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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Му зеі-ся дзі бе Фран ціш-

к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ў Куш ля нах — а 

му зе ем у 90-я га ды ста ла род ная 

ха та кла сі ка — па-ра ней ша му 

жы вуць паэ зія ды па дзвіж ніц-

кі дух. Тут мож на да кра нуц ца 

да спад чы ны ро ду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ў, 

ду хоў най спад чы ны паэ та-зма-

га ра. І да ве дац ца шмат пра тое, 

як жыў адзін з па чы наль ні каў 

но вай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за што ся ля не лю бі лі ад ва ка т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й ча му ён так лю біў 

род ную мо ву. Руп ныя на шчад кі 

са бра лі тут, у Куш ля нах, ка ля 

200 уні каль ных экс па на таў, ся-

род іх і аў тэн тыч ныя рэ чы сям’і 

Ба гу шэ вічаў: пісь мо вы стол, 

крэс лы, ру ка пі сы.

Месцасілы
Сі ні ве чар па во лі апус ка ец ца 

на Куш ля ны. Ма ляў ні ча, не за-

быў на-цёп ла све цяц ца вок ны 

на ся дзі бе, дзе прай шло дзя цін-

ства й апош нія га ды Фран ціш-

к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Су стра кае нас 

гас цін ны гас па дар — за гад чык 

фі лі яла Дзяр жаў на га му зея гіс-

то рыі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ы, 

па эт Алесь Жа мой цін. Гэ ты 

ўдум лі вы, та ле на ві ты ча ла век 

пры свя ціў жыц цё вы ву чэн ню 

спад чы ны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ў. Вяс ной 

1988-га ма ла дым ас пі ран там 

пры ехаў сю ды, каб ства раць 

экс па зі цыю — і за стаў ся на доў-

гія га ды. А ў чэр ве ні 1990-га тут 

ад крыў ся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 му зей.

— За ха ва ла ся ха та паэ та 

1896 го да па бу до вы й ка мен ная 

або ра, — рас па вя дае Алесь. — 

Ма ён так Куш ля ны, як свед чаць 

да ку мен ты, Ба гу шэ ві чы на бы лі 

ў 1749-м. Па бу до ва, без умоў на, 

па цяр пе ла ад ча су, і та му два 

вян кі ў зру бе да вя ло ся за мя ніць, 

ад бу да ваць па фо та здым ках ве-

ран ду. І по тым па ча лі на паў няць 

па коі рэ ча мі з роз ных ка лек-

цый: з Ма ла дзе чан ска га му зея, 

Ака дэ міі на вук, ад Мі ха ся Ла-

пе хі, які ўсё жыц цё збі раў ма тэ-

ры я лы пра Фран ціш к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Паз ней на шчад кі род най 

сяст ры паэ та Ган ны да сла лі ў 

му зей так са ма іх ся мей ныя рэ-

чы: аб раз, фут ляр, ро да выя ме-

даль ё ны.Алесь за пра шае ў ха ту й пра-

во дзіць нас па тых па ко ях, што 

па мя та юць кро кі даў ней ша га 

гас па да ра: Фран ціш ка Бе не-

дык та Ка зі мі ра ві ч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Пра нік нё на рас па вя дае пра яго 

жыц цё й твор часць.

У кож ным з шас ці му зей ных 

па ко яў — асоб ная экс па зі цыя. 

Два з іх — ме ма ры яль ныя. Тут 

по бач са скрып кай і дуд кай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экс па ну юц ца вы дан ні 

кла сі ка, у тым лі ку “Дуд ка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і “Смык бе ла рус кі”, 

што па ба чы лі свет у 1908 го дзе 

ў Пе цяр бург скім вы да вец тве 

“За гля не сон ца і ў на ша акон-

ца”, сцяг паў стан цаў 1863 го да 

(па эт жа быў ад ным з іх), парт-

рэ ты сяб роў ды па плеч ні каў, 

фо та здым кі, ко піі да ку мен таў, 

ра да вод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ў, пе ра кла-

ды паэ та.Ця пер на леж нае мес ца ў ха-

це за ня лі й ся мей ныя ро да выя 

ме даль ё ны сям’і. У іх да энер-

ге ты кі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ў да лу ча ец ца 

й моц час ці нак мо шчаў свя тых, 

якія пры ве зе ны з мес цаў па лом-

ніц тва ў роз ныя ча сы. Лі чы ла ся, 

што ме даль ё ны ахоў ва лі род на 

пра ця гу ста год дзяў ад хва роб і 

ня шчас цяў.
На жаль, аса біс ты ар хіў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ў згі нуў. Боль шасць 

ру ка пі саў 
зні шчы лі 

нем цы 

ў Пер шую су свет ную вай ну, 

бо ў 1915-м тут быў шпі тал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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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таткізукраінскагагорада

Нежына,уякімз1865годавучыўся

ўліцэіФранцішакБагушэвіч

Вось ён які: Не жын!.. Здзіў ляе, за ча-

роў вае мност вам цэрк ваў, со неч на га свят-

ла, зе ля ні ны ў цёп лую па ру го да. Ву лі цы 

з ат ры бу та мі сучаснасці й даў няе за мож-

нас ці… Са скульп ту рай Двор ні ка ў цэнт-

ры: эс тэ тыч ным на па мін кам не смя ціць.

Тыя ву лач кі ні бы та вы вод зяць нас у 

мі ну лае.Я пад’ еха ла ў Не жы не да рэ лік та-

ва га пар ку, за якім ха ва ла ся ве ліч насць 

ста ра даў ня га бу дын ка, — і ні бы су стрэ-

ла ся з ін шай эпо хай. Мяс ці на муд рас ці. 

Тут ад чу ва еш ня ўмоль ную ха ду ча су. 

12 бе ла снеж ных гран ды ёз ных ка лон, 

“12 ле бе дзяў” скі ра ва ныя ўверх, што 

вель мі сім ва ліч на: 12 муз, 12 апост алаў 

ахоў ва юць ува ход у свя ты ні. Бу ды нак 

уз ве дзе ны ў стро гім сты лі кла сі цыз му. 

Спра ек та ваў яго Лу і джы Рус ка, ува саб-

ляў ся пра ект у жыц цё пад кі раў ніц твам 

ар хі тэк та ра Іва на дэ Лу кі ні. (Лу і джы 

Рус ка (італ. Luіgі Rusca) (1762–1822) — 

ар хі тэк тар швей цар ска га па хо джан ня, 

пра ца ваў пе ра важ на ў сты ліс ты цы кла-

сі цыз му. З 1783 по 1818 год — у Ра сій-

скай ім пе рыі: як Ала і зій Іва на віч Рус ка. 

Іван дэ Лу кі ні (1784–1853) — ар хі тэк тар 

з Санкт-Пе цяр бур га, італь ян ска га па хо-

джан ня Іван Фран ца віч (Джа ва ні) Лу кі-

ні (італ.: Gіovannі Luchіnі). — Рэд.) “Яно 

не бу дзе ба яц ца ча су на пра ця гу мно гіх 

ста год дзяў!” — з го на рам ка заў ар хі-

тэк тар пра сваё ка мен нае дзе ці шча. Цар 

Аляк сандр І па да рыў та ле на ві та му дой-

лі ду брыль ян та вы пярс цё нак, кош там у 

1000 руб лёў: па тых ча сах не вы моў ная 

шчод расць!
Але ж хто фун да ваў ве ліч нае бу даў-

ніц тва? На фран то не ста ро га кор пу са ёсць 

і ця пер свое асаб лі вая пад каз ка — над піс 

на ла ці не: LABORE ET ZELO. Гэ та дэ віз, 

аказ ва ец ца, з фа міль на га гер ба Аляк санд-

ра Без ба родзь кі: “Пра цай ды ўпарт асцю”. 

А свят лей шы князь Аляк сандр Анд рэ е віч 

Без ба родзь ка (1747–1799) быў ча ла ве кам 

вя лі кім: канц ле рам ра сій скай ім пе ра тры-

цы Ка ця ры ны ІІ. Па лац у Не жы не — гэ та 

ма тэ ры я лі за цыя кня жац кай ма ры. Ад са-

ма га па чат ку, з 1805-га, Не жын ская гім-

на зія вы шэй шых на вук (паз ней — юры-

дыч ны лі цэй, гіс та рыч на-фі ла ла гіч ны 

ін сты тут, ця пер — Не жын скі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т імя М. В. Го га ля) на сі ла імя кня-

зя. Ён жа ня ма ла пры клаў на ма ган няў і 

срод каў, каб у ле ва бя рэж най Укра і не з’я-

ві ла ся пер шая вы шэй шая на ву чаль ная 

ўста но ва. Каб дух асве ты кра нуў шмат-

лі кіх юна коў, а ве ды іх спры я лі роск ві ту 

ра дзі мы. Па эт Гаў ры ла Дзяр жа він так 

пі саў пра кня зя: “…и не на род ный шум, 

не пог ре баль ный блеск, не звук ему хва-

ла — де ла…”. Вя до мы гіс то рык Мі ка лай 

Ка рам зін па кі нуў нам та кое сваё важ кае 

мер ка ван не: “Вижу в нём ум го су дар-

ствен ный”.У Не жы не ад шу ме лі звон кі мі ліў ня-

мі га ды юнац тва й ста наў лен ня Мі ка лая 

Го га ля-Яноў ска га (па рус ку: Николай 

Го голь-Яновский). Ка лі з рус ка моў на-

га шэ ра гу вы бі ра еш ад ны лі та ры “о”, 

то ба чыш сэнс яго пер ша га псеў да ні ма: 

“ОО ОО”. З ча сам жа пісь мен нік па кі нуў 

са бе толь кі проз ві шча ка зац ка га ата ма на 

Го га ля.Сту дзень скі дзень, ка лі я на вед ва ла 

Не жын, вы даў ся на ра дасць со неч ным, 

утуль ным і яр кім. На ват у жоў та-сі ніх 

сва іх ка мі зэль ках сі ніч кі не сва ры лі ся 

па між са бой, а ні бы та гу ля лі ў хо ван кі з 

пра мен ьчы ка мі. Ва вер ча ня ты га рэ за ва лі 

ся род га лі нак во ла таў скіх сос наў. І под-

ых даў ні ны…
У Граф скім пар ку су стрэў мя не, як і 

да маў ля лі ся, укра ін скі па эт Аляк сандр 

Га дзін скі: ён кі руе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й сту ды яй 

Не жын ска га дзярж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та. (У нэ це 

мы знай шлі тэкст пра тое, што ў аб лас ным 

цэнт ры, у Чар ні га ве, па бы ва лі сяб ры лі-

таб’ яд нан ня “Го го лев ка”, што прад стаў-

ляе Не жын скую шко лу паэ зіі. Не жын цы 

прэ зен та ва лі ў кні гар ні “Интермеццо” 

пра гра му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мас тац ка га фес ты-

ва лю “Го го лев ка”, які пра хо дзіў у траў ні 

2019-га. То Аляк сандр Га дзін скі — так са-

ма і ў той літ су пол цы. — Рэд.) Аляк сандр 

па да рыў мне збор нік сва іх вер шаў. Ён жа 

й пе ра клаў на ўкра ін скую мо ву паэ тыч ны 

збор нік “Дуд ка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Фран ціш ка 

Ба гу шэ ві ч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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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стра ха, ка жуць, во чы вя
лі кія. І доб ра яшчэ, што мно
гія з сён няш ніх па ні кё раў, якія 
спра бу юць зма гац ца з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м бур ны мі вы кі да мі ў на ва
кол ле, сац сет кі сва іх пер ша быт
ных стра хаў, ні ко лі не гля дзе лі ў 
мік ра скоп… Ві ру сы ж увесь час 
міль яр да мі жы вуць ва кол нас, а 
на ват і ўнут ры. Толь кі мы да 
па ры да ча су та го не за ўва жа ем. 
Пра ві рус гры па ўсе ве да юць, 
пра ро та ві рус ныя ін фек цыі, пра 
гер пес на пэў на не толь кі чу лі — 
ме лі маг чы масць па зна ё міц ца. І 
не як “вый сці з сі ту а цыі”.

Ён вя до мы з 1965‑га
Пры гле дзім ся да мік ра іс тот, 

якія сён ня рап тоў на пад вод зяць 
лі ніі жыц цяў ты сяч лю дзей 
да крытычнай ры сы, за пус ці
лі ў све це гла баль ныя пра цэ
сы: аб руш ва юц ца най мац ней
шыя эка но мі кі све ту, буй ныя 
кам па ніі, тур фір мы, ра за ра
юц ца ты ся чы прад пры маль ні
каў.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ы ж ва кол нас 
даў нымдаў но кру цяц ца. Гэ та 
“мік ра ар га ніз мы сфе рыч най 
фор мы, якія ўтрым лі ва юць ад
на лан цуж ко вую ма ле ку лу РНК 
(ры ба нук ле і на вай кіс ла ты). 
Яны ма юць аба лон ку з рэд кі
мі шы па мі ці вар сін ка мі, якія 
на гад ва юць ка ро ну пры за

цям нен ні сон ца. Вось ад сюль 
і наз ва: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с”. І яшчэ 
з гіс то рыі пы тан ня: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с ча ла ве ка быў упер шы
ню вы дзе ле ны ў 1965 го дзе ад 
хво ра га на вост рае рэ спі ра тор
нае за хвор ван не. (Рус ка моў ная 
аб рэ ві я ту ра ОРЗ — ка му ж не 
зна ё мая? — Аўт.) Роз ныя ві ды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ў шы ро ка рас паў
сю джа ны ў пры ро дзе, яны вы
клі ка юць раз на стай ную ін фек
цый ную па та ло гію ў жы вёл”.

