元计
算，整个重建的总成本估算为
380亿卢布，我们甚至节省了
80亿美元的设计费用。因为我
们不断调整项目，而又不牺牲
质量。
问：区域执行委员会中有人负
责运河的重建吗？
答：有的。
问：项目资金来自哪里？
答：有好几个来源。
问：您认为投资的钱会回本
吗？
答：确信无疑！毕竟，我们在
人们健康需求的引导下恢复了
渠道。在不同的国家生活的人
喜欢主动放松，前往受保护的
地方，欣赏原始的自然风光。
沿着运河航行，穿过船闸，看
着海岸的生活问这很有趣。在
我看来，没有电影能与“实况
图片”相提并论。此外，在这
样的“十字路口”，周围的生
活很有趣。这是白俄罗斯、立
陶宛、波兰彼此靠近的地方。
顺便说一下，在立陶宛和波
兰之间有一条运河，在那条山
上，船只从水中拖到水面。这
也有自己的异国情调。今天，
奥古斯都运河需求旺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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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准备来我们这里，将钱投
入其中，则应合理地支持和使
用这种利益。15万是一个坚实
的数字！我们知道别洛韦日森
林公园和布列斯特英雄要塞在
游客中的受欢迎程度，现在越
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涅斯维日和
米尔城堡。而这份名单中的奥
古斯都运河也走在最前列。我
认为他已经在白俄罗斯访问量
排名前10位。奥古斯都运河等
物体也是现代白俄罗斯国家的
特有面孔。如果我们能够复兴
这些物品，恢复构成欧洲世界
一流水平的文化价值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在它们周围进行
体面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会以
他们所说的最好的方式向世界
展示自己。
问：您显然算出了预期的经济
效果，准备将建议提交给国家
元首吗？
答：当然了！我记得，一位
外国游客在一天的住宿中向
我们“留下多少钱”。当然，
该地区的相关基础架构仍然需
要“增强”，并且正在完成。
特别是在运河附近的Svyatsk
村，正在恢复瓦洛维奇一个非
常有趣的宫殿和公园结合。最
近看了一个关于此电视故事。
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在我们
的计划中，考虑了格罗德诺地
区旅游潜力的未来发展，并写
了关于斯维亚特斯克的重建工
作。距索波特斯基诺8公里。
还有附近道路通畅问题。据我
所知，Priorbank项目提供了贷
款。在那里将建设一个有50张
床的酒店。
问：让我们回到运河的重建。
正如他们所说，所有都恢复，
还是必须进行某些更改？
答：我不得不考虑很多不同的细
节。可以说，在河鳟产卵的时候
（鱼上升到河流的上游，竟然使
用了这些水道），生物学家禁止
在运河上工作。正如您所知，奥
古斯都运河与涅曼相连，它始于
我们领土上，因此，从运河开放

之时（即1839年）开始，涅曼河
道从该河道明显向两侧流动，此
外河里的水位下降了。因此，在
涅姆诺沃不必安装三腔室锁，而
必须安装另一台摄像机，通道延
长了大约一公里。并且必须将船
吊起，好像要栽种一样，否则他
们将无法进入运河。顺便说一
句，在那儿，我们在入口处发
现了一块木地板。也就是说，
船只必须有一定的进入深度，
并且如果您加深入口，则所有壁
都会移动。这就是为什么Vitaly 
Ilyich Kremko（“十月”农场的
前任负责人，白俄罗斯第四位英
雄——作者注）要求从他的农场
收集石头，这些石头和粪便是在
田间收集的！而且距离相当大：
一个方向35公里。即使涅姆诺沃
（Nemnovo）锁，现在也有一个
私人博物馆和看门人的房子。
在运河的该部分中，有四个闸
门：Nemnovo, Dombrovka, Vol
ku shek和Ku zhenets。库德林卡在
波兰方面的门户十分荒凉，正如
我已经说过的，教皇扬·保罗二
世向其航行。
问：您提到熟料砖有问题...
答：是的，有。在欧盟购买价
格昂贵。而我们的砖生产很发
达。他们聚集了所有人，甚至
咨询了文化部的代表。我们得
出的结论是：您需要在维捷布
斯克州制作砖块。需要超过58
万块这样的砖块才能使闸门井
然有序。适合技术人员的粘土
是从俄罗斯带来的。在没有发

现损坏的地方，一切都保持原
样。也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古
代砖石仍为运河服务。顺便说
一下，我们一直学习：在构建
通道期间，每个闸门都有自己
的设计师。还有负责工程的工
程师。在单独的锁上，甚至有
迹象表明，在1827年，闸门是
由某某某人建造的。
问：也许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了
一些有趣的东西？
答：当然了，来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不同时期的许多物品。在
沃尔库什卡上甚至有一个位
置，中间有一块超过一米的大
石头。但是那里的区域是边
界，现在游客无法进入这个区
域。在那些地方，还有游击队
的墓地，森林里有一座纪念
碑。
问：您说过，早在2007年，州
监管委员会就曾倡议与奥古斯
都运河一起“前往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只是一个想法，还
是您已经以某种方式完成了这
项任务？
答：我们没有详细阐述，但是
在文件中表达了这个想法，包
括与波兰方面的接触。首先，
将设备投入运营非常重要。好
吧，现在显然是时候继续前进
了。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今
天奥古斯都运河的所有者——
白俄罗斯和波兰在这个问题上
有了相互理解。

由伊万和瓦伦蒂娜· 
日丹诺维奇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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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在明
斯克市第
10临床医
院开设了
配备最新
技术的新
型眼科手
术室。白

俄罗斯独特的设备，新的手
术方法为医生带来了机遇，
这意味着给患者带来更多的
好处。今天的“十佳”值得
夸耀！在其新手术科室中的
设备，要么在世界任何国家
都没有，要么只存在于私人
医院。

什么时候梦想成真
医院进行了两年的大规模建
设。过去，在现有最新操作
厅的地方，只有技术室和裸
露的墙壁。医院仅管理两个
手术室，几乎无法与现有设
施相比。尽管国家眼科中心
可以处理最困难的病例，但
缺乏用于工作的高科技设
施。现在：今天有5个新的手
术室已经准备好接受第一批
患者。
计划内眼科手术室每天24小
时进行大约30-35次手术。
当然，这需要对医务人员进
行认真的培训，并提供适当
的条件。外科医生很高兴：
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卫生部
长弗拉基米尔·卡拉尼克坚
信，当医生的梦想成真时，
他们的病房将获得更多高质
量的高科技援助：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手术
室是根据所有现代要求设计
和建造的，配备了最新型号
的品牌设备。所有这些都可
以最大程度地为白内障患者
提供手术，减少青光眼患者

在第10医院，新的眼科手术室开放了

显微外科主任弗拉基米尔•鲁比斯

这是必须	
看到的！

s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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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时间，并引入显微
外科技术进行泪道手术。
但是，如果没有医护人员
的双手和技能，任何设备
都只是金属。第10医院一
直以现代技术和高水平的
专家相结合而闻名，保证
了这里的工作将在质量上
有所不同。”
修 建 新 的 手 术 室 费 用 为
1 3 3 0 万卢布，这笔钱是
从国家和城市预算中拨出
的 。 而 且 ， 正 如 弗 拉 基
米尔·卡拉尼克所指出的
那样，由于起草了职权范
围并进行了适当的采购招
标，让医院不仅获得了最
好的设备，而且节省了计
划预算的41％。 在不久的
将来，将为国家眼科中心
建造单独的大楼，目前正
在进行项目前的讨论。

骄傲的理由
实际上，这里的条件使您能
够进行最熟练的外科手术，
直至器官和组织的移植。可
以说，现在将使用完全不同
的设备和全新的方法进行角
膜移植。新的手术室中有一
个带制冷设备的房间，您现
在可以在其中创建器官和组
织库用于移植。
面积最小的手术室之一，但
具备各种各样的超现代设
备！从青光眼的手术治疗到
激光视力矫正，您可以在这
里进行各种操作。所有这
些都可以将康复时间减少到
几天，许多患者根本不必住
院。此外，由于新设备的缘
故，部分手术时间有时会缩
短：从1.5小时缩短至20分
钟。
医生的特别骄傲是带有内置
软件的独特显微镜。实际
上，在手术期间，外科医生
用计算机工作。该程序对数

据进行处理，使医生可以更
深入地观察，分层查看视网
膜，报告所有重要参数，甚
至提供有关最佳操作和最佳
位置的提示。一切对医生来
说方便的事情都是为了患者
的利益。
显微外科部门负责人弗拉基
米尔·鲁比斯说：“这一年
将在这里进行一千多项高科
技手术。”但是，这些不仅
仅是数字，而是为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该计划根本不考
虑任何优先事项，眼科疾病
在人群中非常普遍。
顺便说一句，外科医生所看
到的不仅是传送到手术室的
普通监视器，而且现在有机
会为学生实时观察提供独特
的操作。这是最佳全球实践。
今年9个月过去了，在第10医
院接纳了4500名眼科疾病患
者。有了新的手术室以后，
这一数字无疑将增加。

奥尔加·萨维特斯卡娅

s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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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恐惧、焦虑、兴奋、不安
全感——通常，患者在手
术前会感到各种各样的情
绪。但在不久的将来可
能不会了，主治医生此刻
成为最近的人。他戴着有
趣的彩色外科医生帽，轻
快地走进手术室，对病人
说：“好吧，怎么样？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他
用热情的手势指着手

术台，补充道：“
请坐下！”。没

有人想到医生
在 急 诊 科

每天要睡多少小时。在这里和
现在，病人对他来说是最主要
的事情：病人躺在桌上，穿着
一次性睡衣，微笑着，感到支
持……这就是我想起第一次与
马津斯基医生会面的方式。

屏幕的另一边

我记得在局部麻醉或没有麻醉
的情况下进行激光手术时，在
拔出静脉的同时，我一直想移
开白色屏幕，他们不允许看到
该过程。我的脸也看不见外科
医生。因此，他一直在讲话，
询问各种问题，从而控制了我
的心情。似乎在短短的四十分
钟内，吉尼斯·维克托罗维奇
和我几乎成了朋友。好吧，然
后我兴高采烈地从手术台上站
起来，去最近的咖啡馆喝咖
啡。
但是我不能忘记白色的隔板将
我与医生分隔开，她就像一个
后台。医生的生活，他们的想
法是什么？手术结束后他们做
什么？他们是否始终保持内在
的镇定、积极的态度和友好的

吉尼斯·维克托罗维奇·	

马津斯基博士：

“快乐地行走！”
用医生的话说，他是白俄罗斯第一个做微创且无痛手术的人之一，用激光去除患病静
脉。而且，他是当今国家唯一可以诊断出儿童静脉曲张的医生。本文关于我们在急诊部
的服务，我们的患者，在医疗室以外的生活，国外旅行，以及我们与他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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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这正是马津斯基博士带
给我的感受。
我们同意在初夏会面。但并没
有实现：吉尼斯飞往瑞典参加
一次会议。7月，我不得不推
迟自己的会议。在八月份，
他在圣彼得堡上过大师班。9
月，在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开
设了一家新诊所，有必要为当
地医生举办一次培训研讨会，
然后再举办一次大师班。然
后，他本人出现在手术台上，
他自己感觉到了超负荷。因
此，正如他们所说，奇迹发生
在除夕：我们又见面了，但已
经在医疗中心外了——在明斯
克的一家咖啡馆里。

河流，脉络，小溪...