Хто, ка лі тых ві ру саў асаб лі
ва ба яў ся! Пом ніц ца, на пры кан
цы 70х, у па ру ву чо бы ў Ле нін
гра дзе не ка то рыя з ма іх зна ё мых 
пад пра цоў ва лі “пад до след ны мі 
тру сі ка мі” ў Ін сты ту це гры па. 
Пад за ра жа юць ві ру сам ця бе, у 
лёг кай фор ме, по тым на зі ра юць, 
як ідзе пра цэс, і ле чаць. Дні праз 
тры пас ля “пра цэ ду ры” ха дзі лі на 
лек цыі. На ву коў цы рас пра цоў ва
лі вак цы ны, а сту дэн ты “на ву цы 
да па ма га лі”. Ка за лі й мне: ну ра

зік па сап ля еш, пе ра хва рэ еш — і 
бу дзеш з іму ні тэ там.

А га доў 15 та му быў я на між
на род най кан фе рэн цыі мік ра бі
ё ла гаў, па глы біў ся ў праб ле му 
ан ты мік роб най рэ зіс тэнт нас ці 
(АМР), на пі саў пра ве лі зар ную 
пры ха ва ную па гро зу ча ла вец
тву (“Вой на микромиров”. — 
СБ., 13.12.2005 https://www.
sb.by/artіcles/voynamіkromіrov.
html). Га вор ка там пра мік ро бы 
(бак тэ рыі). ➔ Стар. 3

Раз ме жа ва насць пла не ты 
на кра і ны васт рэй ад чу ва ец ца 
ў ча се ба раць бы з эпі дэ мі яй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 Але ж для пту шак 
ме жы не іс ну юць: увес ну яны 
заў сё ды вяр та юц ца з вы раю да до му

А рап там з да лё кіх да ляў “неш та 
не бяс печ нае” пры ня суць тыя “кры ла тыя 
міг ран ты”? Та кія пы тан ні ча сам уз ні ка
юць у да пыт лі вых гра ма дзян. Мяр кую, з 
ча сам зной дуц ца й на іх ад ка зы. Бо й гэ
тыя міг ран ты, мож на ска заць, пад на гля
дам. За пры лё там пту шак што год со чаць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на вед ні кі сай та Bіrdwatch.by 
(у пе ра кла дзе “Птуш кі што дня”). Свае 
на зі ран ні за но сяць у таб лі цу. Дзя ку ю

чы ёй вя до ма, што з вы раю да нас ужо 
вяр ну ла ся больш за 50 ві даў пе ра лёт ных 
пту шак. Ся род іх — кач кі, чай кары
бач ка, чор ны дрозд, бе ла бро вы дрозд, 
дроздспя вун, чап лябу гай, чор ны бу сел, 
бе лы бу сел, звы чай ны шпак, ма лі наў ка, 
вя лі кі бак лан, бе рас цян ка, ка нап лян ка, 
со калпус таль га, ба ра вы жаў рук, па ля
вы жаў рук, ку лікспу чок, ку лікчар няк, 
ляс ная за ві руш ка, лу га вы свірс тун ды 
ін шыя. Асоб ныя птуш кі па ле на ва лі ся 
да лё ка ля цець і пра вя лі сё лет нюю цёп
лую зі му ў Бе ла ру сі: у не ка то рых рэ гі
ё нах зі мой ба чы лі ле бе дзяклі ку на, шэ
рую гусь, кач куцы ран ку, вя лі кую бе лую 
чап лю, шэ ра га жу раў ля, чай куклы гу на і 
чай кура га ту ху.

“Па доб на, што са мая вяс но вая кра і на 
сён ня — гэ та Бе ла русь: ме на ві та тут на 
сён ня ад зна ча на больш за ўсё на зі ран няў 
пту шаквес ту ноў “Жы вой вяс ны”. Уся
го ў роз ных кра і нах ад зна ча на 500 та кіх 
на зі ран няў”, — па ве дам ля юць на сва
ім сай це https://ptushkі.org/tag/zhyvaya
vyasna ак ты віс ты Гра мад скай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і “Ахо ва пту шак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АПБ). Ма дэ ра та ры партала атры ма лі 
звыш 280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яў пра вяр тан не 
ў Бе ла русь бе лых бус лоў, якія пер шы мі 
ня суць нам вяс ну. А вяс ко вых лас та вак, 
якія ў ад роз нен не ад га рад скіх лас та вак і 
лас та вакзям ля нак так са ма лі чац ца вес
ту на мі вяс ны, па куль за ўва жа на ма ла.

Вель мі рэд кі пе ра лёт ны від, які гняз
ду ец ц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 вя лі кі ар лец. Пра 
яго пе ра лё ты на ву коў цыар ні то ла гі ве
да юць най больш пад ра бяз на. Шля хі міг
ра цыі, мес цы зі мо вак вя лі кіх ар ля цоў 
вы ву ча юц ца пры да па мо зе GSMтэ ле
мет рыі з 2017 го да. Пятнаццаць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ар ля цоў пе ра сы ла юць ву чо ным 
сіг на лы пра сваё мес ца зна хо джан не 
праз GPSсістэму. Са чыць за іх пе ра мя
шчэн нем па све це ан лайн мо жа кож ны 
на сай це ptushkі.org. З да па мо гай су час
най апа ра ту ры ўда ло ся вы свет ліць, што 
гэ тыя птуш кі лю бяць зі ма ваць у Паўд
нё вай Азіі, на Ара вій скім паў вост ра ве, 
ва ўсход няй част цы Паў ноч най Аф ры кі 
(дэль та Ні ла). Не вя лі кая іх коль касць зі

муе ў Еў ро пе (на Бал ка нах, у Іта ліі, паўд
нё вай Фран цыі) ды ін шых мес цах.

Сё ле та вя лі кія ар ля цы па ча лі вяр тац
ца з зі моў кі 12 са ка ві ка. Пер шай мя ж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е ра сяк ла Аль джу ся — пра ста
ва ла да свай го гняз да ў Бе ла веж скай пу
шчы. ➔ Ста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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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аецца з красаВіка 1955 года l      l № 07 (3619) l   l аўторак, 14 красаВіка, 2020

На ва гру дак: 
го рад Адама 

Міцкевіча
 Стар. 7

Бе ла русь —  
у на шых  

сэр цах
Стар. 5

Новая сіла 
старой веры

Стар. 6

вясновы нАстРой

Ме жы — не для пту шак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Ад сэРцА дА сэРцА

Трымайся, 
Італія!
У Беларусі прайшлі 
акцыі салідарнасці 
з народам Італіі

З Ам ба са ды Іта лі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па сту пі ла ін фар ма цыя пра ак
цыю са лі дар нас ці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на ро да з на ро дам Іта ліі. “Бе ла
русь да лу ча ец ца да між на род
ных іні цы я тыў са лі дар нас ці з 
Іта лі яй у су вя зі з над звы чай най 
сі ту а цы яй, звя за най з но вым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м, — пра чы та лі мы ў 
да сла ным прэсрэ лі зе. — Уве ча
ры ко ле ра мі італь ян ска га сця га 
асвя ці ла ся ве лі зар ная шкля ная 
ве жа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біб лі я тэ кі 
ў Мін ску, адзін з бу дын каўсім
ва лаў кра і ны”.

Тое ад бы ва ла ся на пры кан
цы са ка ві ка. Гэ ты знак па ва гі, 
за ўва жым, быў так са ма пад
тры ма ны ў сац сет ках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ем “Са лі дар насць з на ро
дам Іта ліі”. Ам ба са дар Іта лі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Ма рыё Баль дзі так 
пра ка мен та ваў ак цыі: “Бе ла ру
сы па мя та юць, што Іта лія бы ла 
ад ной з пер шых кра ін, якія не
ад клад на прый шлі на да па мо г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ас ля Чар но быль скай 
ядзер най ка та стро фы. Сот ні 
ты сяч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дзя цей ад чу
лі вя лі кую лю боў італь ян скіх 
сем’ яў, і для мно гіх з іх Іта лія 
ста ла дру гой ра дзі май. А ця пер 
вось бе ла ру сы да юць нам сі лы і 
над зею на леп шую бу ду чы ню”.

Іван Іванаў

Мік ра свет, які заўж ды з на мі
Раз ва гі пра тое, ча му ма лень кія пры чы ны мо гуць вы клі каць вя лі кія на ступ ствы

Покліч Радзімы — неадольны

Мінск, Палац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7 красавіка. Нарада ў Прэзідэнта. Без панік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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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合作因友谊而加强时
在中国的支持下，白俄罗斯正
在实施许多重大项目。其中最
著名的是中白工业园和吉利汽
车的联合生产。很快一定会添
加新的项目。基于白俄罗斯总
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中国
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崔启
明的会晤结果，做出这样的预
测很容易

30

难，没有额外的资金，但是国
家仍然继续为未来而投资

16	身体感觉如何——	
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的检查站如
何处理冠状病毒这一全球性问
题

17	个人防护
在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如何保持
健康的思想？如何避免恐慌和
绝望？如何自我帮助？意识在
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明
斯克市临床精神病学诊所著名
心理治疗师和麻醉师弗拉迪斯
拉夫·伊万诺夫斯基就上述问
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竞争商业模式

在生命的边缘

4

10	电子产业的吸引力
近年来，白俄罗斯日益重视生态
和自然保护问题。国家正在采取
切实步骤解决这些紧迫问题

15	创新成为首要计划
国家已经在白俄罗斯投资创建
现代创新产业。目前有一些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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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	
个超出我们预期的国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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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丰富的文化征服世界

36	妈妈与战争
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玛
利亚·切尔卡希纳

41	记录并相信
一位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学生收
集了一百多名退伍军人的回忆

46	书籍插图
我们著名同胞马克·夏加尔的
作品最早被称为画家的作品。
尽管他从事图形和布景设计，
并用意第绪语写诗、新闻和文
章。1964年，马克·夏加尔在
巴黎歌剧院的其中一栋建
筑——卡尼尔歌剧院的礼堂里
画了天花板。这位艺术家在该
项目上工作了大约一年

50	最白俄罗斯的巴黎艺
术家
去年年底的几个月中，展
览“Shraga Tsarfin。通往光
明。”讲述了巴黎学校画家的
作品，这位画家是白俄罗斯小
镇斯米洛维奇人，其中展示了
数十幅有趣的画作

44	洋娃娃软件
达吉娅娜·科斯图谢娃是一名
软件工程师，在一家效益很好
的塑料制造公司工作。她没有
太多的空闲时间，但是她一有
空，就会考虑……制作玩偶。
两年来，年轻的女工匠一直在
为自己和他人制造漂亮的玩
具，她认为这项工作是毕生的

布拉瓦，伊莱扎里耶夫！ 56

期待已久的首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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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
内猖獗蔓延……我希
望在4月份发行该期
刊时这句话变得无关
紧要。但是，恐怕在
月底以及下月初，病
毒仍然会继续蔓延。
这就是不幸的客观现
实，我们做出了如此
悲观的预测。
大流行是从哪里来
的！是的，这一切
最早被发现于中国武
汉。随后冠状病毒在
其他国家迅速蔓延：
欧洲，美国，实际

上，COVID19覆盖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
大洲。不仅个别城市被封城，某些国家甚至
被封国。根据可怕的数据统计，目前存在百
万计的患者，成千上万无法救治的患者。
有各种各样对抗冠状病毒的策略。虽然我们
采取了更温和的应对策略，没有强制隔离，
但仍然被要求采取周到并适当的操作，以及
需要医生的专业精神。也需要社会的同理
心、责任感和共情力。
得出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但是有一件事很
清楚：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全球
性问题。同时，我们将以病毒学家的意见安
慰自己，最终，冠状病毒将成为普通的季节
性感染，例如流感，我们应该适应它。幸好
有某些国家已经开始生产疫苗，科学家们终
于弄清了这种病毒的遗传结构。这意味着我
们向抗“疫”胜利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顺便说一句，四月份过去后可以比较一下。
是的，时间在流逝。自切尔诺贝利惨案以来
已经过去了34年。如今，找出1986年4月在
白俄罗斯附近的核电厂发生事故的原因是没
有意义的。但是，当时能感到很深的痛苦，

并意识到“切尔诺贝利受害者”，营救者，
消防员……自我牺牲的代价：在“灾区”执
行任务的每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以牺牲健
康为代价。
是的，时间不是简单的抽象。而是非常具体
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证明了这点。当然，技
术灾难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存在。全世界都需
要与之抗争。白俄罗斯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事故的影响很大。白俄罗斯为减轻切尔诺贝
利事件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
力。在后续的34年中，国家为处理切尔诺贝
利事故一直在拨款。位于戈梅利有一座白俄
罗斯共和国放射医学与人类生态中心。预测
和克服辐射污染的研究资源集中在这里。白
俄罗斯科学家们在这里分享研究成果，他们
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切都会日益简单。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核
技术都会发展。由于自然资源的缺乏，人类
将日益依赖核能---仅在法国，就有约60座
核电站。同时，没有人能免受技术和自然
灾害的伤害。即使痛苦，经验在此时是无价
的。曾经访问过戈梅利放射医学与人类生态
学中心的德国著名科学家盖尼斯.彼特.布特
斯，他指出：“白俄罗斯在解决克服切尔诺
贝利事故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进步。”
当然，这样的评估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
是成功的研究成果和其应用性。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附近的农业企业已经学会了获得高利
润的清洁产品---正如他们所说，这是很有
价值的事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4年前带来了灾难。我
们应铭记此次事件。此次事件唤醒了全世界
许多有爱心的人。今天，在事故发生多年之
后，这些人仍然乐意帮助白俄罗斯。我们应
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想说：“希望能早
点恢复健康！”。确实，为了生活更美好，
需要付出更多力量和精力。

早点恢复健康！

维克多•哈尔科夫
主编

主编著



我爱这个产业，这就是未来。不仅是因为他们做得好，而且他们从事出口生
意。他们在世界各地工作，将资金带入国内，这非常重要。高科技产业使我
们进入了更高的发展水平。以上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访问明
斯克自由经济区的阿达尼研究与生产私有企业的印象。

竞争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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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总统访问“阿达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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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科技产业——今天没有
它，就无法想象经济
的有效发展。当谈到

它可以为国家带来的特殊利
益时，经常以阿达尼公司为
例。它由核物理学家弗拉基
米尔·莱涅夫教授于1990年
代初创建，现已发展成为一
个主要的创新中心，其产品
在近一百个国家中都需求。
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它：每
年有超过四百万白俄罗斯人
接受X光诊断数字系统的检
查。
我们的设备正在执行两个程
序：结核病的早期诊断和乳
腺肿瘤的筛查。我们最新的
发展之一是计算机断层扫描
仪的批量生产。一部分已
经交付给地区医院，这使
得现代诊断更普及，有助于
早期发现疾病，并提高治疗
质量。这种设备的成本几乎
是西方同类设备的二分之
一，质量更高。进口替代问
题正在解决中，根据企业总
干事弗拉基米尔·莱涅夫的
评估，阿达尼制造的八百多
台各种设备正在白俄罗斯运
营。它已安装在近五百家医
疗机构。
是的，包括用于医疗诊断和
获取安全系统的X光设备。
该产品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
的，不仅在白俄罗斯而且在
广阔的国外市场中都与知名
的世界品牌有效竞争。该公
司的管理层不仅大胆地经营
目前的品类，而且拥有明确
的发展前景。
阿达尼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弗拉基米尔·莱涅夫在企
业入口处会见了国家元首。
随后简要介绍了公司的历
史，检查了产品样本并参观
了产品。当然，负责人并非
没有自豪地告知明斯克的大
部分产品都是出口的，而且
供应地域正在接近数百个国
家。该业务已经有一定的历

史了。它始于1990年代初，
开始生产辐射监测设备。在
后切尔诺贝利国家，这非常
重要。顺便说一句，此类产
品的首批样品也已提交给总
统。三十年过去了，它们像
发条一样工作，并拥有极其
可靠的现代技术：从X光机和
数字荧光透视图到检查扫描
仪以及最新的计算机断层扫
描技术。

当
然，许多人都通过pul
soscan（一种用于检查
胸部的数字设备）拍X

光。阿达尼的专家研发了自
动识别病理的系统。人工智
能系统也被引入新一代的乳
腺医生用于乳腺肿瘤诊断的
设备。在评估乳房X光片的
结果之后，该设备将通过分
析图像来向医生指示有问题
的区域。军械库中还有用于
普通X光的设备，以及用于
治疗皮肤癌的设备。是的，
曾经是白俄罗斯公司“射
击”的第一批产品之一是伽
马辐射计，用于快速分析产
品中是否存在放射性核素，
用专业人员代替了整个实验
室。这些设备仍然有用，例
如在紧急情况部的使用中。
第三代光谱仪具有广泛的应
用范围。例如，在德国，他
们测试啤酒的味道。安全系
统是一个单独的单元。已经
为美国市场创建了扫描仪，
用以扫描、检测教育机构中
的背包（类似机场行李扫
描）。在美国，获取武器很
简单，该设备不仅可以检测
到危险物体并将其阻挡，还
可以与紧急服务人员联系。
在白俄罗斯开发的具有检测
违禁物品的系统的X光人体
扫描仪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机
场（包括伦敦希思罗机场）
找到。
简而言之，这样的产品是为
特定购买者制造的。样机正
在各地展示，来自潜在消费

者的评论不断，他们正在进
行预购。毫不奇怪的是，大
多数产品最终都交付给国外
市场、以及非独联体国家。
例如，正在为埃及设计的流
动生殖健康综合体的工作正
在完成。诊所各个科室都设
有登记处，超声室和妇科实
验室，能够进行乳房X光照
片。这不是第一次为埃及提
供的产品。阿达尼汽车扫描
设备已经为整个沙姆沙伊赫
旅游区提供安全保障。

该
企业在业务模型中的独
特性，解决了客户的问
题。因此总体上更具

竞争力。第二个特点是企业
是面向社会，阿达尼的创新
高科技解决方案旨在确保安
全，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
第三，该业务是多元化的：
开发和制造广泛应用的医学

该公司生产用于
医疗诊断和完善
安全系统的X光设
备。生产在许多
方面都是独特
的，不仅在白俄
罗斯而且在广阔
的国外市场中都
能够与知名的世
界品牌有效竞
争。公司的领导
不仅大胆地应对
现有的设备，而
且看到了明确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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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照相设备、X光系统、科
研分析设备和产品质量控制
系统。
弗 拉 基 米 尔 · 莱 涅 夫 指
出：“所有这些都使企业能
够成功发展，即使其中一个
行业放慢了脚步。”
当然，不要忘记高科技企业
的主要特征是创造具有高附
加值的产品。只有在此基础
上，才能建设未来的企业。
一个特殊事件成为了对更广
泛主题进行全面讨论的原
因。国家元首对整个经济特
区居民的工作条件很感兴
趣。今天，所有这些条件都
可以利用，它们提供的工作
几乎占了我们经济中所雇用
的百分之五。它们占GDP的
份额也大概占比百分之五。
去年，他们为国家预算支付
了约13亿卢布，占收入的3.5
％。同时，他们利用了约9亿
卢布的优惠。经济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但是今天可能会
有更多的期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
自由经济区为整个高效率企
业开辟了良好的开端。他们
站起来了，变得更强壮，更
发达了。
是的，许多自由经济区实体
像阿达尼一样独特。但有时
企业实体抱怨与自由经济区
居民企业竞争的复杂性，包
括在国外市场。总统还强
调，就货币而言，自由经

济区对国家福祉的贡献可能
更大。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认为，从这一观点出发，分
析当前的税收立法是有意义
的：
“我们谈谈《税法》，看看
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
的。这并不是想打压谁。您
会看到，在什么情况下国家
会发挥作用：在市场上你们
必须为每一分钱而战。”
总统提到的国家利益的重要
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经济
的权宜之计：
“最主要的是外币进来了，
在我们这里消费。”

当
然，现代创新生产需要
适当的人员配备。建议
为年轻的专业人员提

供公司的具体工作。阿达尼
负责人说，已尝试与大学建
立这种合作计划。此外，该
公司不仅准备资助培训，还
准备向其未来的雇员支付奖
金。事实证明，这是对智力
资本的直接投资。是的，公
司会为毕业生提供良好的工
作条件。如果他改变主意，
则必须赔偿费用。基本上，
这是一个常见的模式。但是
事实证明，国家立法不允许
私人实体以这种方式培训人
员。总统认为这是不正确
的，并承诺将协助解决该问
题。
在白俄罗斯制造的计算机断
层扫描仪模型方面进行了有

趣的对话。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回忆如何购买第一批此
类进口设备：据报道，世界
著名的制造商想要以一台设
备约400万美元的价格进行
供应。总统下令出价减少一
半，但一次购买几套，双方
成交了。如今，“阿达尼”
的断层扫描仪价格便宜了好
几倍，而且是外国同类产品
的一半。具有可比的技术规
格。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去
年，有7台这样的设备交付
给了白俄罗斯地区诊所。国
家元首不仅建议继续合作，
还建议阿达尼总经理：“监
督我们自己生产的医疗设
施的使用情况。最主要的是
我们自己生产，而且价格便
宜。”
显然，本地制造商将始终更
加渴望监督其设备的性能。
及时维修，如果出现故障请
立即修复。因此，卫生部长
弗拉基米尔·卡拉尼克报告
了另一个项目。这家阿达尼
公司将为其所有设备提供集
中的售后服务，这些设备目
前正在医疗机构中工作。但
我国X光机只有大约850台，
设备供应将继续。全面的服
务将节省时间并消除设备待
机时间。

与
辅助企业的工作也需要
特别注意，要时刻监督
他们的工作情况。但

是，通过合并成一家创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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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单一结构，他们可以充
分发挥其潜力。
国家元首随后列举了“阿达
尼”的优点：“这是一种高
智能，高水平的进口替代
品，他们雄心勃勃。”
显然，企业不会做出轻率的
决定。一切都必须仔细计
算。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支
持。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
出：
“要实现我们想要的突破，
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巨额
资金。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多
钱，世界上很少有人拥有。
那些有钱的人不会总是付出
（为了企业的发展——作者
注），因为明天它将成为他
们的竞争者。”
在阿达尼，突破的想法早已
成熟。计划包括建设一个未
来全周期的新模块化工厂，
并调试所有必要的技术流
程。这需要土地。总统也承
诺在这里提供支持。此外，
新工厂还具有示范项目的作
用，可应客户要求在任何国
家/地区实施。并且感觉到对
这种产品的需求。

该
公司今天在全球各大洲
都有代表。其产品在
86个国家/地区使用。

在企业参观期间，弗拉基米
尔·莱涅夫热情洋溢地谈到
了取得的成就：
“我们的设备甚至漂浮在远
洋客轮上。我们在国外有

五个办事处。美国有两个，
英国，中国和俄罗斯也有两
个。他们不仅从事销售，而
且还从事售后服务，因为没
有它，就不可能在地球的边
缘出售设备。”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中有
很多，但主要的也许是有
效的灵活管理系统。众所
周知，今天，重要的不是数
量，而是产品的质量，多样
性和竞争性的商业模式已经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切都基于我们的想法”
，弗拉基米尔·莱涅夫解释
说：“我们做得很快。今
天，必须立即创建和销售产
品。每年，我们在新业务上
的开发金额为400万美元。”
当然，员工自身的敬业精神
也起着重要作用。总统与其
中一位专业人员进行了有趣
的对话。心脏科医生Antonis 
Joseph来自斯里兰卡。他在
白俄罗斯接受了医学教育，
与白俄罗斯人结婚，并且在
我国生活了2 3年。在阿达
尼，他担任医用X光设备的
业务发展总监。同时他并没
有放弃他所钟爱的职业，而
是继续在明斯克一家常规诊
所当医生。
“好的员工像照明灯一样为
您工作，”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向卫生部长说道：“必
须找到这些人并将其晋升为
高层。”

当然，在与医生的对话中，
冠状病毒的话题不会被抛在
后面。
总统说：“事实证明，冠状
病毒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了。”目前医学领域有90％
的话题与此相关。在这里，
我们开始惊慌、尖叫……我
们必须像在白俄罗斯那样工
作。

在
与媒体代表的对话中，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谈
到了其他话题。特别

是，总统被问到全球经济形
势将如何发展。答案是具有
象征意义的：
“我不想变得司空见惯，只
是表达我的意见。至于金融
和经济危机，我们已经一只
脚踏进了那里。而现在，由
于动荡不定，各个方向的波
动都很大，我们正在努力使
这只脚恢复原状。主要问题
是什么：我们将这只脚退
回，还是将第二条腿也伸进
去？”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补充说，
目前尚不清楚局势将如何发
展，全球危机是否在等待着我
们，还是这些国家是否能够恢
复到昨天的发展水平：
“我们需要分析我们现在在
做什么。我们正在努力并分
析某些领域。也许到那时，
将使我们得出某些确定的结
论。”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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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真正的友谊无障碍。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独立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此
时刻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说，包括冠状

病毒在内，没有任何事情会干涉建立我们两国
之间的良好关系。白俄罗斯总统提请注意以下
事实：我们正在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
平对明斯克的访问，并向大使说了这些话：
“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很期待他来白俄罗斯。
我们还有时间为这次访问做准备，以便充分利
用此次会晤。”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和中国有很
多有趣的项目，包括先前宣布的国家足球场和
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建设：

“我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期间我们将启动
这些建设项目。这些将是示范性的建设项目。
我希望能够在这两个位于欧洲中心的中国项目
举办大型国际比赛（而且我们已经得到国际组
织的确认）。”