“我从生命中出窍了三个
月！”吉尼斯立即开始讲述，
似乎为必须无限期地重新安排
会面的事实道歉。我承认，看
到他穿着休闲服，而不是在办
公室的工作服是很不寻常的。
通常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障碍
立即消失了。
问：吉尼斯·维克托罗维奇，
我认为您对疾病方面有足够的
经验。因此，我期待有关所有
内容的对话。但是首先，请澄
清一下：静脉血液科医生、血
管外科医师之间有什么区别？
例如，您将自己定位为静脉科
医生和血管外科医生。
答：“Angio”在希腊语中被
翻译为“血管”，因此在俄
语中是血管外科手术，涉及
静脉，动脉和淋巴管的医学分
支。而静脉学是狭窄的血管学
领域，它仅研究静脉。
问：现在我们知道，无需去医
院就可以在门诊治疗...
答：对！ 而且，在我看来，
这很棒。现代技术使您能够预
约手术，开展日常业务。一切
都像牙医一样。
问：您是如何摆脱儿童静脉疾
病的困扰的？

答：一切都是出于个人的热
情。毕竟，起初我是一名小
儿外科医师，2005年我从白
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的儿科系
毕业，然后接受了血管外科手
术的初步培训，研究静脉病学
多年。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
儿童和青少年与成年人有同样
的问题。但是18年之后变了！
而且，如您所知，如果存在问
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问
题就会加剧。我们还在等什么
呢。治疗静脉曲张可以在10年
内开始。
问：“那么，您是第一个对此
注意的人吗？”
答：如果没有虚假的谦虚，我
会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
个。现在我们有关静脉生物学
的话题才刚刚开始“放松”，
我不分儿童和成人。是的，静
脉疾病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
但是治疗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
变化，公众对此知之甚少。都
是刻板印象的错误观点。例
如，直到现在，许多医生，
甚至更多的患者相信，如果
您切除一条患病的静脉，那么
另一条患病的状况肯定会开始
恶化。很少有人监视其看起来
健康的双腿的状态。好  吧。因

此，我们的静脉血液科医生一
直在媒体的帮助下，始终以腿
部卫生为重点。
问：它具体是什么？
答：您每天刷两次牙吗？这是
为了预防龋齿。首先，腿部应
该采取完全相同的预防措施。
这里没有什么困难，人们到处
都在谈论和写作。例如，在飞
行期间，当腿长时间静止不动
时，应穿压缩袜。您不需要长
时间走路和高跟鞋，应该进行
腿部运动……好吧，建议定期
去看静脉科医生。已知真相：
预防疾病比治疗更容易。
问：您已经多次比较静脉学和
口腔动力学。它们有共同点
吗？
答：这就是我为了理解而将您
的想象力联系起来的方式。每
个人都去看牙医。关于牙齿
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画
画呢，有时为病人画画……然
后病人就清楚什么“流出”以
及为什么流出。他开始考虑是
什么原因和后果。
问：西欧的小儿静脉病情况如
何？
问：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懂。
没有关于该主题的全球研究，
也没有出版物。很少有诊所，

波罗的海免疫学学会特训班开课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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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整个西欧的几个。但
是有儿童的血管科。
问：我们是否可以比较国内
外相同静脉曲张的治疗质量？
问：如果我们不做得更好的
话，结果大致相同。我们使
用最现代化的设备。
“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人
吗？”
问：我和我的同事：帕维
尔·加夫林和谢尔盖·科尼
维奇。一切始于2007-2008
年。

三位同志

答：完成学业后，我被分配
到明斯克的第19儿童综合诊
所。毗邻的第19个区域“成
人”建筑。在那里，外科部
门由帕维尔·加夫林领导。
好吧，那时我是一位年轻的
专家。我定期跑去找帕维
尔·加夫林咨询。他成为了
我的朋友，我也成为他最好
的朋友。谢尔盖·科尼维奇
和帕维尔·
加夫林是
同学，也
是朋友。

现在，谢尔盖·科尼维奇是
明斯克地区临床医院血管外
科部门的负责人。（现在，
帕维尔  和我正在医疗中心工
作）。总的来说，我适合他
们的公司。我们以“GAMAK”
自居：所谓的同事，将我们
名字的首字母放在一起。护
士们经常开玩笑：无论您在
哪里，到处都是马津斯基、
加夫林和科尼维奇。因此，
我们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在一个
全新的水平上进行静脉生物
学了。谢尔盖·科尼维奇来
到里加，研究了如何在激光
的帮助下为患者和医生舒
适地进行手术。我记得帕维
尔·加夫林和科尼维奇的第
一次手术持续了两个小时。
他们没有叫我，因为我当时
还年轻，他们很紧张。而现
在，此过程，以及所有准备
工作大约仅需要30分钟。
问：那为什么谢尔盖·科尼
维奇去里加？
答：那里有波罗的海波罗的

海医师学会，其主席是医
学博士Uldis Maurins。
他有自己的

诊所，我们经常去那里，提高
我们的水平。那里邀请了来自
英国、巴西的专家。科尼维奇
成为白俄罗斯这个学会的副主
席。
问：也许您撰写了有关儿童静
脉病的科学著作？
答：每个人都说有必要写，因
为这是应该发展的方向。我在
考虑。我在会议和大师班上学
习，每次我都能学到新东西。
例如，在圣彼得堡，我们在网
上显示，我们被告知关于针应
如何进入静脉：向上，向下或
向侧面开一个洞。

人为因素

问：他们还讨论了如何在大师
班上与患者建立对话？
答：这在大学里教授。该学科
称为道德与道义学。
问：尽管如此，我本人不止
一次听说与患者之间存在冲
突...
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他
们在这里说：您知道吗？医生
分为三类：上帝不禁止、上帝
禁止和远离上帝。谁将成为未
知的人。但是有时医生会被推
入这样的框架！例如，当我在
第19儿童诊所工作时，我也正
轮班坐在明斯克第11个儿童
室。我每天有两个班次：从

一个地方的上午8:00到下
午4:00，然后从另一个
地方的下午5:00到晚
上8:00。一班最多可
容纳120人：毕竟，
一名外科医生去了整
个诊所。到了第100
个病人，您已经开始
累了，并且有的患者
忘记了医生是个人，
可能会感到疲倦……
老实说，观察公开的
消费者，他们对我
们的态度并不好。
特别是在付费医疗
中心。而且你不能拒

静脉科医生：帕维尔•加夫林（左），谢尔盖•科尼耶维奇与奥尔加•波兹尼亚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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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得无礼。但您会在潜意
识中感到：他们将您视为维护
人员。因此，七个小时后，我
在道德上很难。通常，没有人
教医学文化。
问：也许在完全倦怠的情况
下，您要离开该职业？
答：情况有所不同。我认为，
在使任何人从事任何工作之
前，他都需要接受测试或转
介给心理治疗师。人有不同的
性格：例如，团队合作不适合
某人。在进入医科大学之前，
类似的事情可能会传递给申请
人。我们有入学考试吗？为什
么不检查性格特征？当我在紧
急事务部的共和党特种部队中
服役时（在2009-2011年，我
曾担任队医），入学时我通
过了心理测验。我认为这很正
常。但是医生不同。并非每个
人都适合，实际上……我再说
一遍，心理专业在任何专业中
都很重要。

进入火中, 进入水中

问：当他们在MSC服务时救了
谁？
答：各种各样的。每个都是紧
急的。否则他们不会来的，对

吗？首先，我们接受了特殊培
训。我们有摩托车非现场小
组，快速应对挑战。我们上了
摩托车马上开动。另一个降落
伞从直升机上跳下来。11个人
和我一起跳。他们做了所有事
情：他们迅速将降落伞放回直
升机中再次跳下。然后他们给
了我中尉的头衔。
问：从什么高度跳？
答：每次不一样。实际上，越
低越糟。高的时候，有时间去
看，聚集精神。我没有时间思
考有无必要跳。顺便说一下，
他们学会了在紧急部使用防毒
面具。医生需要能够进入燃烧
的建筑物。万一有人需要现场
帮助呢。
问：有没有特殊情况？
答：太多了。在该地区的某个
地方，甚至都忘了……
问：您怎么不记得这个？还是
太多了？
答：“这总是发生在某处……
计划是一样的：士兵们评估情
况，如果不能把受害者带出
去，就进入房屋。”事情是这
样的：例如，一个人修理，在
马桶和浴室之间切出了一块隔
板，然后配件失灵了。好吧，
或者是这种情况：2月零下20

度。通往维捷布斯克的高速公
路，距明斯克5公里。汽车正
面碰撞：一半撕裂，另一半刚
煮熟。死者很多：一辆车有两
个，另一辆车有五个。还有一
辆直接在路上，她还活着，但
被钳住了，腿无法切除：身体
严重变形。他们将滴管放在适
当的位置而不将其取下。
问：当时您还曾在明斯克儿童
手术中心工作过。
答：是的，值班。
问：做什么工作？
答：普通医生，在早上八点到
达，每天凌晨三点离开，从早
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以及周末
值班，值班我们接受患者，我
们紧急进行手术...
问：您还想回想DHC中的特殊
情况吗？
答：“这可能对您很有趣。”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例行公
事，一直都是同一件事。好
吧，你工作又工作。努力做到
尽可能有效。我爱我的工作。
我很高兴见到这样的事实，即
我帮助了某人，患者康复了。
对我来说，这更重要。
问：失去过病人了吗？
问：发生了太多事...有的被
救了，感谢上帝。在夏季，

激光手术持续半小时这就是静脉生物学家大师班的方式

专业

3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骑自行车受伤尤为危险：脾破
裂、肝破裂、腹腔内出血...
毕竟，当一个孩子跌倒时，方
向盘最常打在他的肚子上。事
实证明，这是一次强大而深刻
的打击。
问：“孩子是困难的病人
吗？”
答：“是的，因为他不会说
话，没有人会为他说话。” 
根据症状，有必要根据分析确
定他出了什么问题。
问：如果他已经会说话？但是
害怕...
答：大人不怕吗？
问：成人的情绪受到控制。
答：大人一个人来。孩子带着
大人来。与他们在一起比与一
个人在一起更难。有一个妈妈
发炎，爸爸一直在紧张。然后
祖母和祖父也紧张起来。而且
您必须与他们合作。碰巧您急
需解决手术问题，时间流逝，
您站着并尝试向父母传达孩子
有生死攸关的问题。显然，手
术压力很大，但是是否有必
要？向您的父母证明您不是
白痴需要很多时间。然后在情
感上被挤出。您开始与父母进
行不同的交流。因此，我们回
到了关系文化和工作倦怠的问
题。好吧，我们不离开专业。

您只需要能够在情感上减轻负
担即可。
问：工作时心情如何？
答：我和朋友们骑摩托车。
这是我们GAMAK的一部分。但
是没有狂热，我不是俱乐部的
成员。我有摩托车。我可以骑
着它来上班。碰巧我和朋友一
起离开了几天。没有电话，没
有无线电，与世界隔绝问：完
美！
问：“您还从直升机上跳下来
吗？”
答：“不再了。”每次都让我
有些恐惧。在自由飞行期间，
一直都在重新调整生活。最
近，当我“飞奔”了三个月
时，尤其如此。不过，我有家
庭，孩子们。他们仍然需要提
高。我喜欢打壁球。我参加大
会，国际会议，这也是重新启
动的好时机：新的交流、新的
信息，这令人分心。
问：您去过哪里？
答：瑞典、布拉格、波罗的海
国家、哈萨克斯坦、彼得堡。
我想访问英国和美国。但这很
昂贵。在波士顿，这次会议花
了我大约五千美元。我为自己
筹集资金。但是如果没有这样
的国际旅行，你就无法脱身。
问：去健身房吗？