会
上，还讨论了抵抗冠状病毒的问题。欧
洲开始越来越多的限制，而中国的乐观
消息传来了。众所周知，中国各级政府

取消了全国交通管制。在湖北武汉，记录了第
一批感染病例，也取消了交通管制。做出该决
定是因为该地区疫情的改善。中国人在抗击疫
情方面的经验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包括我国
在内，人们对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今年，
白俄罗斯两次向中国派遣了人道主义援助飞
机。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的支持。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该场合表示：
“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中国专家——我们的朋友
任何关于疫情方面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有回答
过我们。他们在这几个月的所有抗击疫情的经
验都慷慨地移交给了白俄罗斯的流行病学家、
微生物学家和医生。就像苏联时期一样，我们
拥有处理这些问题的专业人士。感谢你们，并
感谢所有中国人民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卢卡申科提请注意：白俄罗斯目前所有冠状病
毒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
“这种病毒没有在我国广泛传播，而且，病毒
的根源也不在我国。”
同时，尽管有大量的中国公民在白俄罗斯学习
和工作，但并没有任何中国公民将冠状病毒带
入白俄罗斯。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强调：“我们在这方面非
常认真地工作，并且正在努力。”不是因为我

当合作因	
友谊而加强时
在中国的支持下，白俄罗斯正在实施许多重大项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中白工业园和吉利

汽车的联合生产。很快一定会添加新的项目。基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

中国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崔启明的会晤结果，做出这样的预测很容易。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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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什么都不怕。那不是重点。我们会根据您和
我们的经验，尝试专业、准确地采取行动。

白
俄罗斯没有与任何国家关闭边界。但
是，在外国公民入境方面，我们进行了
非常认真的控制和监督。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有各个国家的人来
到白俄罗斯，但是在机场（主要是飞机旅行）
，我们认真控制了到达白俄罗斯的人。”
但是，在此期间采取的预防措施不仅仅预防冠
状病毒。在白俄罗斯的冬季，病毒感染的发生
率一直在增加。因此，总统认为，不应忘记患
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
“因此，我告诉卫生部，医生不应削弱对其他
疾病患者的关注。”
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最容易感染病毒并入院的人
主要是同时患有各类疾病的人：心血管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高血压、超重、糖尿病等。
“当然，任何病毒都会冲向这样的人”，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说：“我们的医生设法应付，
绝不放松。”
众所周知，通常最容易受到病毒攻击的老年人
总是处于危险之中。他们现在受到特别照顾。
社会服务，志愿者组织帮助老年人在家中运送
药品和食物。总统指示权力机构联合起来帮助
那些现在需要帮助的人。为此，根本不需要等
待请求帮助。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措施。不应忘
记老年人——国家元首让整个地方机关都奉行
这种工作原则。
白俄罗斯为支持弱势群体公民正在努力，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告诉中国大使：
“我们以生活为基础。生活中一切都会发生，
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惊慌。我最担心的是，人们

会因媒体发表的信息而患上精神病。精神病将
是所有其他疾病的根。专家们这样说。因此，
按照您（中方——作者注）的说法，根据我们
双方的经验最大程度的抗击病毒。”

在
与白俄罗斯总统的会晤中，崔启明转达
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的热烈问候和良好祝愿：

“您一直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促进中
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
赏。”
在与卢卡申科会晤后，中国大使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强调，近年来，在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
下，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达到了外交关系历史
上的最好水平：
崔启明强调：“中国打算继续与白俄罗斯合
作，以实现达成的最高水平的协议。”
他还感谢白俄罗斯人民对住在白俄罗斯的中国
公民的良好态度：
“他们不感到任何歧视。这也证实中国和白俄
罗斯建立了真正的全天候友谊。”
关于与冠状病毒的斗争，大使指出，这一问题
不分国籍，这一流行病不分国界。因此，全世
界都需要与它作斗争。崔启明说，白俄罗斯和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树立了凝聚力的典范：
“在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命令下，白俄罗斯
两次向中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而中方又向
白俄罗斯发送了一套确定病毒和保护设备的试
剂。因为朋友需要它。中白两国在与这一流行
病的斗争中相互帮助与支持，这体现了中白两
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白俄罗斯中国“巨石”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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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一些措施
是总统签署
的关于鼓励
使用电动汽
车的法令。
该文件的通
过不仅是改

变交通运输发展环境的一个
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为白俄
罗斯创造全新未来的一个现
实的重要条件。该计划特别
提出了刺激电动汽车需求的
措施，并建立了充电和服务
基础设施。

根据总统令，电动汽车的车
主可免缴交通许可费用。将
电动汽车进口到白俄罗斯以
供个人使用时，个人无需支
付增值税。此外，电动汽车
的车主在2026年1月1日之
前可免除公共停车场的停车
费。
反过来，电动汽车和充电站
的制造商，以及经营它们的
组织，都有权按照《税法》
规定的方式增加投资抵免
额。如果充电站在白俄罗斯
使用，则免征增值税。

电力式交通
近年来，白俄罗

斯日益重视生态

和自然保护问

题。国家正在采

取切实步骤解决

这些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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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白俄罗斯石油生产联合企业将
不经拍卖而租赁土地，用于建造和维
护电力充电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充
电站的建造费用可以免费转移到这些
设施所在法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由
业主(建筑商) 计入营业外支出。在征
得土地使用者同意的情况下，将提供
用于安装充电站的土地，但不得将其
从公共土地上移走。

在不久的将来别无
选择的交通方式
显然，设想的措施是先进的。这些数
据表明，该国正在考虑10至15年后的
趋势。专家指出，电力运输在不久的
将来是无可争议的。在现代技术发展
的条件下，它不仅经济、环保，而且
还为形成根本上的新基础设施创造了
条件：新的加油站网络，电力传输系
统。随着白俄罗斯电力系统的投产，
所获电力的销售就成为一个紧迫问
题。发展个人、公共和货物电力运输
是一个关键领域。例如，在发展轻型
和公共电力运输的同时，美国正在开
发并已经开发出货物电力运输、各种
小卡车——商用车——的初步样品。
这个方向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因为
企业总是对运输成本做出反应。电力
运输的使用将有助于最小化内部成
本，因此商业部门将支持电力运输的
引入。
顺便提一下，不容置疑的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辆汽车就是电动的。对于现代
白俄罗斯来说，考虑到即将启动的核

电站和能源状况，新的法令是非常有
远见的决定，符合总体发展战略。并
能够进一步改善白俄罗斯在国际舞台
上的形象。回顾我们在2015年签署的
《巴黎气候协定》就足够了。在欧洲
中心建立一个绿色国家，是一种全新
的生活意识形态。简言之，所通过的
法令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决定，将对人
民的福祉和健康产生更好的影响。电
动汽车的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
是白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平台。

抉择是否合适

是的，该国电力运输的发展主题最近
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这不仅是对时尚的顺应，也不是
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的愿望，尽管情
况确实如此。这是当下迫切需要的。
白俄罗斯总统在部长理事会最近一
次会议上强调说，——像我们这样的
国家，出口导向型，没有大量地下储
量，长期以来一直将重点放在电力运
输上。这是我们的天赐良机。在不久
的将来，我们将投入使用两个核电
站。那么，为什么今天不及时地转向
电力运输，以消耗更多电力呢？这是
碳氢化合物的替代品。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他亲自测
试了这些新产品：不是为了展示坐在
车里，也不是为了展示新车。不，我
已经促使你们和整个社会注意这个问
题。
总统还回顾了国家科学院关于制造家
用电动汽车的指示。关于刺激使用电
动汽车的问题，国家元首在此提请注
意以下重要问题：
——建造核电站产生的任务是使汽车
的电能比汽油和柴油的成本便宜。那
么人们就会很乐意购买电动汽车。

 � “白俄罗斯石油”计划在2020年开
设180个快速充电站；
 � 今天，白俄罗斯有251个快速充

电站；
 � 平均每辆电动汽车都有1.4 个快

速充电站。

具体点

1月，在科学日展览上展示了由联合机械工程学院的专家们研发的家用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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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和签名：1月，在科学日的一个
展览上，展出了联合机械工程研究所
专家开发的电动汽车。
不久，白俄“吉利”公司就展示了中
国的电动汽车，共四辆。
中国汽车巨头的白俄罗斯子公司与此
创建无关，至少暂时如此。汽车厂厂
长根纳季·斯韦捷夫斯基解释说：
——我们申请在技术和商业上测试电
动汽车，以便随后在工厂决定该方向
的进一步发展阶段。需要进行全面的
运行测试：用户是否满意这种汽车，
是否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新的电动汽车平均每100公里的路程
消耗13.5瓦/小时。行程储备足够500
公里。其中有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行人和骑车人响应系统、智能自动停
车系统。关于这些电动汽车在国内可
能的价格，根纳季·斯韦捷夫斯基认
为，具体数字还为时过早：
——需要看到汽车成本和市场环境。
此外，向白俄罗斯进口电动汽车必须
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报废费，所有这
些都增加了汽车的价格。因此，为了
大规模使用，需要为电动汽车创造更
舒适的条件，相关文件草案正在准备
中。
其中一辆抵达的电动汽车将在鲍里索
夫的工厂进行测试，另外三辆将进入

经销商中心。然而，也有可能在该国
进行组装。但这需要几个因素结合起
来。
——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有大规模
需求——每年大约10,000辆车，最好
进行生产准备。即使是5000辆电动汽
车，大概也足以让我们做出积极的决
定。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出口市场。白俄
吉利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市场提供
汽车，正在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电动
汽车在欧洲市场也很畅销。与此同
时，该企业正在等待中国全面恢复
其汽车零部件供应。冠状病毒传
播的情况使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
鲍里索夫工厂的情况也很正常。在
1500名员工中，只有20名来自中
国。12月份，他们与其他工作人员
一起休假，在中国冠状病毒流行开
始之初就没有去过中国。

时间影响决策

近年来，白俄罗斯一直在积极开发新
技术，如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
例如，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凯
曾表示，白俄罗斯正在与德国和美国
的公司谈判，将电动汽车的生产转移
到我国。
正如弗拉基米尔·马凯指出的那
样：“我们已与一家美国公司联系，
并与德国公司合作，探讨在我国自由
经济区或中白工业园区进行生产的可
能性。”
白俄罗斯媒体也加入了这一趋势，在
过去一年里，它们开始积极出版国内
外电动汽车评论。当然，这也是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亲自研究的课题——
正是根据他的指示，国家科学院制定
了《国家电力运输发展纲要》。

为什么电动汽车
这么受欢迎
我们将尝试回答为什么在政府一级处
理电动汽车这一问题。实际上，最合
乎逻辑的原因是白俄罗斯电网即将投
产。必须在某处进行剩余电力的供
应，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了生产家用电

3月，白俄罗斯主持了“吉利”电动车的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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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以及刺激白俄罗斯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
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电动汽车的主要优点：
--绿色环保。这种机器不使用基于石油产品的
燃料，因此不会向大气排放有毒物质。
--安全。与经典汽车相比，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性明显降低。
--经济。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比电贵，因此，对
车主来说，节约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活动部件较少，噪音较低。

白俄罗斯电动汽车的前景

我必须马上说，前景非常非常好。根据乐观的
预测，到2025年，电动汽车的数量将达到3.2
万，而消极的数字也将达到1万。但是，即使
是第二种选择，也将拨出近7000万美元的补贴
来购买这些机器。
如此大量的电动汽车将需要大规模的充电站网
络，到目前为止仍存在一定压力。即使在明斯
克，也很少有地方可以给电动汽车充电，更不
用说沿线和区域城市了。白俄罗斯石油主要负
责安装这种设施。如前所述，该公司的计划非
常雄心勃勃。顺便说一句，对于这类汽车的所
有者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所

有电台都处于测试模式，您可以完全免费充
电。
白俄罗斯正试图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这进一
步证明了政府的严肃态度。但白俄罗斯电动汽
车什么时候上市——目前还不清楚。

顺应世界潮流

第一辆电动汽车是在发明内燃机之前制造的。
它设计于1841年，具有手推车的外观。有趣的
是，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仅在2011年11
月，世界上的电瓶车数量就超过了1912年的水
平。然而，在一个半世纪多的时间里，电动汽
车成功地成为真正完美可靠的交通工具。
现代电瓶车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绿色环保
是城市环境的关键。即使考虑到发电厂的运
行情况，生产和维护电炉消耗的自然资源也
少得多。这也是第二个好处：电子运输效率
更高。例如，电瓶车将大约60%的电能转化为
机械能，而汽油机器的使用效率则为燃料的
17-20%。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使用电动汽车，
在相同距离上行驶的能源成本会更低的原因
之一。
即使考虑到发电厂的运行情况，生产和维护
电炉消耗的自然资源也少得多。

网站e-cars.by上明斯克电动汽车充电站的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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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便性而言，值得记住的是，电动车不需要
换档。仅方向盘和两个踏板就足以控制这种交
通工具。在电力运输发达的国家，维护电瓶车
的费用比内燃机车低得多，平均来说，到服务
中心去的次数要少3-4倍。而且，如果发生汽
车事故，则不会发生爆炸或起火。最后一个显
着的优点是指定发动机安静运行，从而在驾驶
时带来额外的舒适感。
但是也有一些消极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最
大的负值也许是一次充电的行程范围。在现代
电动车中，这个问题已经部分解决。例如，特
斯拉Model S的电池续航时间为270英里(494公
里)，而大多数其他车型的最大续航时间不超
过300公里。此外，特斯拉的闪充可在半小时
内给电瓶车电池充电80%。

然而，充电器并非随处安装。如果在美国，完
全可以在各州之间旅行，不必担心被起诉，而
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早在几年前，在全白俄罗斯会议上，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谈到了转向电力运输的计
划：“看看美国，那里排队的都是电动汽
车。”根据总统的说法，我国的石油和天然
气储量并不多，所以必须以电力为目标，当
核电厂开工时，电力将相当多。同时，还讨
论了在白吉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生产电动
汽车的计划。
发展充电基础设施和电动汽车运输的国家方
案设想在白俄罗斯快速发展充电站网络。现
在，谁来做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建立和发
展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国家运营商将是白俄
罗斯石油，法令规定。
促进销售和发展电力运输部门的工作借鉴了
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将
来会发生什么。例如，在英国，为了增加绿
色汽车的数量，政府向英国提供了购买电动
汽车的补贴，补贴额为汽车成本的35％，并
且免征财产税。在法国，政府为购买者报销
10 000欧元。这些国家已经宣布到2040年向电
动汽车过渡。届时，那里将禁止使用内燃机
的汽车。在荷兰，他们承诺到2025年过渡到电
动汽车。荷兰承诺到2025年采用电动汽车，地
方机关代替政府鼓励人们购买电动汽车，购买
者可免交登记税和财产税。德国出台了购买电
动汽车的激励措施，如10年免征财产税，4000
欧元的绿色汽车贷款，以及低息贷款。
这里的领袖是挪威。全国三分之一的汽车是电
动的。环保汽车免交25%的增值税和汽车税，
电动汽车车主缴纳降低的道路费。到2025年，
挪威将把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0%以
内，从而禁止内燃机车。
此外，印度和中国也表示将向电动汽车过渡。
空气污染水平高，可以解释印度转向电动汽车
的愿望。据绿色和平组织称，每年有230万人
的死亡与排放有关。印度计划到2030年禁止在
汽油和柴油上销售新车。政府打算补贴购买电
动汽车两到三年，直到负担得起。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电动汽车将在十年
内比普通汽车便宜。现在电池大约是电动汽车
成本的一半。到2030年，电池成本将下降约70
％。在八年内，“绿色”汽车的价格将与汽油
和柴油汽车的价格持平。到2030年，电动汽车
的价格将降低10％至20％，并且价格将继续下
降。彭博NEF分析师计算，到2040年，新车市
场中一半以上的汽车将是电动的。

瓦西里·蒂霍米罗夫

电动汽车的平均充电时间约为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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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工业部科学技术管理局创新
活动部负责人谢尔盖·卡比
绍夫最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
上说，工业部下属企业产品
的三分之一具有创新性。
工业部企业产品的大约百分
之七十销往国外，并确保货
币流向白俄罗斯。同时，三
分之一的制成品具有创新性。
今天，工业部优先资助了电
子工程、光电子、微电子和
无线电电子、混合动力和电
力驱动的车辆、机器人和无
人驾驶农业车辆，以及采矿
设备等领域的新技术产品项
目。工业部的几乎所有公司
结构都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
院的研究所和教育部的大
学进行联合研究。谢尔盖·
卡比绍夫说：“这项工作的
目标是通过引入科学发展和
先进技术来提高产品的竞争
力，创造新型机械和设备” 
。 据他说，在该领域的占主
导地位的公司有BMZ、别拉
斯、马兹、MTZ、Gom sel
mash、Am ko dor。
工业部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
起重能力为450吨的BELAZ矿
用自卸车，以及目前正在俄
罗斯哈卡斯州测试的机器人
自卸车。还包括电动卡车，
以汽油为动力的联合收割机
和带有汽油、柴油发动机的
拖拉机。
同时，中国企业国机集团于
3月底入驻“巨石”中白工
业园区，其项目旨在创建科
技合作和创新发展区。根据
入园企业在2020年至2021年
的计划，计划建造综合性的

科研行政大楼以及辅助基础
设施。计划在初始阶段实施
四个与光学器件，汽车传感
器，半导体器件和新材料等
相关的研究项目。
应当指出，国机集团是中白
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的主要股东之一。中工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机集团的
子公司，是工程和运输基础
设施马兹潍柴和中联重科工
厂的总承包商。此外，一拖
白俄罗斯技术有限公司也是
国机集团的子公司。
众所周知，中白工业园是一
个具有特殊法律制度的经济
特区，距明斯克25公里。来
自15个国家/地区的居民在这
里注册。园区的优先领域是工
程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和
物流。在我们的案例中，“巨
石”中白工业园是成功合作的
典范，是真正有创新前景的项
目。
创新当然是非常大胆的事情。
梦想成真会引起真正的喜悦。
距离地面六米高的混凝土杆上
的银管。这是一个真空隧道，
内部的磁性垫层列车以极高的
速度移动。在正确的地方，门
打开，乘客下车、上车。如有
必要，列车会“跳入”地下并
再次“出现”。从布列斯特到
莫斯科，将在50分钟内到达。
每天上班可以行驶800公里，
甚至1500公里。途中，乘客可
以在火车窗欣赏变化迅速的，
美景。
这不是幻想，而是在磁悬浮原
理下运行的真空隧道中的高速
路项目，该项目由布列斯特建

筑工程师父子尼古拉和帕维
尔·科尼亚耶夫开发。他们拥
有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交界
的布列斯特附近建立一个复杂
车站——HUB的想法，将单
轨、机场和水路结合在一起。
设计已经以图纸和技术规范的
形式存在，看似奇妙的想法已
在严肃的科学界得到理解。有
什么机会将其变为现实？
2007年，该项目在意大利佛罗
伦萨的一次国际比赛中展出。
欧洲建筑师提出了许多回应和
要求，以使用该技术以及在布
列斯特附近建立一个集成站的
想法。顺便说一下，该项目的
创造者建议将其放置在Novo
sady村的区域内，该村位于
M1公路以北1公里半处。
但是为什么要布列斯特？这
是一个小城市。 “我在自己
居住的地方创造，”尼古拉·
科尼亚耶夫说。此外，在与欧
盟接壤的地方建立运输终点站
的想法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看
到。当然，只有在国际合作的
条件下，才能掌握这样一个庞
大而昂贵的项目。但是我们必
须大胆展望未来，寻找志趣相
投的人。我们首先可以创建一
个模型，让人们可以触摸这样
的运输项目，还可以作为我们
的小型实验室，进行测试。
这些不再是梦想，而是令人羡
慕的计划。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创新成为首要计划
国家已经在白俄罗斯投资创建现代创新产业。目前有一些困
难，没有额外的资金，但是国家仍然继续为未来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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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俄罗斯 -
波兰边界
上的Bru
zgi检查站
很安静。
由于冠状
病毒，邻
国的公民

禁止进入。没有熟悉的乘用
车。积极地双向行驶只是卡
车的流动，尽管欧洲疫情严
重，但卡车实际上并没有减
少。白俄罗斯卡车司机德米
特里带来自比利时的货物，
他说：“边境通过得足够
快。”入境时，边防人员问
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身体感
觉如何，这对于驾驶员来说
毫不奇怪。
“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针对
从疫情严重的国家返回的公
民”，流行病医生助理Ve
ronika Pyshko说。格罗德诺
卫生流行病和公共卫生区域

中心的专家全天候在检查站
值班。
对每一位入境人员进行体温
测量，并进行涂片检查分
析。确保填写特殊表格，其
中有所有必要的联系信息。
从其他国家的来的人在有症
状的情况下：如发烧，咳嗽
甚至不适，都要在检查站叫
一辆救护车，病人直接住
院。此类案件甚至在Bruzgi检
查站发生过。例如，一名重
型卡车司机被送往医院。检
查点的安全措施很严格。边
防人员都戴着口罩和手套。
在每个岗位都有防护隔离设
备。检查每本护照后要清洁
手。
“边境警卫继续加强卫生检
疫控制。格罗德诺边境机关
的官方代表Nadezhda Mase
vich强调说，所有员工都将获
得足够数量的必要的个人防
护设备。

据说，在格罗德诺卫生流行
病和公共卫生区域中心，最
近几天被检查的人数减少了
数倍。这是由于邻国关闭边
界。“我已经开车40年了，
但我不记得欧洲的这种紧张
局势。打开收音机，听听有
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商店关
门了，路边咖啡馆里的食物
只卖外卖”，卡车司机奥列
格说：“一些商店的商人也
提高了价格。”
这个人像他的许多同事一
样，担心冠状病毒会对他们
的生活造成影响。他们所在
的波兰公司表示，在不久的
将来订单可能会减少。“另
一方面，我现在正在将农业
机械设备从德国运输到俄罗
斯”，他说：“不管是否有
病毒，都需要工作。”在边
界测量体温是必要的，预防
是重要的事情。

谢尔盖·加夫里茨基

白俄罗斯-波兰
边境的检查站
如何处理冠状
病毒这一全球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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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国家精神健康科学与实践中心
主任接受采访时说：“精神疾
病的增长是全球趋势。白俄罗
斯人民遭受的精神痛苦不比其
他国家的居民多，也不比其他
国家的居民少。唯一的区别
是，在西方，接受个人心理
治疗是正常现象，而我们只
是刚开始了解对心理治疗的
需求。”我同意，在我们的社
会中，诊断一个人的精神经历
不是惯例。甚至有一个幽默的
机智短语被用在白俄罗斯人的
心态上：“也许就应该是这样
吧？”然而，根据统计，在过
去的10至12年中，前往精神疾
病有关专家的就诊人数增加了

14％。但是，这与白俄罗斯
人的精神状态恶化没有直接
关系。预期寿命的增加，例
如患有痴呆症的养老金领取

者的数量增加。此外，许多
人开始意识到，在合格的专
业人员的支持下，更加容易
渡过困难时期。而现在，在

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压力时
期，监测您的身心健康尤为
重要。
在信息量爆棚和过度的情绪压
力时代如何保持身心健康——
我们正在与明斯克市一位经验
丰富精神病学专家、麻醉学家
弗拉迪斯拉夫·伊万诺夫斯基
讨论这一问题，他已成功使用
多种方法治疗精神障碍25年。
其中包括：语言神经疗法、催
眠、凝胶抑制剂疗法，身体刺
激性疗法、家庭和集体疗法、
整骨疗法……而且弗拉迪斯拉
夫也受到我们媒体的喜爱：他
们经常被邀请接受采访。心理
治疗师敏锐的头脑和微妙的幽

个人防护
在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如何保持健康的思想？如何避免恐慌和绝望？如何自我帮
助？意识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明斯克市临床精神病学诊所著名心理治疗
师和麻醉师弗拉迪斯拉夫·伊万诺夫斯基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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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感掀起了有趣的交谈，与他
共度的时光飞逝。

关于焦虑和恐惧

弗拉迪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维
奇，我的许多朋友，在得知新
病毒大流行之后，都感到非常
恐慌。根据新闻来看，国际社
会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疯狂。
您认为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很沮
丧，歇斯底里？好像“世界末
日”已经到来，一些国家的当
局正在全力阻止普遍的混乱。
在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
小矮人》中写着这样的话：“
重要的是，小矮人在有秩序的
平静中行走。”这个“小矮
人”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他拿
着一辆载着柴火的小推车，在
一条积雪的湿滑道路上行走。
男孩的一个错误动作——推车
滑入沟中，翻过来以后，推车
破了。因此，他知道自己将对
后果负责，因此控制着每个步
骤，每个动作。六岁的孩子，
他已经成年了！到15岁时，这
将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不会
说话，只会分析一切，因为他
是家庭的基础，是这个世界的
基础。
如果现在像这样抚养孩子，那
么您正在谈论的混乱就不会
了。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口头言
语和行为，后果以及对他人的
责任。但现在的学校没有教。
护照上18岁了，内心仍然是孩
子，不习惯承担责任。老师打
电话给妈妈，问：你儿子在哪
里？母亲正在寻找她16岁的儿
子所在的地方，而不是进行有
效的教育。因为大家都习惯性
地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对自己
不负责。
我6岁那年，我乘公交车穿越
城市进行训练，当时我从事
体育运动。从小我就为全家人
买了食物。我不会买的话，每
个人都会饿，我知道这一点。
我指导姐妹们上课。这样家庭