答：当然了！ 我在那里放
松。从负面中排解自己。我出
去以后轻飘飘的。我们有全天
候24小时营业的房间，真是太
好了！顺便说一句，在体育馆
里，我经常看到腿有问题。因
此，有时会想出来拿名片。
 “那你什么时候睡觉？”
答：当然，你需要睡觉！ 我
在哪里工作，我在那里睡觉（
笑）。
问：有周末吗？
答：已经更多了。我为家人
释放了复活。所有的爱好都
是下班后。 顺便说一句，我
还有一只狗，一只黑色的拉
布拉多犬。但是，您了解，
您需要在早晨和晚上散步。
我也喜欢看电影，去电影
院...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做所有的事情。

意见反馈

问：他们说医生患有病人的疾
病。这适用于您吗？
答：不，我很好！全体静脉血
液学家都致力于预防工作：飞
行时，腿部受压时等等，我们
都穿着压缩袜。
问：所有神经疾病？
答：绝对！从心理情感状态出
发。有这种疾病的诱因问：即
基因，也有引起这种疾病的因
素，心理犯罪。
问：有一个问题：您对患者的
个人生活感兴趣吗？
答：“您知道，我与他们的交
流不是一次性的。”他们首先
来进行咨询，然后再确定结
果，我们已经处于不同的沟通
水平。当然，我与人保持一定
距离，但是总的来说，我已经
理解并感觉到了这个人。举例
来说，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来到
了这里：所有人都在，他的学
徒也是。我想出了不存在的问
题。我开始解释说他一切都很
好，他或她的腿很漂亮...
问：然后呢？

谢尔盖•科尔尼耶维奇——高级别医师，波罗的海免疫学学会白俄罗斯分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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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挚友：妻子奥尔加，

儿子阿列克谢（左）与费多尔丹尼斯•马赞斯基和他的摩托车

答：我一直在说话，令人信
服... 40分钟而不是20分钟。
问：一次，在一次招待会
上，您告诉我，应该根据自
己的良心行事。但是现在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良心概念...
答：我不同意，只有一种良
知！（笑）我只是和别人在
一起，就像我对自己一样。
没有作弊。答应了某件事，
即使不惜牺牲自己，也无所
适从，必须信守诺言。
问：您在工作中能做出什么
牺牲？
答：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我
不断走出去，进行调整：我
了解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节
奏，因此我进入该位置。不
知何故，我的祖母根本没有
来找我，她花了一个小时
的时间。我没有帮助她。因
此，我没有从她那里拿钱。
问：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答：我认为制定这样的座右铭
是胡说八道。这都是有条件
的，并且在某个时间点处在您
周围某种情感氛围的框架内。
今天，我有一种心情，另一天
是不同的心情……很明显，我
必须再次以良心做事。我们必
须尝试，我们必须诚实。因
此，生命的尽头不必后悔没有
时间。

问：您在追求什么？
答：为了舒适的生活。你立
刻想到钱了吧？好吧，是
的，金钱就像空气。这不
是生活的意义，而是生存的
手段。它们经常造成恶性循
环。我不谈论钱。当您对自
己和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
时，舒适的生存是一个条
件。当您感到被赠与时。家
庭、父母、工作，一切都包
含在这个概念中。我想继续
做我的工作，让我的病人快
乐地行走。

问：您希望孩子们跟随您的
脚步吗？
答：在我生命中最近发生的
事件之后，我再次确信想未
来的想法是愚蠢的。我们现
在必须活在当下。您确定明
天会来吗？
问：正如他们所说，没有任
何保证...
答：由于不确定，那为什么
要考虑呢？ 我希望孩子们开
心。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幸福观...

阿丽萨·冈格
图片由丹尼斯•马赞斯基提供

旁边是儿童外科医生乌尔迪斯•毛里尼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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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时间到了
茶仅在19世纪才传入白俄罗斯，改变了咖啡的地位： 
这是怎么发生的？

没
没有茶杯，就无法想象我们
的生活：每天至少一次，您
肯定需要在一个芬芳的公园
里呼吸，享受喝茶的乐趣。
同时，白俄罗斯人最近才开
始对热饮上瘾，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我们这种热情只有
几个世纪的历史。
涅斯维日博物馆小厅的“茶
时间”展览揭示了白俄罗斯
土地上的茶文化历史：茶叶
前辈们将100多种物品的使
用传统详细介绍给我们的曾
祖父和曾祖母。根据展览的
内容，以及展览策展人Irina 
Milinkevich的帮助，我们将尝
试为读者简要概述白俄罗斯
的茶史。

奇怪的是，仅在19世纪白俄
罗斯才开始泡茶。白俄罗斯
的18世纪是咖啡世纪，已在
整个欧洲广泛传播。如此受
欢迎的饮料使每户人家都种
植这个令人提神的谷物。接
着，安东尼·提岑高兹在格
罗德诺开了第一家咖啡馆，
他的同时代人写道，没有咖
啡的房子仅仅是一栋简单的
房子。在任何像样的房子
里，咖啡壶、咖啡研磨机、
小圆面包和小杯子都是必
不可少的，著名的“立陶
宛女主人”食谱包含了各
种制作咖啡的食谱。顺便说
一句，当时的咖啡研磨机非
常强大，人们有能力买得起

昂贵的殖民地商品，咖啡研
磨机从橡仁，小麦和烤豌豆
开始，几乎磨了所有东西，
并用其中的一些天然谷物调
味添加剂生成饮料，称为卡
瓦。至于茶，它们被理解为
草药，用于治疗，因此白俄
罗斯语中的茶名叫“garbata”
，源于拉丁语“ herba”，
即“植物”。像罗马洋甘
菊、薄荷、锦葵、欧草、沙
棘和橡树皮一样可以倒入沸
水，用来解渴和改善健康。
真正的茶文化在18世纪末-19
世纪初，与俄罗斯官员一起
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图拉
茶炊和茶饮的悠久传统：男
士们喜欢在美丽的银杯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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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而女士们在帝国工厂
的瓷器上。茶叶不是以我们
熟悉的纸捆出售，而是以漂
亮的锡盒出售。
茶在19世纪的饮用方式与现在
略有不同：当时还添加了牛
奶、马林果和樱桃糖浆、红
酒。民族志学家尼古拉·尼
基福罗夫斯基用白俄罗斯语
形容“疯牛的奶油”，所谓的
白兰地或朗姆酒倒入茶中（或
家中的药酒）。更多的饮用方
式逐渐出现，通常包括两个茶
壶，用于红茶和绿茶、奶精、
糖、过滤器、杯子和碟子：为
茶会准备的所需的一切，以供
客人或家人聚会。通常为新
婚夫妇提供两个人的婚礼服
务，即两个人的婚礼，所谓
的“têteàtête”，而为单身
汉准备了一种特殊的茶具，
称为“egoist”，用于日常使
用，一个人可以品尝这种饮
料。
俄式茶炊，特别是在单身家
庭中，经常被酒精灯茶炊
代替，酒精灯茶炊是金属
容器，用酒精灯加热。此

外，他们曾经用于做咖啡，
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在我们
的家里，随后在“燃料”增
加的年代，它们与酒精炉一
起被淘汰。但是，尽管酒很
便宜，但是现在茶叶不用昂
贵的茶炊就可以处理了。但
是随着图拉大师作品的迅速
流行，我们的祖先发生了足
够多的事件。人种学家、历
史学家伊格纳修斯·霍兹科
在1826年甚至撰写了一个故
事，讲述了潘妮尔·莎乐美
的故事，她买了一个茶炊，
试图使用这个新型设备时爆
炸了，将沸水倒在了客人身
上，同时又将烟灰和煤倒在

了礼仪师的前额上。“哦！
为什么您知道一百年前最伟
大的哲学家不了解的蒸汽力
量，却不知道会爆炸！”霍
兹科感叹道。然而，二十年
后，另一位民族志学家Pavel 
Shpilevsky在他的《穿越波兰
人和白俄罗斯领土的旅程》
中不止一次提到路边的小酒
馆，在这些小酒馆里喝茶，
没有任何被烧伤的风险。然
而，仅在苏联时代，茶才成
为一种真正普及的饮料，出
现在每个家庭中：同一个杯
子，在多面文学作品和电影
中反复上演。

伊琳娜·奥夫谢皮扬

真正的茶文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与俄罗斯官员一起来到这里，他们带

来了图拉茶炊和茶饮的悠久传统： 
男士们喜欢在美丽的银杯架中饮用，

而女士们在帝国工厂的瓷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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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但是，如果您在关于“茶”
主题的即兴创作中找到您喜
爱的东西，我会很高兴：在
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或
者也许在附近，在我办公室
的墙壁后面，另一位灵魂伴
侣正在感受茶的香气。感觉
到它的口味丰富—苦涩、甜
蜜、涩涩……不久前，即12
月15日，世界开始庆祝国际
茶日。我们白俄罗斯人也不
例外。
在有雾的12月外面无雾的时
候，在显示器旁喝杯茶，不
会干扰工作。相反，它激励
着我深入研究“主题”……
我承认，我同事的先前资料《
喝茶的时间》促使我深入思考
自己与茶的恋情。奇怪的是，
直到现在我对这种美妙饮料的
认识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是
的，我知道：茶是健康的，我
很喜欢这种饮料，可以单独或
与我的丈夫和朋友一起喝，品
尝不同的茶。但是关于和它之
间的浪漫……在房间里准备好

有关茶的信息时，突然间想起
很多事情。我感性的记忆恢复
了，唤醒了。好像春天的大地
一样，用犁耕种土豆……如此
之多，以至于我第一次喝茶的
香气，以及我去村子时耕种的
温暖的大地，我都感到头晕。
然后我以一种新的方式想到了
茶，新鲜而美味……
哈尔科夫的Volchansk镇……
医院病房……在我面前的是
一盘深厚的便宜瓷器，上面
放着茶，没有任何印记。是
的，一杯茶。我三岁了。肠
道感染后我正在恢复。我感
到饥饿。我很惊讶：我只是
用汤匙从汤勺中取出了土豆
泥，现在我用大铝勺从中取
出了茶。我感到可以喝到甜
蜜的幸福。这种幸福叫做
茶。年龄较大的女孩微笑
着，喝上一口“幸福”。我
记得护士是如何将土豆泥捣
碎后取下盘子的，然后带来
琥珀色的水。水冒着烟，闻
起来不是熟悉的味道。我用

勺子收集液
体，然后倒回
盘中。女孩吹冒
烟的水，我跟着
他们一起。茶
虽然甜，却根
本不像自制
茶，因为配
有果酱……
是 的 ， 家
里 不 常 煮
茶 ： 在 苏 联
时 期 ， 茶 ，
特别是印度茶
供不应求。我记
得这些小包装：
几乎没有商店出售的
带有大象的印度茶，以及
带有绿色标签和“一等”字
样的格鲁吉亚36号。在我的
苏联时代，人们主要喝格鲁
吉亚茶。印度茶有时会作为
一位从事商业工作的阿姨的
节日礼物出现。我记得父亲
吃过晚饭后每次看电视时，
都对着妈妈说：玛丽亚，给

喝出幸福
关于“茶”

主题的即兴创作
您喜欢我喜欢的茶吗？当然，无论您是谁，我都知道您以
自己的方式喜欢这种饮料。也许您根本不喜欢它，因为
您是咖啡爱好者。我了解：您是我未知的另一个世界。
您有自己的热情、习惯、喜好……而且我也了解对茶的
喜爱是分人的。