中就不会发生冲突！因为男人
要为他家里所有女人的情绪负
责。女人的心理有所不同，情
绪激动，很难停下来……顺便
说一句，妈妈也是女人。她需
要与儿子沟通，就像与男人沟
通一样。并不是要她证明对此
拥有无限的权利。否则，这样
的儿子会长大什么？焦虑和愚
蠢的行为就是从这里来了，没
有人会大惊小怪。
也就是说，必须从童年开始就
传授责任感。
是的，您必须坚持不懈，并有
分析后果的习惯，即思考。现
在就像：情绪远走高飞。在实
践中有必要学习应该和必须做
什么，而不是理论上。没错，
现在规定不允许父母和祖父抚
养孩子那样教育孩子。事实证
明，例如，法国在15年前开始
遭受苦难。那里的孩子上学，
一直睡到中午12点。他们无权
把孩子开除。孩子们为什么上
课睡觉？因为直到凌晨3-4点，
他们还坐在关上门的房间里上
网。爸爸妈妈没有权利去那
里。但是不能惩罚的人不是权
威。这就是心理学定律。您不
仰望的人的经历毫无价值，就
是说，所有前几代人的经验对
于现代人都没有历史意义。那
么战争教育呢？难道如弗拉基
米尔·维索茨基所说的那样，
人们出现后，就会明白生活中
最主要的东西？不幸的是，我
们的退伍军人变得更加沉默。
我的祖父少校经历了整场战
争。战争胜利后，我妈妈和上
校、中校聚在一起哭，他们想
起了死者。 
当然，那时的恐怖无法用言语
形容。但是，同意这一点仍然
是必要的。这样一来，现代世
界的知识就不会“从手指中流
失”。幸运的是，每年都有儿
童参与到庆祝胜利日的各种活
动中。例如，我的孩子就读的
学校参加了爱国射击的城市比
赛：身着军服的学生与退伍军

人合影。现在，我们已经在全
国各地举行了一年多的青年活
动，有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
顺便问一下，有老兵来找你
吗？
他们已经很少了。正在解决与
年龄有关的问题——痴呆症。
在战场上遭受的心理伤害已经
成为他们的常态。虽然阿富汗
战争过去了，但是发现有些人
在战争中经历了困难之后很难
恢复正常。
谁最有可能带着哪些问题与您
联系？

明斯克人中基本上有80％的
22-50岁女性与我联系。她们
更愿意讲述她们的问题。女
性负责说话的大脑区域要大
得多。每个人的问题都差不多
并且相互关联：情绪低落，沮
丧，焦虑……
如果一个人沮丧，可以帮助他
吗？我知道生活中的例子，当
因为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到心
理谷底时，心理学家不一定总
能提供帮助。多疑、心智虚弱
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当永恒的
忧郁占主导地位时，无论如何
也难以忍受……
它使我想起了美国一位熟悉的
心理学家正在讲述的情况。如

弗拉迪斯拉夫•伊万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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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您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则必
须接受心理测试。问卷中有一
个问题：您和孩子一起上船
了，船只失事了。只能救其中
一人，您要选择谁：您自己还
是孩子？如果您选择孩子，将
不会被雇用，因为您不了解，
成年人得救，可以再生下孩
子。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会
死。但是，我深信这种逻辑会
导致自我毁灭。知道他以牺牲
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而生存，该
如何生活？您无法逃避本能，
生活将不再甜美。那你得救的

意义何在？就在这里。如果一
个人沮丧，这意味着他感到难
过。如果别人的“计算机”死
机，而我的计算机程序正常运
行，您是否认为我的计算机有
机会还原别人的计算机系统
吗？但是，如果我做不到，
我会沮丧吗？这些是利己主义
者的想法。自己的情绪无法控
制，就去找心理咨询师。
现在有一个与强迫隔离有关的
问题，从社交网络上的众多帖
子来看，白俄罗斯公民中发现
了另一个问题——孤独感。如
果您觉得没人需要您怎么办？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笑话：
一个女人坐着哭泣。一个

男孩上来问，阿姨您在哭什
么？她抽泣着回答：“没人
需要我！”“你问过所有人
吗？”去孤儿院，在那里打
发打发时间，将知识和力量
花在某人身上。您将立即从
生活中得到幸福的感觉。同
样，Milton Erickson在他的一
本书中描述了他的病人的情
况。她很沮丧，觉得不需要
任何人。医生注意窗户上有
美丽的花朵，命令她把花朵
送给她认识的所有人。一个
月后女士便不再需要他的服

务：这位女士成立了一家花
卉公司。怎么发生的？事实
证明，当她送花时，她得到了
愉快的称赞。她有一个交流圈
子，别人开始咨询如何种花，
这位病人经营着很好的花店。
结果，一半国家的人需要她！
结果，她感到了生活的快乐。
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据
说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呼吁社
会不要恐慌，如果突然想在
家里与无生命的物体交谈的
话，无需担心，尽情的交谈
吧。如果物体会回答你就大
事不妙了。这固然荒谬，但
是人们早就知道强迫观念。
如何摆脱内部矛盾？

别再逃避他们了。内部矛盾
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大脑很
聪明。如果他一遍又一遍地
挥洒自己的思想，那么这真
的很重要。不要害怕，这没
有什么可担心的。最主要的
不是与自己的思想战斗，而
是倾听和接受。这样的话，
幸福即将来临。
人可以无时无刻地保持快乐
吗？
当然了！痛苦永远在，只是不
要专注于他们。乐观主义者认
为周围环境很好。悲观主义者
发现一切令人讨厌。两者都是
对的。整个世界并不适合只有
一种意识，信息量丰富。我必
须选择您可以享受当下的一
切。顺便说一句，状态疗法教
导一个人为已经存在的事物欢
喜，而不是幻想它会是什么，
或者无休止地记住它的存在。
尽可能关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情，体会这是多么丰富的生
活！然后我们不只是和您坐在
一起聊天，我们彼此之间也充
满了愉悦的情绪。如果您在每
件事上都看到了含义，那么生
活中将获得无尽的烦恼。而且
永远不要骗自己。慢性欺骗会
对我们造成束缚。
顺便说一下，关于欺骗……广
告商，营销商完全知道如何吸
引注意力。有时，一个人甚至
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一项特
定的东西、服务；他没有注意
到他如何被绑在互联网上的社
交网络中。这是什么，没有选
择的选择？那么，人都意志薄
弱吗？
当然不是。人只是有自己的思
维方式。就像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认
为移动时会拉紧的肌肉发出
声音。同样，通过惯有思维模
式，我们习惯了这样思考。如
果您多次做出相同的选择，为
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地分析它的
有效性？使用惯有思维意味着
节省能源。但是同时，出错的

心理学家永远是您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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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也会增加。这样不好吗？
一点也不。这是必要的经历。
没有人能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
到东西。限制一个人的惯性思
维才是不好的, 如果限制惯有
思维, 不允许他正常活着、思
考, 感觉所有的事情, 人就会变
扭曲。当我与患者谈论此事时, 
他们感到尴尬：可以一次感觉
所有事情吗？聆听所有皮肤, 肌
肉, 骨骼, 关节的声音……这是
必要的！要实现自己的感觉, 就
是要吸取潜意识的提示, 潜意识
的数据库是意识数据库的很多
倍, 是意识数据库的数千倍。身
体是你自己的, 它想帮助你。人
们从小就忘记了自己的感觉。
您在谈论意识吗？
当然, 必须把这个教给孩子。
为了能够关注他们的感受, 关
注他们内心世界的生活。如果
您学会感知自己的每个细胞, 
那么您将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评
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
且出错的机会会更少。
我听说精神疾病已经超过了心
血管和肿瘤疾病。这些是世界
统计数据。为什么人们会遭受
精神痛苦, 尽管事实上生活已
经变得更加舒适, 而且您甚至
可以不离开家就能买到任何快
乐？
真诚地爱是用钱买不到的。金
钱无法建立信任、关怀和真实
的关系。财富不能使人和谐。

关于爱

医生, 爱是什么？爱有很多定
义,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爱是对无私的追求。我不期望
得到回报, 只想让你感觉好。
但是, 一个人活着, 他的自我
主义也同时活着？
有一个健康的自我主义概
念——我感觉好是因为你感
觉好。但是在这种方案中, 没
有明显的对比：你比我, 我比
你。要想知道如何让你感到舒
适, 我需要观察你、理解你。

为什么她用喜欢的眼神看着
我而没有眨眼, 只是将头稍微
向一边倾斜？感觉如何？好像
我已经有点被理解了。这意味
着我将无法同时伤害你和我自
己。如果每个人都学会了理解
对方, 那么就没有坏蛋, 一切都
很好。但这是一项困难的技能, 
理解别人必须从小就掌握。
我想您听过这句话：爱情的保
质期为四年, 是这样吗？
如果您指的是荷尔蒙, 那么这
甚至说多了！但是因人而异。
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女人

说, 因为他漂亮的发型, 她选
择了这位伴侣。“我真是个傻
瓜！谁能知道他会这样！”但
是他的气味, 手势, 步态, 穿
衣方式, 声音和讲话停顿, 句
子的构造方式——这都是生物
学, 心理和遗传学信息的巨大
组成部分！她的潜意识立刻对
所有这一切进行了计算和分
析：是否合适。最后潜意识
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意识
破译道：他有着漂亮的发型。
选择不是随机的。
那她为什么以后就不喜欢他的
发型了？
因为没有100％合适的伴侣。
他们总是因为某事不和睦。但
是对于她的潜意识来说, 这并

不重要。和他在一起生活, 她
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怎么办？您需要以这种方式行
事：改变自己的习惯, 掌握新
技能, 很多事情可以改变并接
受它。这就是工作！但是谁
想工作？没有人！责备他的
一切更容易：他被抓到“有
缺陷”, 也要怪她是坏人。是
的, 家庭生活会引发很多情况, 
因此, 您要么变得更好, 要么
变得更糟。但是我们只是将“ 
this”更改为“another”, 因
为“我不习惯调整自己”。那

么就将出现新问题。然后就是
下一个或下下次的……有必要
看一个人的本质, 他的灵魂、
内在发生了什么？如果您从
这个角度处理关系, 它将变得
非常有趣。因为事实证明, 它
里面是整个世界, 是独一无二
的。没有它的复制品, 不仅在
生理上, 而且在心理上。如果
您将精力, 时间, 烦恼, 金钱
投入给伙伴, 那么他将成为最
亲爱的伙伴。我们之间的边界
无法画出。从身体上看来, 但
在精神上却不是。有一次一位
男士来找我。他说：发生了很
多事, 我尝试了很多, 但是不
知何故, 有些不对劲……我们
开始研究哪里不对劲。事实证

     此张照片的插图性质

20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针对当前重要问题的采访



明——内心。没有必要追求多
样性, 而要深入研究！每个人
的内心都不同。
您在谈论完美的圣经之爱。但
是在生活中, 当一个人变得依
赖另一个人时；当根据意识的
衡量而建立关系时；会有不同
的故事……是的, 简单的衡量
显然是不准确的。在白俄罗斯
离婚率达百分之五十。
爱是一种技巧。您可以学习
它。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尤其是当能力很低时：想象一
下被母亲送给孤儿院的孩子。
我们离不开爱。美国人证明
了这一点。他们进行了一项实
验：理想地喂养了一群猴子, 为
它们创造了卫生条件, 给它们
提供趣味性, 唯独没有被人爱
抚。在第二组, 与第一组条件相
同, 而猴子被抚摸。结果是, 在
第一组中, 大多数猴子丧生, 那
些幸存下来的没有超过平均发
展水平。第二组有些病了, 体
重增加了, 但它们的发展水平
很高。每个人都感觉它们的眼
神带着微笑。从直觉上讲, 这意
味着：我很重要, 我在阳光下占
有一席之地。这些是生物学的
东西, 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东西（
伦理学——动物遗传行为的科
学——作者注）。通过依赖性, 
他们试图补偿自己所获得的, 并
结识某人以得到它, 反之就是寻
找替代。您本身不依赖别人, 任
何依赖都将解决。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给自足, 
那么就不会有互相交流的愿望
吗？
不会的。因为独来独往将无
法生存！无论我们如何自欺
欺人, 这对我们自己都是不利
的。

关于健康的
生活方式
弗拉迪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维
奇, 每个人都知道正确饮食, 
充足的睡眠和运动非常重要。

但是许多人仍然很少睡觉, 工
作很多, 甚至不想在房子里走
来走去-他们累了。社会并不
谴责这一点。但是, 如果我由
于前一天睡眠不足而重新安排
了会议时间, 那么别人就不太
可能在工作中理解我。
首先, 任何社会都面向社会
系统的功能, 而不是个人的
健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更
积极, 这对社会有好处。社会
当然鼓励这样做！社会对自
己成员的健康嗤之以鼻是另
一回事。人的个人任务是照
顾自己。您无法入睡, 无法进
食……然后大脑的潜能下降, 
犯错的机会增加。最终, 没有
利润！因此, 您开始思考……
所以, 正如那首歌所说：自己
思考, 自己决定是否要拥有。
在保持良好状态的情况下可以
少睡吗？
根据历史文献, 拿破仑·邦纳
帕德睡的不多, 并责骂那些从
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
睡很多觉的人, 以及在马车里
打瞌睡的人。我们不确定他总
共睡几个小时。人最合适的睡
眠时间约为8小时。但是理想
的睡眠总量应该分为三个部
分。晚上大约需要六个小时睡
觉。11点左右睡1个到1个半小
时。16点左右再睡一会。在这
种情况下, 发挥神经系统的潜
力最大：大脑的电磁参数与动
物相同, 而且生理过程也会更
好。注意：您必须在24点之前
至少睡一个小时！更好的是两
个。每天晚上, 神经系统都会
重新启动。如果一个人在午夜
之前没有睡觉, 则神经系统只
会重启一部分。无论多么忙, 
都要躺下来睡觉。然后早晨
起床工作。当不断熬夜时, 不
育症将极大地发展, 荷尔蒙开
始失调。睡眠不足对身体是一
场灾难：应定期获得足够的睡
眠, 以弥补睡眠不足。
那么, 为什么有人睡不着觉
呢？