新年前夕

36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我泡茶喝，加草莓……我尝
了父亲的茶。我知道为什么
他这么喜欢他的新鲜浆果。
草莓可以使格鲁吉亚茶的味
道“变平”。在具有浆果风
味的现代非精英茶中可以找
到类似的味道。但是我们以
最纯净的形式喝印度，有时
还夹一点果酱，有樱桃、醋
栗、杏、李子等果酱，当然
还有草莓果酱。所有这些浆
果都是在我们的大花园里发
现的。当尤里·加加林飞上

太空，然后去了英国女
王的招待会，喝了

茶后吃了一片柠
檬，从而违反
了礼节，父
亲高兴地笑
了笑，把柠
檬 送 进 了
他的嘴，然
后宣布：我
们，作为宇航

员……妈妈喜欢
喝英式茶：牛奶和
糖。后来，当我
在基辅大学读
书时，我给父
母带了同样
的印度象优
质茶。在乌
克兰首都购
买比在各州
购买起来容
易。
我的父母早已

不复存在：伟
大卫国战争的退

伍军人Cherkashin 
Mikhail Stefanovich及

其参与者Maria Petrovna 
Cherkashina只剩下的记忆和
回味。包括联合茶党——我
的祖母卡佳和阿格拉菲娜从
她的村庄鲁贝兹诺耶来拜
访我们，她们总是从茶碟上
喝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它们像一个直径很小，侧面
略成90度以上的小汤盘，用

于收入很少的家庭，目前已
经不销售。这些碟子单独出
售。甚至用谷歌搜索，也找
不到这些示例。而且我没有
看到用最细的，几乎透明的
乳白色瓷器制成的杯子，它
的细腿上有金色边框和一个
家庭字母组合。仅在童年时
期，里面的茶很特别。我自
己坐在圆桌旁，手里拿着白
色的桌布，手里拿着杯子，
也很特别。因此，从美学上
讲，我们给我的同班家庭成
员的祖母喝茶。当然，还有
在小插座上的醋栗果酱。他
有四个祖母，我的同伴在课
桌上，我一年级的时候对此
感到非常惊讶。就像每个祖
母在摆桌子吃饭之前都穿的
白色围裙一样。我表现出了
非凡的数学能力，我问一个
朋友：您有什么，两个妈妈
和两个爸爸，如果有四个祖
母……我记得那时我们是多
么开心的笑。当Seryozha成
为高中生时，他说道：他的
祖母，四姐妹离开了贵族生
活，过去所有的老师都在学
校学习。她们中只有一个结
婚生下了塞列日金的父亲。
醋栗果酱在他的家庭中被称
为皇室果酱，他的姨妈们在
院子里，一个大的铜盆中煮
熟了果酱，然后我们就被当
作果酱泡沫了。难忘的回忆。
我不能忘记在暑假期间在学
校食堂，运动场和先驱者营
地喝茶的特殊风味。出乎意
料的是，我喜欢那样的茶。
就像火车上的茶一样，放在
杯托中，深色和火焰。火车
上的茶完全是另外一个话
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第
一次品尝了它，然后和堂兄
瓦伦蒂一起去了第聂伯罗彼
得罗夫斯克州帕夫洛格勒市
的安娜姨妈那里。那时我不
喜欢茶本身，而是杯架，在
我看来，它为普通茶增添了
意义。

茶——品味、艺术与美学

苏联时期的火车上，托盘茶可是一个文化标志

徒步旅行的人都知道茶水配上草莓、蓝莓或

其他野果，那味道会让心情都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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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是在茶壶中添加了
一小撮平淡的饮用苏打水，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
密。最近，我进行了一个实
验：我在刚煮好的茶中加入
了一点苏打水。而且，瞧，
我进入了童年：味道很旧，
几乎被人遗忘了。考虑到适
量的苏打水是有用的产品，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苏联时
期，无论是火车上的售票员
还是自助餐厅的厨师都不会
以任何方式损害我们的健
康。他们说，或者也许“苏
打水”大惊小怪始于某人的
良好意图，他们要加一点苏
打水：这很有用，我们将节
省茶叶。
如果您出生于苏联，您可以
回想起所谓的“原始”茶饮
料。这些煤饼是如此之小，
可以从其中切碎并食用。而
我的一些同龄人则将苹果、
梨和浆果的野生品种与精制
糖蜜的混合物愉快地吸收到
了瓷砖中。
茶是诗，确保我短途旅行。
互联网上没有著名的作家和
诗人的格言和深刻的寓意。
例如，雷·布拉德伯里在他
著名的小说《蒲公英酒》
中，茶可以衡量友谊。他是
这样写的：一千加仑茶和五
百个饼干就足以建立一种友
谊。我也很喜欢Lyudmila Sen
kevich-Volegova收集的关于茶
的俗语。（https://www.pro
za.ru/）。
我不禁想起一生中的茶，用
以解渴。那是在普里皮亚
季保护区，我和我的丈夫在
我们沿着白俄罗斯国家边界
的徒步旅行中几乎整天都
走着。我们沿着一条柏油路
走过一条无法逾越的森林，
森林的边缘流过沼泽的运
河。7月底，我们的纬度出
现异常高温。我不得不带
风帽去穿风衣，因为夏季那
些地方的马蝇很多。它们

狠狠地咬了脸、脖子、手
掌。我们不得不用刮刀与这
些生物抗争，擦掉毛巾……
而且那天我们没有计算水，
因为中午喝了水，但我们
口渴得不可思议。那种情况
快要晕倒了。由于某种原
因，我们想到了沙漠，那里
的人们可能会口渴。满是
绿色泥浆的水在道路上诡异
不已。但是我们知道：它不
适合食用。我们在日落时去

了Simanovsky Mlynok村， 
看到这条路右边的房子，立
即冲上去。我们向女主人
讨水。显然，我们看起来脱
水，很累，除了喝水，我还
提出要喝更多的茶。桌上放
了煎饼和新鲜黄瓜，然后煮
茶，倒入大杯子里。然后，
喝完茶我感到幸福。就像那
个遥远的童年。
关于茶的起源有很多神话传
说。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众所周
知，它大约在五千年前出
现，并在中东王国和世界范
围内广受欢迎。
白俄罗斯人的茶呢？众所周
知，他们长期研究，收集和
酿造草药。在许多房屋中，
您会发现有几袋装有百里
香干，黑醋栗或伊凡茶的袋
子。当然，我们喝茶。我们
正在形成一种茶文化。因
此，喝茶被认为是独立的，
而不是饭后的一种消遣。
例如，严·巴尔什切夫斯基
在他的著作《昆虫的Dzhy
ryany Dyadyok》中描述了
19世纪30年代白俄罗斯北部
的生活，描绘了一幅将茶引
入日常生活的画面，他大声
说：“garbata是加拉瓦的地

“有了好茶，弯道就
象塔塔尔马的皮靴上
一样，像牛的胸膛一
样弯曲，像雾气一样
在空洞上方展开，在
微风中像湖一样闪闪
发光，它湿润而柔
软，就像大地一样，
被雨水灌溉。”

来自中国的茶道大师陆羽
他出生于现今湖北省境内，后来写了《茶
经》（760-780年）这本书，这是有史以

来第一篇关于茶的论文。

2019年3月，白俄罗斯茶艺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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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没有它的沙皇我无法像
蜡烛一样生活！”
马克西姆·戈雷茨基教他当
时还年轻的同事米哈伊尔·
林科夫如何通过“说不走”
来创作精美的白俄罗斯文学
演讲时说：“ kazuh不是棉
线，不是茶。”结果，正如
我的同事们所知，友谊在这
场争端中获胜：不是作家之
间，而是言语之间。“茶”
和“garbata”都以不同的方

式牢固地进入了日常生活。
但是很少有人专门考虑这种
神奇的饮料是如何以及何时
来到白俄罗斯的。因此，正
如他们所说，研究领域在耕
作。但是，我的同胞对茶和
咖啡都无动于衷，这是不争
的事实。举个例子：俄罗斯
茶叶大王Orimi Trade和Maksi
doma的共同所有人Alexander 
Evnevich于1959年出生在白俄
罗斯的舒米利诺。他从那里
搬到贝申科维奇，就读于当
地的一所中学，但从7年级开
始，作为数学方面的成功学
生，他被列宁格勒州立大学
的函授数学学校录取。可以
说，对于“茶”话题兴趣正
在增长。

如果您今天参观Alena Veli
chko的明斯克茶馆，您将获
得很多乐趣。组织者的定位
是这样的：“该茶馆是城市
中最早的茶馆之一，您可以
在这里订茶，参加茶校或参
加大师班，参加茶会……我
们的方法是有意识人们的品
质，诚意和哲学。“对生活
充满快乐的态度。我们为那
些想学习新事物的人感到高
兴，我们一直在寻找志趣相

投的人，并愿意接受我们感
兴趣的联合项目……”
 来自中国、中国台湾、印
度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茶
也可以在专门的茶店购买。
有些设有茶室，您还可以在
那里喝杯茶，度过快乐的时
光。最近，佛陀的茶馆在明
斯克开业。他的监护人是藏
传佛教信徒。白俄罗斯其他
地区还有其他茶馆，可以进
行精神交流，到目前为止并
不多。
茶也越来越流行。例如，法雷
奥维塔公司推出了一个新品牌
的天然凉茶“祖父塞浦路斯”
。它的复杂发展由品牌代理
Fabula处理。在维捷布斯克州
奥尔沙区的Kalina公司中，出

不喝茶的人与宇宙不合
（日本谚语）。
幸福总是在于简单的事
情。 例如，周日喝茶或
内心平静的时候……
不仅茶，手套，毯子是
温暖的……一切都是温
暖的——对话、目光、
信件、人……这是一种
特殊的感觉，它使我们
有能力生活，相信，梦
想，爱
当您有人冲泡第二杯茶
时，这真是太好了。
茶是一个巨大的世界，
放在一个小杯子里。
喝茶总是好主意。
不要寻找原因，请自己
喝茶就好了……
在任何无法理解的情况
下，请将茶放入水壶。
灵魂被冻结了吗？那就
泡茶吧。
茶就像一个拥抱。只在
杯中。
当街道上天气恶劣而又
不愿出门时，喝杯茶就
是幸福……您可以喝这
种幸福……
你会喝柠檬或薄荷茶吗？
我可以和你一起喝茶吗？
如果一切都难以理解，
并且一切都已经存在，
并且不依赖于您，那么
您只需要停下来喝茶。 
一切都能理解，它将自
我改善。
我不能让您感觉好些，
但是我可以给您喝点茶。
你会喝什么茶？ 加果酱
还是柠檬？
很乐意！
茶是最经济实惠，最诚
实的药物，可以在无副
作用的情况下治愈疾病。
让今天成为斋戒日，不
要劳作！最好喝点茶……

韩国茶协会副主席威廉•李介绍韩国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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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茶产品的销售。 1月，
开始生产纯红茶和草药水果
添加剂。他们保证，这个方向
将继续发展。生产原料直接来
自印度。今天，该公司生产两
种独立包装的红茶：百里香、
薄荷、洋甘菊、狗玫瑰。去年
春天，一批廉价的茶袋出现
了。9月，他们开始生产另一
种基于洋甘菊和药用植物的
新颖产品，商标名为Romash
kovo。明斯克蔬菜工厂和格鲁
吉亚公司J.J.J. Company承诺
在白俄罗斯安排包装和销售格
鲁吉亚茶。双方将于3月20日
至21日在第比利斯举行的白
俄罗斯格鲁吉亚政府间经济合
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签署相
应的伙伴关系协议（https://
agronews.com/by/ru/news/)
。
因此，今天我们没有剥夺茶
水。顺便说一句，印度茶，让
人联想起苏联时期的象茶，就
像上世纪70年代的问候一样，
只要努力就可以买到。
所谓的凉茶正变得越来越
流行。几天前，另一位客人
来到我们的编辑部，将名
为“Myadzel Tayamnitsa”
的茶带到了旅馆。它由伊
万茶草、柠檬香脂草、金盏
草花、鼠尾草和覆盆子叶组
成。原来是这是药房的芳香
饮料。顺便说一句，这是一
座现代化的游览和旅游综合
大楼，于2014年在白俄罗斯
纳罗尚斯基国家公园（明斯
克州米亚德尔区纳洛奇湖附
近）的土地上建成。许多稀
有药用植物在那里生长和栽
培。
白俄罗斯也出售土耳其茶，
我目前是其粉丝。在周末，
我和我丈夫当然会喝所谓
的“茶水”。翻译自土耳其
语，“乱”的意思是一杯。
任何去过土耳其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国家喝茶
是受人尊敬的。我认为完全

不可能爱上“土耳其茶”。
今年夏天，我们在土耳其费
特希耶地区的厄吕代尼兹村
放松时发生了什么事。用土
耳其语喝茶意味着陷入不可
理解的味道空间，唤醒您的
嗅觉受体，嗅觉受体存在于
嗅觉神经元细胞膜中，并负
责检测气味分子。土耳其语
中的茶是灵魂的和谐，是与
您共享茶的人的亲切接受。
这对于玻璃的薄壁也是非常
令人愉悦的触感。嗯，心理
学家说我们触摸的物体的质
地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动
并非没有道理。
没有茶，土耳其几乎是无法想
象的，而这种茶装在所谓的“
细腰”梨形眼镜中。与其他国
家不同，他们在一天中的任何
时候都大量喝茶。我们也对此
深信不疑，因为在那里不止一
次。翻译和民族志学家Bulat 
Nogmanov说：“如果您居住
在土耳其及其他地区，那么茶
会一直伴随着您。”在安卡拉
大学学习后，他认识了以茶为
名的土耳其人。他们的祖先肯
定是从事这种饮料的种植或销
售。
据统计，每位土耳其居民平
均每年消费约7公斤茶。在安
卡拉著名的茶馆之一中，冬
天每周要消耗一公斤茶，夏
天要消耗约600克茶。
当然，在白俄罗斯，他们喝茶
的时间有时要少一些。例如，
在2014年，根据投资研究公
司AVI Investment Company
的数据，有超过6600万美元
的茶消费，而花在茶上的钱每
年都在增加。有趣的是，正如
该公司所预测的那样，我们公
司的特点是渴望一种全欧洲的
健康饮食趋势，其中草药和绿
茶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是我们
目前正在观察的。
我希望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

瓦伦蒂娜·兹丹诺维奇

白俄罗斯草茶符合欧洲的健康饮食趋势

土耳其茶艺是享受、内心修养、天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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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国家的主要剧院，大剧院在12月迎来了丰富的新
年曲目：由剧院艺术总监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他是苏联
人民艺术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大洲奖章获得者）率领的
芭蕾舞剧，以及传统的明斯克国际圣诞节歌剧论坛-剧院最
宏伟的项目。

极大的尊重！	

太棒了！

戏剧《创造世界》剧照
s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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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呼吸新鲜空气
众所周知，芭蕾舞的创作是在
40年前的1976年4月举行的。
从那以后，迷恋当时28岁的
Valentin Elizariev的人开始增
加。作曲家安德烈·彼得罗
夫的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后者被公认为电影《办
公室浪漫》和《秋天马拉松》
中美妙音乐的作者。作曲者、
作曲家安德烈·彼得罗夫根据
法国艺术家让·埃菲尔的流行
绘画创作了音乐。他以幽默的
方式讲述了亚当和夏娃的圣经
故事。另一个著名的事实：对
于大剧院，安德烈·彼得罗夫
专门创作了该剧的音乐版。受
瓦伦丁·埃里扎里耶夫计划的
启发，正如大剧院新闻中心首
席编辑埃琳娜·巴拉巴诺维奇
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甚至添加
了一些片段。1976年在明斯克
举行的首映式上，祝贺艺术家
和导演，这位作曲家无法掩饰

自己的情感，并说这种表演也
许可以说是当时苏联和国外所
有表演中最成功的一次。瓦伦
丁·伊里扎里耶夫说：“当我
阅读音乐资料时，对我来说印
象很深刻。而且我想到了如何
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这个主题，
赋予它普及。如何敢于讲述整
个人类，预见将来。”
幸运的是，那些年我设法参加
了首映式。它在记忆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忘记创造世界是
不可能的。是的，我当然不记
得细节了，但是您亲眼目睹
了某些天才的诞生的感觉将
永远存在。还记得舞台背景
下的Ciurlionis（乌克兰艺术家
Yevgeny Lysik）风格的艺术。
还有那些苏联时代的前卫音
乐，由弗拉基米尔·莫申斯基
指挥。《创造世界》，当然，
这太炸了。换句话说，令人震
惊。在传统无神论的那个时
代，用可塑性的语言讲述了拯
救世界的不朽爱之美的坦率叙

事，而不是大胆的叙事，这给
剧院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记得
我看着芭蕾舞泪流满面。戏剧
中如何解决爱的主题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无与伦比的柳
德米拉·布鲁佐佐夫斯卡娅和
英俊的尤里·特罗扬·亚当体
现了爱情的主题。它听起来是
非传统的，不是圣经版本。伊
莱扎里耶夫的夏娃将亚当从魔
鬼和他的阴谋中拯救了出来。
我还记得关于《创造世界》的
说法很长时间没有消退。专业
音乐学家没有说的是：创新的
表演，编舞的开场和新的语
言……也正是在那几天，表演
之后不断传出谣言：话题如此
微妙……
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相
反：在凯旋式首演后，瓦伦
丁·埃利扎里耶夫被授予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荣誉艺术家称号并获得一间公
寓。瓦伦丁·尼古拉耶维奇能
够与家人从列宁格勒搬到明斯

芭蕾舞中心是亚当和夏娃(康斯坦丁•杰罗尼克和伊琳娜•耶罗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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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因此，剧院多年以来一直
雇佣这位独特的编舞家。演出
如火如荼，开始成功地巡回演
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
波兰过去的一次巡回演出之
后，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在
更新的芭蕾舞剧《创造世界》
被记者重新讲述之后，彼此之
间相互竞争，尤其是《大剧
院》（Parterre）大剧院的杂
志。在华沙大剧院舞台上创作
了芭蕾舞创作之后，许多贵宾
恭喜瓦伦丁·伊利扎里耶夫。
波兰枢机主教KarolWojtyła就
是其中之一。他热情地微笑
着，去了Elizarieva，握手并简
短地说：“谢谢上帝。”从字
面上看，红衣主教当选为教
宗，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第二世
的约翰·保罗。
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说，当
一个现代人总是在剧中提出圣
经主题时，他将在今年11月开
始制作新版本的芭蕾舞。上帝
创造了人类，它已经创造了一
个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必
须存在希望与和谐……我正在
制作新版的芭蕾舞，因为我明
白：我没兴趣以几十年来存在
的旧形式演出。剧院里的几代
艺术家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将
从他们的个性和创造能力入
手，以更深刻地揭示整个人类
主题。回到这项工作对我来说
非常有趣...

今天的《创造世界》就是力
量和美丽。所以我想说：好
极了，Elizariev！太好了！演
出的决赛听起来像是悲痛和庄
重的安魂曲，提醒人们在现代
技术世界中存在着许多噩梦和
战争。有什么可以拯救人类？
希望、和谐、团结……而爱在
这个凡人世界中具有巨大的价
值。是的，在生活经验上明智
的我们仍然对亚当和夏娃的爱
着迷，特别是在第一幕中，以
及她对普遍邪恶的反对——魔
鬼及其同伙。 
康斯坦丁·格罗尼克-亚当，
伊琳娜-夏娃，上帝-安东·克
拉夫琴科，魔鬼-伊万·沙文
科夫的舞蹈表现出色。复杂的
跳跃-男性旋转伞，敞篷车，
反叛者和其他舞蹈动作受到
赞赏。表演者的技巧是最重要
的，艺术性同样重要。他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表
演都有自己的故事。坚定，充
满尊严和对人的无条件爱-上
帝与克拉夫琴科同在。他对
世界的开放性开朗，轻快，好
玩，有点天真，并非常纯洁。
新芭蕾舞的第一幕是由著名的
圣经传奇人物伊里扎里耶夫完
成的，好像我们是在向幼儿讲
这个人类起源的故事一样：有
点幽默，有点严肃。因此，从
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存在的恶魔
并不可怕。他生动活泼的性格

对沙文科夫很有吸引力，出于
某种原因，在我的第一幕中，
他引起了歌德一词的联想，歌
德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
小说《大师与玛格丽塔》中诠
释：在与他的碰撞中，人类是
丈夫。而伊琳娜·埃罗姆基纳
仅仅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实现
了她作为世界救世主的使命所
体现的精神化女性气质。
最近弗朗西斯·斯科里纳金
牌得主Vyacheslav Chernukho-
Volich成为敖德萨歌剧和芭蕾
舞剧院的首席指挥。下面是
他在首映不久前说的话（htt
ps://bolshoibelarus.by/）：
 “为了评估这种产业的规
模，我们必须回到我们所生
活的社会，回到一个禁止提
及上帝的社会，在所有信仰和
宗教的圣殿关闭之时，创造的
主题-与上帝同在，天使和恶
魔，地狱和天堂，非常勇敢。
对于作曲家和编舞而言，这都
是不可思议的一步。这种表演
的出现是我们心中发生的一场
革命。这标志着极权主义和无
神论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我们
所有人回到文化和神学等永恒
价值观上。有必要认识到当时
年轻的艺术家是多么勇敢，他
们创造了这幅画布并将其带到
明斯克的舞台上，这座城市相
当平静而保守。但是创造世界
中描述的故事非常反叛...”

戏剧《伊戈尔大公》（导演加林娜•加尔科夫斯卡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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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价
值？当然，每个人都会自己回
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它将
再次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多
脆弱，在毁灭的威胁下，人类
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未
知的神秘存在面前，人类的生
活又多么渺小：为什么远古时
代的世界没有平衡的邪恶就无
法存在……正如他们所说，这
是一个问题。但这当然是另一
个主题。

再次论坛！银禧！

年末，来自希腊、以色列、意
大利、美国、塞尔维亚、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格鲁
吉亚、保加利亚、乌克兰11个
国家的最佳表演者在结束第十
届明斯克国际歌剧论坛的盛大
联欢音乐会上取悦了观众。在
我们当中，大剧院精彩项目
的支持者当中，我们所认识
的人非常丰富。但是，就像
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家Gianluca 
Marchano一样，我们作为老
朋友也受到了欢迎。好吧，
是他们为我们演唱：Nadezhda 
Kucher（白俄罗斯），Anna 
Bondarenko，Dmitry Grabovs
ky（乌克兰), Nana Dzizdig
uri（乔治亚州), Janis Aleinis 
（拉脱维亚), Helen Lepalaan 