最常见的原因是神经系统过度
兴奋。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
的第一件事是用缺乏的维生素 
“喂养”神经系统。让自己协
调, 调节对睡眠的抑制。失眠
也可能与身体问题有关。有可
能是消化道炎症。它可能不会
造成伤害, 但会向大脑发送有
关问题的信号。
哪种运动对大脑更好？
做你喜欢的事。因为产生内啡
肽会有好处。

关于永恒

弗拉迪斯拉夫·格里戈里耶
维奇, 心理学被称为灵魂科
学。但这不适合人类起源理
论……
在学校, 我总是认真地听生物
学老师的讲课, 却不明白她为
什么自相矛盾。现在, 我了解
到, 并不是科学与之矛盾, 而
是科学本身。无法解释许多非
常明显的事情。科学越发展, 
就越有论据支持人类起源有
神圣起源这一事实。一切都归
结为上帝。我可能会误会, 但
是我个人是根据科学事实通过
逻辑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我
个人不是很敏感, 我不觉得
他是。但是我了解这一点。而
且, 在我看来, 任何有思想的
人迟早都会得出这个结论。是
的, 以前的知识体系崩溃了。
但是达尔文的理论尚未得到证
实。同事们甚至嘲笑他, 因为
这位科学家一生都无法在他的
理论中写下很多事实。他只是
无视它们。尽管我不争辩, 但
达尔文的理论很好。生活中的
意义在于短暂的愉悦, 而不
是心灵的完善。这样的话旧的
iPhone不好用的时候, 则需要
购买新的iPhone。还有汽车、
妻子、国家……如果死后还有
东西, 那么消费的心理根本无
法与生活相契合, 那就太愚蠢
了。您同意吗？

采访：爱丽丝·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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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们的谈话是在非正式、友
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从
业务问题谈到了生活，谈论
了孩子、爱好、美食以及土
耳其和白俄罗斯文化的特殊
性。我们从杯子里喝了土耳
其花茶——“mess茶”，品茶
的芳香时能够感受到在土耳
其度假。我们很想知道，也
很好奇大使先生在白俄罗斯
的所见所闻。
他告诉我们：“我们与您进
行了非常有趣的对话，这段
时间我一点也不累。”当两
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他笑
着说。当然，我们很高兴听

到这些话。我们有兴趣与他
交谈，并聆听土耳其音乐。
大使先生听到夏天我们去了
离费特希耶不远的厄吕代
尼兹时感到非常高兴。他
说：“土耳其有数百个有趣
而令人惊叹的地方，您已经
从其中选择了正确的地方！
这是一个保存着高级文化的
地方。”他承认他也喜欢这
个地区，他的朋友在那里居
住。
在与大使先生交谈时，我们
注意到他对他被任命的国家
有真正的兴趣，他想在此学
习尽可能多的东西：

大使先生，恭喜您到达我国。
我们真的希望您会喜欢这里，
然后再不想离开这里。
我可以肯定，一定会的。绝对
确定！
我们知道，在此任命之前，您
曾在土耳其外交部的机构工
作，之前曾在阿塞拜疆、德
国、爱尔兰和土耳其常驻世界
贸易组织代表担任外交官。大
使先生，您认为您所在级别的
外交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按照传统的理解，外交涉及建
立和发展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
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以
和平方式解决可能的分歧和冲

穆斯塔法·奥坎：

“我和我的
家人住在
一个超出
我们预期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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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同时，外交也具有代表
性。我认为，外交是一门艺
术，其中包含许多观点：政
治、法律和人道主义性质的立
场，以外交官在每个领域都具
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为前提。
同样，外交也像艺术一样正在
硕果累累，其结果是：超出预
期。而且，由于我们将传统外
交方式视为建立国家之间的关
系的原则，因此，我们不应忘
记关注的焦点是外交，但外交
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
我想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由于
我们的所有倡议，协议无法达
成共识，因此我们在该领域的
所有成功或失败导致了这样一
个事实，即普通人将从此类活
动中受益或遭受损害。因此，
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接受了这
种愿景，即人文外交的愿景。
如果您让我给出这种方法的具
体例子，即人文外交，我将给
出最明显的例子。多年来，
土耳其在其领土上接待了约
400万流离失所者。实际上，
这是土耳其共和国承担的巨
大负担。如此多的流离失所
者在我国停留的成本超过400
亿美元。土耳其共和国从其
自身资源中寻求这些资金。
在此问题上，没有呼吁任何
大型外部援助。土耳其外交
的主要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这是众所周知的格言“国家
和平——世界和平”。土耳
其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和创造
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
图尔克说出这句话，从而成
为他本人和共和国的基本原
则，因此，解决所有冲突和
分歧的首要任务始终是这一
和平原则。我们总是试图解
决谈判桌上的矛盾，直到与
我们国家安全有关的外部挑战
使我们陷入绝望的境地，我们
尽全力不动用武力。
大使先生，在您的人际交往
中，对您而言最重要的是直觉
还是逻辑？

两者兼有。当然，我试图从逻
辑上理解对方在告诉我什么。
但同时我也在意感受。此外，
还有肢体语言、非语言交流。
对于积极使用它的土耳其人来
说，这也是建立联系和沟通的
重要手段。
顺便说一句，我到达白俄罗斯
时注意到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极
使用非语言交流。它使我感到
高兴，它使我能够快速适应。
在以前除阿塞拜疆外，没有其
他国家与土耳其如此类似，所
以我不能很快适应。一切都在
短时间内完成。我1月15日到
达了这里。
可能需要更改与冠状病毒有关
的某些计划？
不幸的是，上个月由于冠状病
毒，使我们无法完全专注于关
系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代表
团从土耳其的到来不得不推
迟。要取消或重新安排此计
划的一系列活动。尽管业务
相当活跃，但还是不得不放
慢脚步。同时，看着白俄罗斯
如何与冠状病毒感染作斗争，
我想对白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表
示赞同。一切都清楚地完成，
绝不会让人惊慌，事件不会被
夸大。同时，正在采取所有必
要措施。因此，在这一点白俄
罗斯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非常
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注意到
这一点，并对它们表示高度赞
赏。
请告诉我们您的童年，关于您
的家人。
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
投入幸福的过去，回想起我的
童年。我出生在伊斯坦布尔，
在该地居住了长达10年的时
间，这个地区的名字来自奥斯
曼帝国统治者之一伟大的帕迪
沙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
这是法提赫的地区。我的童年
在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中度过：
靠近索非亚大教堂，城市供水
的运河——毗邻宏伟的顶级警
察博物馆，以及其他景点。我

对出生地和我的父母感到非常
幸运！我父亲是一名商人。他
的工作办公室位于伊斯坦布尔
欧洲海岸的BeshikTash区。您
可能听说过，我们还有一个
同名的足球俱乐部：贝西克
塔斯。我是这个球队的忠实粉
丝。
是的，我们从土耳其电影的故
事片中可以知道伊斯坦布尔的
那片区域，但是还不能看到这
个真实的城市。今年夏天我的
朋友们从伊斯坦布尔的那里回
来了。
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我在那里
长大。我步行的路线与宫殿，
清真寺平行，这些宫殿本身就
保存着重大事件。我还想指
出，在我成家之后，我最喜欢
钓鱼，这是我的爱好，可以追
溯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捕
鱼的一批渔民。我从小就看过
很多这样的画面。
您用绞竿钓鱼吗？
是的，绞竿。
在海滨吗？

大使先生的童年在伊斯坦布尔地区的法提赫

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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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堤、从船上，我尝试了所
有可能的方法。
在白俄罗斯有很多机会！
我知道（富有感情地发音，所
有人都笑了）。在白俄罗斯我
想冬天去钓鱼，从冰中打一个
洞把鱼捞出。但是今年还没有
结冰（笑）。明年，我希望白
俄罗斯的冬天能达到我的期
望。
我的儿子也喜欢钓鱼，长大后
手里拿着钓鱼竿和旋转竿。还
有，博格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
工匠和艺术家，他为钓鱼比赛
制作独特的奖品。所以准备
好！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经历
对您将非常有用，再加上一点
捕鱼的运气……家庭关系使我
们更加热爱土耳其：漂亮的孩
子亚瑟敏和达米尔（其父亲来
自土耳其阿达纳）在明斯克长
大。
太好了！孩子们去过土耳其了
吗？
当然了，他们从那里带来了很
多最好的印象！
儿童时期精力最旺盛。例如，
我记得我的兄弟支持过费内巴
切足球俱乐部，这是伊斯坦布
尔的亚洲一侧，博斯普鲁斯海
峡另一侧。因此，由于足球的
喜好不同，我们经常在童年时
期吵架。
您有几个兄弟？
我有三个。我们的母亲没有
工作，她抚养儿子。尽管只
有几年时间，我才意识到这
是一项非常认真和负责任的
工作。想象一下：我和我的
兄弟们都热爱足球，以至于
有时候我们在大厅里比赛。
在客厅！我记得我必须更换
多个眼镜，不同的镜架。直
到现在我们的房子里仍然有
童年的痕迹。我读大四时，
父亲在假期里与我一起工
作，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并缓解三驾马车中的紧张情
绪。这就是为什么从小我
就获得了贸易经验，以及最

重要的是管理经验。其他员
工也和我父亲一起工作，他
们和客户来自不同的领域。
那时我必须学习对话：在某
些事情上达成共识，建立关
系。从童年的经历中我学到
了太多东西：并不是在凳子
上就能学到的东西。而且我
仍然坚持那个旧习惯。对我
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与人和谐地交流。出
去吧，不要将人类分为儿童
和成人。
您的父母都来自伊斯坦布尔？
我的家人来自两种不同文化
的交汇处。妈妈来自另一个
地方，奥斯曼帝国崩溃时，
她的家庭从克里米亚移居到
伊斯坦布尔。这个以前克里
米亚家庭的四代人已经住在
伊斯坦布尔。父亲来自中部
安纳托利亚的城市Nigde。顺
便说一句，它还以丰富的文
化遗产而著称。因此，我吸
收了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
亚和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传
统，并把它们带入了这个家
庭。这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体
现：在厨房，在音乐中，在
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中。我

了解祖先丰富的经验并吸收
它们。
父母家最喜欢的菜是什么？
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
是在土耳其美食方面。毕竟
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首
先，鱼和肉类菜肴始终是我
的最爱。现在，无论我说出
什么好吃的菜，其他数百种
菜都会问：为什么不是我？
（笑）卡尔坎鱼、Gyuveche
肉类菜肴、各类炸肉排。我
的妻子艾尔维拉来自阿塞拜
疆，所以阿塞拜疆美食中的
许多菜肴也传到了家里，带
给家人。其中有三个我很喜
欢。第一个是茄子大杂烩，
还有一个是卡恩亚里克菜：
茄子和肉末，配上抓饭，第
三个是 dzhadzhik——这是
一种基于艾兰的饮料，您需
要往艾兰里加黄瓜并切碎。
它们三个在一起时我无法抗
拒。我还喜欢吃Gyuvech、
干豆。我还很喜欢吃烤肉、
伊斯肯德烤肉串。如果让我
继续列出，您将无法阻止我
（笑）。因此，我将暂时停
止。还因为已经临近晚餐（
笑）。

大使先生说到：“我在莫吉廖夫出席了“莫吉廖夫-阿马西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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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物热情洋溢的人们都爱
生活。”看来您也是相当热爱
生活。
谢谢，生活是礼物！我将与您
分享一个秘密，因为您和我进
入了一个如此有趣的领域。我
不仅喜欢吃，我还喜欢做饭。
他们说土耳其男人做饭做得特
别好？
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尽量不让
我的厨师或妻子进入厨房。只
要一有时间为亲人准备美味的
食物，我就会去做，这个过程
使我内心变得平静。
“除了您妻子，您还为谁做
饭？”
我还有两个儿子，分别是14岁
和9岁的凯末尔和埃米尔。
在哪里读书？
为了让他们迅速适应、熟悉当
地文化，我们没有开始将他们
送到有外国人的学校。他们去
了明斯克的一所学校，那里用
俄语和英语教授基础教育。
很高兴听到这一点！对于那些
难以学习白俄罗斯语的白俄罗
斯公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您可能已经知
道：白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

的后代在内，自维陶塔斯大
公时代以来，已有600多年的
历史。1506年在克列斯特克附
近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激烈战
斗之后，其中许多人特别定居
在此，数千名克里米亚士兵被
俘。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适
应了这里。他们将文化带到这
里同时吸收了当地文化。
是的，我知道。顺便说一句，
我与鞑靼人建立关系是通过我
的妻子。我重申一遍，她来自
阿塞拜疆，父亲是阿塞拜疆
人，母亲是喀山人，伏尔加鞑
靼人。
那么您的妻子显然接受过苏联
的教育？她对俄语了解吗？
是的。俄语是她的母语。过了
一会儿我再说这个。发生的真
实情况是，我的未来妻子于
1984-1985年去了白俄罗斯的
Kalinkovichi幼儿园上学（最后
一个单词的俄语发音很标准）
。
显然，命运使你们走到了一
起！您是如何成为外交官的？
是什么影响了这一选择？
我再次说一说童年时代。那时
候我很喜欢看外国电影，我喜
欢在其中看到不同的国家的风