（爱沙尼亚), Agnieszka Re
hlis（波兰), Lubica Vranes（
塞尔维亚), Angelos Samartsis 
（希腊), Ivo Stanchev（保加
利亚), Rick Furman，Adam 
Digel（美国), Veronika Brook 
（以色列), Vincenzo Con
stzo（意大利)。我们的明星也
参与了演出-奥克萨娜·沃尔
科娃，阿纳斯塔西娅·莫斯科
维纳，安德烈·瓦伦蒂，玛格
丽塔·列夫丘克，伊利亚·舒
楚科夫。
顺便说一句，在开幕之前，大
剧院为歌剧爱好者举办了另一
场音乐会“歌剧之声”，有15
位独奏者在世界著名的歌剧场
地唱歌。多年来，他们已成为
明斯克国际圣诞节声乐比赛的
冠军。顺便说一句，在X论坛
之际的传统新闻发布会上，
还有亚美尼亚低音大师Sargis 
Bazhbeuk Melikyan，他于2017
年获得冠军。亚历山大·波罗
丁在歌剧伊戈尔亲王汗·孔恰
克出色表演的咏叹调赢得了称
赞。这次，独奏者超越了他们
自己。观众们起立鼓掌。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以特别的
热情和赞赏谈到了大剧院。这
是一个有着奇妙光环的剧院，
我想回到这里：“在您的舞台
上讲话，我会感到居家般的舒
适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激

增。”萨吉斯还说，他应该在
12月带着独奏会飞往洛杉矶，
但拒绝了明斯克的青睐。他
说，在这里，观众如此热情。
此外，他承认自己的曾祖父是
白俄罗斯人，他的血液流淌在
他身上，所以他在我们国家很
舒服。据萨吉斯说，关于明斯
克比赛，他受到世界各地剧院
代理人和歌剧院导演的赞赏。
就是这样毕竟，在明斯克的圣
诞节比赛之后，尽管米兰、苏
黎世、巴黎邀请了他，但我们
的客人还是收到了在杜塞尔多
夫德国歌剧院工作的邀请。这
不是一个个例：许多获胜的独
奏家和获奖者现在在世界领先
的歌剧场馆工作。在会议上还
说，今天只限于论坛的大剧院
将来不会拒绝举办年轻歌手的
比赛。
剧院的副总弗拉基米尔·雷
拉特科告诉记者：在论坛开
幕之前很久，就有17个国家
的代表买了票。他的嘴唇也
传来有趣的消息：贾科莫·
普契尼已经订购了40张歌剧
《威利》的门票，该票将于5
月首映。白俄罗斯国家歌剧院
歌剧女主角Oksana Volkova获
此殊荣的艺术家将担任奇幻传
奇的导演。订单来自奥地利！
此外，演出结束后，顾客要求
与独奏者见面。这就是我们的

乌克兰民族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剧照 奥克萨娜•沃尔科娃饰演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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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院在歌剧爱好者中对剧院
世界的需求。顺便说一句，感
谢论坛和这次旅行。弗拉基米
尔·雷拉特科对记者说，这个
周年纪念论坛是以往所有论坛
中最响亮的一次，这是对的。
在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
独奏者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教
育。我已经不止一次地重复着
我的骄傲，我已经不止一次地
写过这样的话，明斯克的观众
水平高，友好，受过高质量歌
剧作品的良好教育，其中包
括Oksana Volkova，Vladimir 
Gro mov， Ekater ina Go
lov leva， Stanislav Tri  fo
nov，Andrey Valentiy，Yuri 
Go ro det sky等明星。我还注意
到玛格丽塔·列夫丘克，伊琳
娜·库琴斯卡娅和玛尔塔·丹
努瑟维奇。
该论坛于12月12日与亚历山
大·鲍罗丁的史诗歌剧伊戈
尔亲王一起开幕，这一季是
本季的首映式。表演由导演加
利纳·加尔科夫斯卡娅，指挥
亚历山大·安尼西莫夫，舞台
设计师、俄罗斯人维亚切斯拉
夫·奥库涅夫组成。男主角由
俄罗斯著名艺术家谢尔盖·穆
尔扎耶夫饰演，他是金面具国
家剧院奖得主，曾任大剧院和
马林斯基剧院首席独奏家，现
任巴黎歌剧院和诺瓦亚歌剧院

独奏者，以及Sargis Bazhbeuk-
Melikyan。这就是Galina Galk
ovskaya讲述她为Parterre（第
10号）心血结晶的方式：“鲍
罗丁的歌剧有很多主题-爱国
主义，背叛，爱与忠诚。在90
年代，当歌剧首次上演时，只
突出了某些方面，而现在又有
了不同的时刻，作为导演，他
突出了另一个方面...歌剧以
伊戈尔从被囚禁归来而告终，
准备新的生活。作曲家听起来
是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的最
有力的动机...
佐证这一论据的最引人注目
的例子是参加论坛-乌克兰
国家歌剧院，并演唱了乔亚
基诺·罗西尼的“塞维利亚
的理发师”的波光粼粼的歌
剧。明斯克第一次参观了这
个剧院！是的，与他的乐团
合作！指挥：Nikolay Dyadyu
ra。我承认，在12月14日，我
们目睹了一场壮观的表演，
其中演奏者的声音真正出
色。我们喜欢意大利传统歌
剧风格的演奏技巧和情节曲
折。不用说：乌克兰是一个
善于歌唱的国家。还有踏板
车、等离子显示器、光剑、
现代化的办公服等道具……
在当今时代还缺少什么。您
甚至可以说一个喜剧故事在
时空之外的舞台上展开。摄

影总监阿纳托利·索洛维扬
科与剧作Andrei Zlobin的舞
台设计师和服装设计师Anna 
Ipatieva一起，将我们带入了
一个没有任何细节的现代氛
围。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
在发生：谁选择什么-假装，
伪善，算计或爱与温柔。
论坛的节目包括大剧院《图兰
朵公主》贾科莫·普契尼的曲
目，以及来自奥地利的托马
斯·保罗（卡拉夫王子）和
来自韩国的克劳迪娅·甘戈
（奴隶刘），约翰·斯特劳
斯的《蝙蝠》和乔治·比才的
《卡门》。何塞将由大都会歌
剧院的首席歌手亚当·迪格尔
表演，他是美国最佳男高音之
一。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独奏
者，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 “
歌剧最佳独奏家”桂冠获得者
詹妮斯·阿佩尼尼斯饰演托雷
奥多·埃斯卡米洛。好吧，我
们的Oksana Volkova闪耀在卡
门的表演中，庆幸这些演员能
够来到明斯克。她在新闻发布
会上告诉了记者。
好吧，12月18日的盛大音乐会
超出了我们的所有期望，我们
期待着。掌声、“布拉沃”的
叫喊声、鲜花束……我们庞大
的观众感谢所有将力量和精力
投入到这个美好假期的人们。

瓦伦蒂娜·日丹诺维奇

2019盛大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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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诗人

“纯洁的雪白……”：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作品出现在白俄罗斯

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经典著作《精
选俳句短诗》出现在《地球诗
人》系列丛书中。白俄罗斯共和
国国家奖获得者亚历山大·里亚

扎诺夫是这本书的翻译者。该系列的
出版无疑是白俄罗斯文学翻译中的
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这位诗人的
翻译很简短：“松尾芭蕉（1644-
1694）是一位日本诗人，日本俳
句短诗的创造者之一，他为此类
诗歌体裁的美学发展做出了宝贵
贡献。”
是的，我相信这本关于松尾芭蕉
诗歌的白俄罗斯语译书（这似乎是
我们民族文学史上的第一本），会
吸引很多读者。当然，如果读者能
找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发行量
仅为250册。 “请看这里！..”/在
山上/我发现一个避难所。 “天空
在下雨-现在不见了/两颗星。”
这位传奇的日本诗人奠定了日本新
诗200年的传统。在他的一生中有很
多学生。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许多
文学艺术家都在坚持研究他的此种世
界现象，这就是生活哲学。他的俄语
译版书籍的出版也证明了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今年是松尾芭蕉诞辰
的375周年，在此我们应该提及一

下在明斯克出生的维拉·玛可
娃（1907-1995年）。维拉·
尼古拉耶夫娜·马尔科娃是一
位俄罗斯诗人和翻译，日本古
典文学研究者。 1931年，她
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
院日语系。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她移居莫斯科。在1950
年代，她开始翻译工作。 维
拉·玛可娃的大部分翻译都
与日本文学有关。 1987年，
她出版了日本诗集《冬季月》
，其中包括松尾芭蕉的诗歌合
集。
“途中精疲力尽：/在梦中徘徊/
空虚。” “可以-分散/颤抖/落
日的阴霾。” “被创造出来，在
我的脸上/不似诗歌！../第一朵
樱花的颜色。”
“松尾芭蕉是作品被收录到《地
球诗人》诗集从书的第一位日本
诗人。”《地球诗人》的发行人
兹米瑟·科拉斯介绍说。也许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会看到日
本诗人原业平、与谢芜村、石川啄
木、萨奇伊藤、黑泽明等日本诗人的
白俄罗斯语诗集？希望如此。

谢尔盖•希奇科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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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通往天堂之路》(该书
专门讨论了白俄罗斯和中国
的各种事实，2019年底在明
斯克出版)收集材料时，我
试图回避米哈伊尔·诺莫维
奇·巴甫洛夫斯基。但这是
徒劳的……

来自我们同
胞的传记
米哈伊尔的父亲—纳姆·巴
甫洛夫斯基在莫吉廖夫州从
事医疗工作。尽管他只是一
个医疗助手。他的儿子从小
就钟情于革命思想，是社会
革命党的一员。这位年轻人
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于
1911年从那里逃脱。他去了
法国。他获得了工程学位。
这里一些信息来源于比利
时，而另一些来源于法国。2
月革命后，米哈伊尔·巴甫
洛夫斯基回到了俄罗斯。

他曾担任法国部长阿尔伯
特·托马斯的翻译，这位部
长曾被派往巴黎与临时政府
谈判。之后，我们的同胞领
导了隶属于临时西伯利亚政
府的最高军事同盟安全委员
会。1918年11月29日，博尔
德列夫将军紧急乘坐火车从
鄂木斯克向东驶去。同年11
月底，科尔恰克将军下令逮
捕了他。1919年3月6日获释
后，他去了符拉迪沃斯托
克。他成为了民主党日报《
夜晚》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在远东共和国解体后，他移
居到了中国。住在上海，自
主创业。向中国提供铁路设
备和技术。在移民马克·维
什尼亚克的书中，提到了我
们的同胞，他曾提议在中国
设立普希金纪念碑。他在书
中这样写到(书名是《移民岁
月》1919—1969)：
“在被迫退出政治活动后，他
对政治没有失去兴趣，而是开
始主要从事公共和慈善事务，
并在‘俄罗斯华人’中获得了
极大的声望，特别是1937年设
立普希金纪念碑时。”那是
1937年在上海为俄国古典诗
歌而设立的纪念碑。
20世纪30年代，他移居法
国。1937年至1939年，他出
版了《俄罗斯笔记》杂志。
当然，它是由其他移民编

辑的。由于某些原因，只在
巴黎和上海发行。马克·维
什尼亚克证实，巴甫洛夫斯
基是这本杂志的发起者和出
版商，但他禁止在封面上使
用他的名字。米哈伊尔·巴
甫洛夫斯基还帮助出版了一
些俄罗斯移民作家的书—尤
其是纳德日达·特菲、鲍
里斯·扎伊采夫。有趣的
是，19世纪90年代，纳德日
达·特菲和她的第一任丈夫
就住在莫吉廖夫附近的庄园
里。她的作品中有一首诗叫
做《来自密茨凯维奇》。
1949年，巴甫洛夫斯基出版了
专著《中俄关系》。据了解，
他在中国生活期间就开始了这
项工作。他于1963年去世。

阿列斯·卡尔克维奇

米哈伊尔·诺莫维奇·巴甫洛夫斯基（1885年生于莫
吉廖夫州）在俄罗斯移民的知识分子中广为人知，他于
1920年至1930年居住在中国。

位于上海的普希金纪念像

莫吉廖夫-他的故乡

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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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今年是著名画家纳杰日
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诞辰
115周年。纳杰日达·霍达塞维
奇·列格尔在二十世纪的艺术
和铁幕时代的文化关系中发挥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位

多才多艺的原始作家，她在绘画，图形艺术等
领域关注传播20世纪上半叶法国艺术家的创意
传承问题，费尔南德·列格尔在法国发起并组
织了苏联艺术家的展览，以支持他的同胞。纳
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在1960年代末和
1970年代初特别访问了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之
后，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博物馆赠送了一些
有价值的礼物。例如，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收

在明斯克展出的国际展览项
目“纳迪亚。纳杰日达·霍
达塞维奇·列格尔诞辰115周
年纪念”，来自法国的私人
收藏和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
的收藏在明斯克展出，这不
仅成为首都的一项重要文化
活动，而且还提醒人们一个
事实：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界
限的，是国际性的。

看到了巴黎并...	
将其征服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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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来自欧洲著名艺术家的绘画的复
制品，一共360件。一段时间后，他们
还举办了展览——独特雕塑和浮雕作
品集-173，以及毕加索的陶瓷作品。
后来，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
尔将她的图形作品和费尔南德·列格
尔的作品捐赠给了博物馆。
简而言之，本届展览在白俄罗斯国家
美术馆举行并非偶然，在那里，观
众不仅可以了解纳杰日达·霍达塞维
奇·列格尔术领域中的活动。博览
会展出了超过50个作品——绘画、素
描、石版印刷和丝网印刷，既来自法
国私人收藏，包括画家的继承人，也
来自自然博物馆。展览使纳杰日达·
霍达塞维奇·列格尔的作品多样化，
抓住了她的各种风格和体裁多样性，
并感受到了这位艺术家的公民地位。
展览的一部分由费尔南德·列格尔和
毕加索捐赠给博物馆的作品组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是由国家艺
术博物馆在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
支持下组织的。由于有了欧盟的桥梁
计划，该项目才得以实现。
因此，在《国家艺术》中，纳杰日
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的绘画形式
融合了至上主义和立体主义。此外，
今天她在艺术领域被称为优秀的公关
人员和外交官。
对于维捷布斯克州Dokshitsy附近村庄
的农村女孩来说，苏维埃国家成立期
间没有铁幕。纳迪亚（纳杰日达的小
名——译者注）甚至在1920年代移居
巴黎寻求思想，但她仍然是共产党。
并把未来给了苏联。因此，她将朋友
毕加索的陶瓷移交给了白俄罗斯国家

美术馆。她还向这里寄了四百张世界
绘画的传真复制品。她想在维捷布斯
克开设博物馆。
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的孙
子尼古拉斯·特尼尔说道：“纳迪亚
经常谈论白俄罗斯，她热爱并珍惜自
己的祖国。我个人很喜欢她通过至上
主义来描绘革命和苏联时代的方式。
颜色组合尤其令人惊讶。”
因此，在展览中，纳迪亚本人向博物
馆展示的东西被至上主义淡化了。顺
便说一句，白俄罗斯的装饰品启发了
她这种几何形状。
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的一
生中，她在明斯克只有一次个人展
览。在体育宫展出了15个镶嵌画面板-
苏联艺术的专有技术。顺便说一句，
她丈夫费尔南德·列格尔的壁画很有
可能出现在宫殿的正面。但是他们放
弃了这个想法：这项运动看起来太抽
象了。尽管苏联在法国的代表处装饰
有这种镶嵌画。
顺便说一下，纳迪亚自己的面板在国家
博物馆（费尔南德·列格尔）的立面
上。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是使它更接近
法国现代艺术学院的主人。他们婚后在
一起生活了三年，在费尔南德·列格尔
去世后，纳迪亚亲自建立了自己的博物
馆，并邀请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的馆长
埃琳娜·阿拉多瓦参加开幕式。值得注
意的是，他们经常就即将举行的展览进
行交流，并总是在新年互相祝贺。
法国收藏家让·德格布斯·杜托莱说
道：“如今在法国，许多人继续发掘
纳迪亚·列格尔。人们对她在资本主义
国家成功的方式感到鼓舞。纳迪亚很伟
大：她在战后时代创造了波普艺术。现
在在欧洲她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
在她的画作的本次展览中，是她丈夫
的画。首次展出根据费尔南德·列
格尔的素描创作的格子。“我的展览
很快就会出现……”，这是纳迪亚于
1960年代在明斯克写的。埃琳娜·阿
拉多瓦真的很想在博物馆入口处挂上
这样的海报。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有
52位乡村女性的作品在这里展出，她
们看到了巴黎并将其征服。
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负责人Svetlana 
Prokopyeva：“该展览还展出了至上
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是费尔南

纳杰日达·
霍达塞维
奇·列格尔
是法国苏联
艺术家展览
的发起者和
组织者，为
同胞提供支
持。在参观
了苏联之
后，她向博
物馆展示了
各种艺术
品。白俄罗
斯国家美术
馆从她那里
收到礼物，
包括欧洲著
名艺术家的
画作的传真
复制品，雕
塑和浮雕铸
模，毕加索
陶瓷的独特
收藏，以及
费尔南德·
列格尔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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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列格尔发明的，它自然地
过渡到了纳迪亚·列格尔的作
品。”
顺便说一下，在博物馆的这次
大型个人展览中，西方艺术的
展览被拆除了。只留下了窗
户，上面放着纳迪亚和毕加索
的陶瓷。
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
格尔的孙子尼古拉斯·特尼
尔：“的确，我的祖母非常慷
慨。她为自己留下了姓名，现
在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在明斯克，我感到白俄罗斯人
和纳迪亚一样，意志坚强，充
满活力和积极向上。”
在开幕日之前，巴黎缪斯女神
的直接后裔（最初来自白俄罗
斯的泽宾）像“回家”一样。
在鲍里索夫附近的地方，有一
个祖母的名廊，上面有镶嵌
画。其中之一是水粉画，是马
克·夏加尔的肖像，他是纳迪
亚心中的挚爱。

每个人都有第一位老师。霍达
塞维奇认为卡齐米尔·马列维
奇和他的“黑场”是她的偶
像。但是，新艺术的创始人
令纳迪亚失望，她说这是艺术
的“终结”。
法国Lysore的费尔南德·列格
尔农场博物馆馆长Jean Des
cubes duChâteauns说道：“长
期以来，她理所当然地一直处
于丈夫的衬托之下。现在我们
重新发现她。纳迪亚·列格尔
是白俄罗斯人，女性们特别喜
欢她的作品。”
是的，今天，我们的同胞是
维捷布斯克州的本地人，纳杰
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尔不
仅是法国著名画家之一费尔南
德·列格尔的妻子，而且是一
个多才多艺的人。
明斯克展览的策展人Svetlana 
Prokopieva指出，这个国际项
目的任务是向观众全面展示艺
术家的作品。

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列格
尔转向了各种风格。您可以从
她与至上主义有关的早期作品
中通过立体主义，纯粹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追溯她
的职业生涯。根据继承人的说
法，她创造了82幅镶嵌面板并
将其转移到了苏联。尤其是
在我们的展览中，我进行了研
究并确定了仅29幅镶嵌画的位
置，其中有6幅在泽宾。不幸的
是，一些镶嵌画不再存在。这
次展览已经成为一种启示录。
毕竟，它介绍了20世纪20到80
年代艺术家的绘画和图形。
有关纳杰日达·霍达塞维奇·
列格尔和毕加索之间的信息。
她说他们互相之间探讨过。众
所周知，毕加索在1945年纳杰
日达举办的著名展览销售中介
绍了他的作品，以帮助战俘和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受难的苏联
公民。免费提供他的作品，并
将其出售。一个有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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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纳杰日达·霍达塞维
奇·列格尔的素描，著名的女
装设计师Pierre Cardin用贵金
属制成了胸针。
纳杰日达尽力在各个方面进行
创作，因此每位明斯克展览的
参观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件
令他心生反响的作品。

主题

梦想成真
1904年，一个女孩在维捷布斯
克州奥塞季什切村的一个大而
贫穷的家庭出生，她的名字叫
纳迪亚。小时候，她知道巴黎
是真正的艺术家创造的地方，
她梦想着自己会成为这样的艺
术家，并生活在梦想中的城
市。知道纳迪娜的梦想的邻
居孩子都嘲笑她，但那个女孩
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梦
想：她甚至多次离家出走，但
从火车上被带回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一家
人搬到了俄罗斯图拉的Belev
镇，纳迪亚在那儿开始练习
芭蕾舞和绘画。 15岁那年，
她发现美术工作室在斯摩棱斯
克开业了，她前往那里，她离
开时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在那

里与著名的至上主义者弗拉迪
斯拉夫·斯特列明斯基和凯瑟
琳·科布罗一起学习绘画。在
那儿，她遇到了卡齐米尔·马
列维奇。
但是两年后，纳杰日达趁机靠
近巴黎，与一个熟悉的家庭一
起前往华沙，这个家庭第一次
担任家庭教师。她不得不住在
修道院里，然后成为了一个修
女，但是，瞧瞧，由于她的才
华，这个女孩被美国艺术学院
录取了。在那儿，她遇到了已
结婚的斯坦尼斯拉夫·格拉波
夫斯基。但是她仍然有一个目
标：巴黎！通过说服丈夫搬到
那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

传记纪事

纳迪亚被费尔南德·列格尔的
风格征服，想和他一起去现代
艺术学院学习。这注定要实
现。但是也因此婚姻化为乌
有：离婚之后，斯坦尼斯拉夫
离开了法国。那个女人独自一
人抱着女儿。为了维持生计，
她在旅馆里打扫赚钱。剩下的
绘画时间很少，但是她只要从
麻烦中解脱出来，就立即跑到
工作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费尔
南德·列格尔和他的妻子前往
美国。纳迪亚没有离开法国，
参加了抵抗运动：她为战俘们
收集了衣服，庇护了一个英国
女孩。
战争结束后，费尔南德·列
格尔返回家园，纳迪亚续担
任助手。当艺术大师丧偶
后，两人走到一起。刚诞生
的列格尔太太立即着手安排
家庭问题：她在巴黎郊区买
了房子，并为自己和丈夫开
设了工坊。不幸的是，幸福
是短暂的：1955年，心脏病
发作后，这位著名的艺术家
去世了，他的全部财产都留
给了他的妻子。为了纪念她
的丈夫，纳迪亚决定在比奥
建立艺术家费尔南德·列格
尔的私人博物馆。当她把它
交给法国时，她被授予荣誉
军团勋章。
纳迪亚·列格尔于1959年首
次抵达泽宾。这就是她的
母亲的故乡，法国共产主义
艺术家并没有被禁止与她通
信。但是到那时她已经去世
了。这位艺术家住在她妹妹
叶甫根尼·瓦什凯维奇的房
子里。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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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前的乌兰乌德世界拳
击锦标赛上，叶卡捷琳
娜·科瓦莱娃成为铜牌
得主。她是白俄罗斯队
中唯一赢得这次锦标赛
的队员。尽管卡佳在开
始之前仅接受了几个月
的训练，但在此之前她
从事过踢拳，并成为了

世界冠军。科瓦莱娃在MMA中获得了成功和
认可，并从空手道和跆拳道开始了自己的体
育事业。她的人生故事不光是从运动的角度来
看很有趣。在童年时代，卡佳有时不得不单程
步行八公里去参加训练，从14岁起，她就开始
靠兼职工作的收入来接济家庭。18岁那年，女
孩看守了莫吉廖夫犯罪高发区之一的车库，然
后在明斯克的几个不同的机构担任保安，后来
去了巴林，在那里训练了王室成员。叶卡捷琳
娜·科瓦莱娃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人生中的
起起落落。

我才刚开始
自己的拳击

生涯

关于女子体育
运动的残酷性
和在巴林王室

的工作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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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非常好斗，
没有同情心”

—叶卡捷琳娜，第一届世界拳击锦标
赛成了您的奖牌。您对自己满意吗？
—我认为，在短暂的准备期间，我已
经显示出我目前能做的一切。但这不
是极限，我只是在学习。在某种程度
上，我对比赛感到满意，因为在比赛
中感觉会更舒服，这对我来说很重
要。我没有用脚击败任何人（微笑）
，我已经习惯了规则。
世界杯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手骨折
了，在比赛中感觉到了咯吱声，然后
疼得厉害。事实证明，早在世界杯后
两周，她就受伤了。那时医生看了看
手臂，一切都很正常，但发现这是严
重的骨折，骨头没有碎裂，而是互相
碰撞而弯曲了。医生说，现在做什么
都晚了，包括再打断骨头，要戴一段
时间骨折固定带，然后就继续锻炼。
—预赛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的奖牌总是
给人以希望。但您参加的重量级还没
有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会觉得委屈
吗？
— 我经常思考关于奥林匹克的重量。
理论上，我可以减肥到合适的73公斤
来参加比赛，但我剩下什么了...我就
变成赛场上的护栏绳子了(笑)。关注
我的人都知道我长期以来体重大约107
公斤，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是91-92公
斤了，减了很多了。
—从跆拳道和MMA过渡到拳击，没花
太久时间。
— 我从2017年开始进行跆拳道和混
合武术运动，在2018年我没有进行
训练，而是从受伤中恢复过来。然
后在土耳其著名的费内巴切俱乐部
（Fenerbahçe）接受了三个月的拳击
训练。到达白俄罗斯后，我工作了几
个月，并参加了世界杯。从跆拳道到
拳击的过渡的主要原因是膝盖受伤。
两年前，医生建议我停止体育运动，
之后我大约陷入了一年的严重抑郁状
态。我在事业的顶峰，到处被邀请，
又赢了世界杯，和著名的拳击手一起
训练，然而这个世界就毁了。
在内心深处我发现了力量，在下一次
看医生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

拳击怎么样？那是不允许用脚的，也
就是说，没人会踢我的膝盖”。他说
我是他见过的最了不起的运动员。这
很困难，因为我的主要运动是空手道
和跆拳道，即使在跆拳道中，我也经
常用腿，很少用手。这就是为什么我
28岁开始参加另一项运动。坦率地
说，这次过渡最困难的是逃避训练，
我不得不更多地呆在体育馆里并不断
地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
过渡，一切都如此有趣，我知道我才
刚刚开始拳击。团队认为我的进步非
常快，现在我搬去明斯克在谢尔盖·
亚历山大洛维奇那儿长期训练。
—许多人说女子运动比男子的更激
烈，拳击也是这样吗？ 
— 当然，这简直是噩梦。我期待看到
的是一个充满技术含量的拳击，但那

在下一次看医生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 
“拳击怎么样？那是不允许用脚的，也就是
说，没人会踢我的膝盖。”他说我是他见过
的最了不起的运动员。这很困难，因为我的

主要运动是空手道和跆拳道， 
即使在跆拳道中，我也经常用腿， 

很少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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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却像是个绞肉机。当女孩子们开始疯狂的时
候，她们不再打拳，而是像猫一样扑上去。很
有侵略性，而没有同情心。与男子拳不同，女
孩子喜欢违规，我感到震惊，有些人竟然能想
出击打后脑的办法，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头盔，
头发也会被拔掉。
— 那您的痛感已经降低了吗？
— 当然，我在打拳中骨折过。在赛场上习惯
了兴奋，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了。在我的职业
生涯中，不仅我的手和脚，甚至我的脸也受了
苦。春天我做了一次严重的手术——鼻子不小
心骨折了。在击打中它处于下方，所以骨头断
了，新伤加旧伤。当然，这并没有阻止我，而
且我的家人已经习惯了，并且接受了。在家
里，我的选择和决定总是受到尊重。

«我把人拽开拉走或者抬出去»

—您提到了从小就想打架，作为小孩子为什么
会有这种愿望？
— 我7岁那年，哥哥被送去打拳击，我大
喊：“爸爸，我也想去！”因为哥哥有如此帅
气的手套、漂亮的头盔和赛场上霸气的照片。
可是他们带我去看我毫不感兴趣的杂技，爸爸
说女孩应该演杂技或跳舞。我哭了，也祈祷
了。后来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和母亲进行了认
真的交谈，她理解了我，但当然没带我去打拳
击，但至少让我学了空手道。
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一直想尝试一些更强
悍的动作，比如散打或泰拳。有人告诉我，这
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于是让我尝试跆拳道。我
这样做了而且甚至必须去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
会的资格赛，但那时我受了重伤。顺便说一
句，这场比赛是由乌克兰人赢得的，但我在这
次选拔赛前几周就赢了她。
—在之前采访中，您指出，在童年时代您有时
不得不步行去参加锻炼...
— 妈妈独自抚养我兄弟和我，没有足够的
钱，有时连车费都付不起，所以我在雨雪中徒
步去参加训练。有时我无法支付空手道课的费
用，我的教练弗拉基米尔·阿纳托利耶维奇·
塔拉森科对此有所了解。他对我来说就像个父
亲，所以他仍然允许我训练。从14岁起，我开
始赚取额外的钱来帮助我的家人。那时，在莫
吉廖夫某个桥边荒原的地方，有一个无照明的
车库，我守着它。那时我的生活看起来像这
样：在莫吉廖夫呆三天三夜。19:00去车库，
早上7点去训练。然后回到家或留在大厅里睡
在垫子上，因为我在下午要接受第二次训练，
之后再回到了车库。在剩下的三天里，我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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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在那里我早上训练三个小时，晚上训练
三个小时。像这样生活了七八个月，我厌倦了
来回奔波，所以留在了明斯克，并开始在著名
保安机构“蔓越莓”工作，我要检查出入通行
情况，后来我被任命为那儿的安全部长。在那
里，我把人拽开拉走或者抬出去。

«人们会忽略我，不允许
他们的女儿跟着我训练»
—在受伤期间，您不能锻炼，于是离开去巴林
工作了。
— 当时明斯克发生了危机，通货膨胀了。朋
友们叫我去巴林做教练，但他们以为我不会
去，因为那儿发生了军事活动。我只问他们一
个问题：那儿有海吗？因为医生建议我的膝盖
和小腿接触盐和水。我在那儿担任了著名健身
中心的教练，训练上层人物。这个岛很小，没
有那么多资深专家，皇室成员来找我，包括国
王的孙女，也就是公主本人。他们当然不是每
周训练三次，但是一个月来两次。
—那里的女人对武术感兴趣吗？
— 我工作过的健身中心具有国际地位，在那
里有不同国籍的人接受培训，所以我有男女混

合班级，也只有女子班。当有信仰的妇女来到
时，整个楼层就被完全封闭，放下了特殊的百
叶窗，这样一来，男人就无法看到我没有穿着
穆斯林服装的学生。
当我训练混合班级时，我想，天哪，你们为什
么这么软弱，男人总是抱怨说，对他们来说很
难，也会旷课。但是在女子班级中，就像在军
队中一样，她们执行了我所有的任务，一直坚
持到最后。
—作为欧洲姑娘，您在巴林受到了怎样的待
遇？ 
— 很不容易，尤其是头几个月。有时候人们
会忽略我或不允许他们的女儿跟我一起训练。
这让我感到委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才建立
起好教练的形象并向当地民众证明了，并非所
有“俄罗斯”女孩都享有不良声誉。
—在阿拉伯世界让您最惊讶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宽容的人，我了解在他们的国家有
必要按照他们的规则生活。我甚至在那儿有自
己的长袍，像一条特殊的丝绸斗篷，因为光着
脚走路是不雅的。在阿拉伯地区有很多来自边
远地区的人，他们很少见过女性，所以他们的
反应可能会大不相同，比如说可能会尾随。因
此，为了自己的安全我穿了长袍。在那里只有
一件事困扰我：来自传统家庭的女孩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二十一世纪机会很多，但由于一些
古老的信念，人们限制了自己。

达莉亚·洛巴热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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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次 展 览 是 根 据 1 9
世 纪 中 叶 至 今 的
玻璃玩具历史的神
奇迷宫组成的，其

主要内容是首都商人的私人
收藏品。在展品中，有珍贵
的收藏，例如，捐赠给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并在吉尼斯
世界纪录中列为最大的手工
圣诞树玩具的精确复制品，
以及来自布达佩斯的维也纳
巨大银球。每个展台都有自
己的惊艳之处：有波兰一家

玻璃企业的玩具；这是荷兰
制造的著名德尔夫特瓷器玩
具，捷克制造的精致圣诞节
装饰品，以及德国制造的手
工玩具；这是圣埃尔米塔亚
12厘米的球，每个球都是名
画的复制品:凡高、大理、希
什金，还有一个绿色的小提
琴手沙加拉和一个黑色的马
列维奇方块。有趣的是，制
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书面承
诺十年内不重复任何作品。
另一方面，它完全是一种异
国情调：占卜师的陶瓷小
雕像、非洲和澳大利亚的
稻草和编织珠子饰品、来自
朝鲜的红色金灯笼和带子、
美国圣诞老人和甘蔗棒、北
欧母鹿、来自伊朗、埃及、
秘鲁、新西兰、安提瓜和巴
布达的传统玩具。最后，来
自白俄罗斯语的新年问候，
包括1970年代的明信片和报
纸，以及白俄罗斯大师手工
制作的现代圣诞树装饰。
--几年前，当我们在博物馆的
这里首次展示该收藏时，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大约有3万
名参观者。许多人自然会问：
我们白俄罗斯人的玩具在哪
儿？因此不仅要收集，而且要

生产，这是项目组织者、收集
者和国内新年玩具厂经理安德
烈·贝格尔说。他的整个人造
玩具收藏量大约有2000件，但
无法确切说明数字，因为每年
收藏的玩具不仅有新的展品，
而且还丢失了几件意外打碎的
玩具。通常会向所有者询问最
贵的展览品，但他会提出一个
反问：跟什么比较？“我尝试
每次旅行都带来新玩具，而它
们的价格各不相同”。从精神
上讲，最昂贵的玩具是童年
的。
 您建议从哪里开始游览？
-首先，从新年玩具的制造方
式开始：谁吹球、如何吹球、
如何绘画、谁制作卡片。我
想，小家伙们会喜欢一个有
趣的圣诞节小镇，那里有很多
音乐在播放，年纪大的人会喜
欢新年留影区，大人会被童年
的回忆所吸引——苏联新年贺
卡的复印件、旧玩具或圣诞老
人的礼物集，例如，在我看来
是从加纳来的皮肤黝黑的圣诞
老人，与佛陀很像。一些“老
人”已经上了年纪，为了保持
时代精神，我们尽量不重建它
们。”

维多利亚·泰勒舒克

新年之美
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其中一
个大厅里，各种各样的圣诞
树张开了它们毛茸茸的“爪
子”：内敛的白色、经典的
红色和金色，低调的蓝白色
的球，以及杂色的苏联复古
风格。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数百种圣诞树装饰、圣诞
老人画廊、互动的圣诞节小
镇、小型博览会和新年玩具
绘画班。所有这些都是“圣
诞节玩具博物馆”展览项
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使我
们愉悦。

节日将近

安
娜
•赞

科
维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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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赞卡维奇”圣诞玩具博览会的照片视图。国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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