景。我的父亲和叔叔是商业伙
伴，经常不得不前往欧洲国家
工作。旅行后，他们总是讲述
看到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在我
高中时，我的朋友们在我身上
看到了外交官的气质。我即将
毕业时，朋友们在我的毕业纪
念册中为我写道：我们希望我
们的同学穆斯塔法·奥兹坎将
成功地成为外交官。是的，在
学校课程结束时，我已经准备
好选择这个职业。我想代表我
的国家出国，并结识其他国
家、他们的文化和人民。当
然，那个时代的世界不同于
现代世界。要了解其他国家，
今天不再需要成为外交官。那
时没有手机，电视也很少。例
如，以前只有一台黑白电视。
现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遥遥
领先。
选择外交途径也有深层原因。
我童年实际上是个理想主义的
孩子，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
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很想进
一步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和
平关系。我相信我可以在合适
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但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变得
确信：追求理想是一项极其艰
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对我来
说，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对实
现目标的方式保持适当的耐
心。今天，要努力实现理想，
这对我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在土耳其成为职业外交官容易
吗？
很难。而且要在该部工作并不
容易，您需要耐心地工作并且
多年奉献。我感到高兴！我设
法实现了从学校毕业时为自己
设定的目标。当然，由于父亲
的参与，我获得的经验也有所
帮助：我与他一起工作了长达
24年。我进入了商务部成为公
务员。从事贸易外交五年。我
很幸运。确实，经济和贸易外
交是外交非常重要的部分。我
非常重视经贸外交。这一直是
我的首要任务。随着时间的流

穆斯塔法•奥赞先生和莫吉廖夫地区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穆德罗杰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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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我离开了商务部加入了外
交部。我在公务员系统已工作
27年。
您被任命为土耳其驻白俄罗斯
大使的情况如何？
去年，我得知我可以作为大
使出国工作。我有机会从
大约20个国家中进行选择：
在2019年底，空缺了许多大
使职位。当我看到这个清单
时，我想：我希望我能去白
俄罗斯！在莫斯科，我没有
需要，我曾独自旅行并在阿
塞拜疆工作。后苏联国家中，
这里是我感兴趣的区域。感谢
我的妻子，我知道白俄罗斯
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白俄罗
斯人民非常真诚和开放。我
们也了解白俄罗斯的悠久历
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
俄罗斯人民的壮举，以及关
于白俄罗斯在战争年代失去
了三分之一人口的事实。在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期间，我
们还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
它带来了很多悲痛，艰辛和
人类牺牲。我们的人民像白
俄罗斯人民一样，表现出英
勇和奉献精神。因此，我们
看到两国人民之间有很多共
同点。此外，白俄罗斯今天
是一个清洁、安全和发达的
国家。就个人而言，我的第
一要务以及我的家人也在这
份名单上。根据我国外交部
的传统，尊敬的部长先生梅
夫特·卡武索格卢给我打了
电话，并宣布了我准备工作
的国家：白俄罗斯。我感到
非常高兴。
那是命运吗？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
就是这样。这是命运的很好转
折。感谢真主阿拉。从我到达
白俄罗斯那一天起，已经过去
了两个多月。现在我才明白，
当部长先生给我打电话时我表
现的还不够高兴（笑）。实际
上，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个
超出我们预期的国家。一切都

很棒！我甚至在寻找可批评的
地方，但找不到。
您的高等教育是什么？
1990年我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
学国际关系系经济学专业。然
后我在欧洲共同体研究所的马
尔马拉大学学习，读了研究生
课程。这也是在伊斯坦布尔。
顺便说一句，我开始工作之
前，父亲送我去伦敦学习了两
年的语言。那是我为这个职业
做的准备。

当您被任命为该职位时，您与
白俄罗斯各部委合作的重点是
什么？
众所周知，我们两国之间的政
治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必须
承认，彼此加深合作有些迟
了。我们关系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转折点是土耳其共和国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于2016年访问白俄罗斯。2019
年，尊敬的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总统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
问。在两次访问之间的这段时
间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
以前无法完成的额外工作。特
别是，可以认为，我们关系进
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已

经完全准备就绪。两国之间的
贸易额每年都在增长。两国在
彼此的领土上实施的重要投资
项目稍后再介绍。但是，我们
可以实施更高级的项目。我们
已经准备好了。在抵达白俄罗
斯之前，我会见了土耳其主要
部门的负责人，这些部门负责
经济，文化，艺术和旅游业。
在与所有领导人会晤时，我
看到了在这些领域与白俄罗
斯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认真意

图和意愿。在我逗留期间在
这里度过的那些会面和会议
期间，我看到了类似的兴趣
和意愿，并且它们将不断发
展。我们的领导者竭尽所能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时联系
我们。我们，外交官和管理
人员已经有了需求。我想补
充一点：我们与现任白俄罗
斯驻土耳其大使受尊敬的维
克多·里巴克和现任国会议
员安德烈·萨维尼赫都保持
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的工作
中有友谊、相互理解和协调。
大使先生，请告诉我，您认为
在哪些经济领域对两国发展和
深化合作有互利？

穆斯塔法•奥兹坎在位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 

他父亲的办公室中学习了第一笔交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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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互补的。彼
此之间，他们有许多有趣的可
能性。土耳其贸易部目前正在
开展广泛的工作，以确保与白
俄罗斯的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
展。我们期待着该部正在开
展的研究工作的结果。而任
务是：达到新的交互水平。
非常重要的是，不仅公共部
门，而且私营企业也要参与
这项工作。这些组织之一是
对外经济关系理事会，参与了

私营部门之间的国家之间的贸
易与经济合作（这种结构也称
为DEIK）。该链接的负责人
是土耳其与白俄罗斯之间关
系发展的著名商人——Elmaz 
Suidjan。自从我被任命为大使
以来，他一直与我保持定期联
系。我们已经在合作。
具体是什么？
我们正在研究私营部门代表、
两国企业如何能够有效地参
与投资活动，在彼此的领土
上。在白俄罗斯，我已经举
行了几次会议，参观了活动
和企业。这些联系甚至使我
惊讶。例如，我参观了莫吉
廖夫土耳其-白俄罗斯商业论

坛之一的高科技园，“巨石”
中白工业园。在我看来，白俄
罗斯创建了HTP，实际上为自
己创建了硅谷。土耳其公司当
然应该意识到HTP公司提供的
机会。经贸关系的发展是我们
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我们不
仅对发展贸易感兴趣，而且也
对相互投资感兴趣：作为这些
关系的更稳定的形式。我们的
目标是发展这种合作，以“双
赢”（win-win）的原则为基

础。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工作
会带来长期的结果。只有一方
是受益人的合作没有前途。我
们也有兴趣共同进入第三国市
场。如今，土耳其有250个外
国代表处，在这一指标中，我
国居世界第五位。几乎每个国
家都有我们的代表处。我可以
举一个例子，在安卡拉附近的
基里克·卡勒市，实施了土耳
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联合
项目：创建了“白俄罗斯”拖
拉机生产厂。此外，着眼于出
口，可以进入第三国的市场。
这是我们要借鉴的一个很好
的例子。我看到与白俄罗斯
在IT、石化和国防工业等领域

进行合作的许多宝贵机会。农
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我想指出你们拥有最优质的产
品，积累了大量知识、技术和
组织能力。我们还有很多要向
你们学习的内容。
当然，对于许多白俄罗斯人来
说，对“四海之国”土耳其很
感兴趣，因为我们没有海上胜
地。您打算怎么做才能使土耳
其度假对我们的公民更具吸引
力？
当然，文化和旅游也是我们合
作的重点领域。我特别重视旅
游业。的确，由于有了这个领
域，土耳其人和白俄罗斯人都
直接互动，同时他们彼此之间
更好地认识了。
甚至创造了家庭……
（微笑）是的，土耳其和白俄
罗斯混血儿婚姻。我们对白俄
罗斯人在土耳其拥有如此多方
面的利益感到非常高兴！同
时，我们在旅游领域的合作会
更加有效。我已经看到，情况
可以得到改善，包括白俄罗斯
和土耳其之间越来越便宜的航
空飞行。到目前为止，有更多
来自白俄罗斯的航班在价格上
更具吸引力。从我到这里那一
天起，就已经收到了很多关于
机票价格高昂的投诉。事实证
明，通过基辅、华沙、维尔纽
斯飞往土耳其更便宜。因此，
更便宜的机票可能会对从土耳
其到白俄罗斯的入境旅游产生
积极影响。飞行持续22.5小
时，许多土耳其公民可以为周
末计划一次有趣的首次探索之
旅。然后肯定会流连忘返。土
耳其对白俄罗斯有兴趣，但应
该更多。因为这样一个美丽而
有秩序、整洁、安全、独特的
国家具有独特的特点，不能不
吸引外国游客。对白俄罗斯的
兴趣将在土耳其增加。作为大
使，我将竭尽所能：我将尽力
与旅游业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
有关方面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以便降低机票价格。是的，土

大使先生的爱好---钓鱼，“那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捕鱼的渔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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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有美丽的海岸地中海，爱
琴海以及马尔马拉海和黑海，
以及著名的度假胜地。土耳其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有
许多其他吸引游客的地方。到
目前为止，我本人可以看到
的，只有预期的五分之一。
你们的山脉也那么迷人！我们
当时只是开车路过。
当然，例如黑海沿岸以及爱琴
海、地中海沿岸的山脉，它们
都非常美丽。但是，我注意
到，尽管白俄罗斯在领土上比
土耳其小，但它为游客提供了
许多有趣的景点，让他们感受
到新鲜的情感和印象。为了更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计划访
问白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包括
最小的村庄。我认为这对我的
家人也将非常有趣。
希望您从这次旅行中得到深刻
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所有需要做的事
情都受到了冠状病毒传播的限
制。因此，我们将需要等待。
但我为自己设定了任务：在旅
游领域中实现该优先事项。如
您所知，在土耳其有超过8000
万居民。白俄罗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友好的国家，重要的是
让土耳其游客有机会更好地了
解她。
合作还有另一个重要领域：医
疗旅游。在土耳其，该行业最
近发生了重大发展。来自欧洲
国家和美国的人们来到土耳其
接受必要的治疗，甚至接受手
术，顺便在此度假。同时，想
要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的土耳
其人会发现，来到白俄罗斯非
常有用，甚至有必要，因为白
俄罗斯是“欧洲之肺”，许多
河流和湖泊水质清澈、环境优
美。在这里人们可以改变他们
通常的环境，并充满活力、获
得更新。您的国家只需要在土
耳其更多地宣传，就可以更深
入地介绍给我的同胞们。
我们知道土耳其公司已经重建
了明斯克的一些酒店，包括迪

纳摩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
的酒店以及著名的五星级总统
酒店。您如何看待：土耳其在
白俄罗斯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可能进行的投资？还是其他
领域对您的投资者更具吸引
力？
时间会证明一切。同时，我
肯定知道土耳其企业有兴趣
在能源、道路建设和污水处
理厂等领域进行投资。也就
是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土耳
其建筑承包商在世界上广为
人知，仅次于中国。如果您
查看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
在国际市场和设施中的土耳
其公司不断确认自己的能
力。如您所知，土耳其业务
投资了白俄罗斯的一家移动
运营商：Life，以及白俄罗
斯的医药保健领域的企业之
一：诺贝尔公司。我去莫吉
廖夫时曾参观过两家公司。
的确，土耳其白俄罗斯这个
名称更适用于他们。他们的
创建归功于土耳其的投资，
并在这里工作了多年。还有
生产尿布和个人护理产品的
公司Sensor和Sichi公司，生
产各种密封件和橡胶垫圈。
我还访问了Mogilevkhimvolo
kno公司，并且我确信与从事
类似产品生产的土耳其同事
们，与他们可以有很好的合

作。我毫不怀疑，环游白俄
罗斯，访问其城市，我还将
看到那些将从与土耳其合作
伙伴的合作中受益的产品。
我已经谈到过Kirk Kale市装配
生产的例子，这是白俄罗斯
人在土耳其的一项成功投资
项目。我还要补充一点，在
黑海沿岸的锡诺普州，Polesie
工厂实施了一项联合投资项
目，生产儿童玩具。当然，
这种成功的联合项目的数量
将会增加。而且，正如我父
亲曾经说过的，贸易在哪里
发展，哪里就存在一些分
歧。而且，我们与这些公司
的业务也存在一些困难。但
是我坚信，只要通过对话，
并借助建设性的方法和彼此
理解的愿望，我们才能解决
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现有企业的成功将有
助于新的联合项目的出现。
无疑是这样。实际上，世界各
地的投资者都非常谨慎，甚至
感到恐惧。并看到在白俄罗斯
与人寿及其他方面的成功故
事，土耳其投资者将更加大胆
地通过他们的项目进入白俄罗
斯市场。
您对下面的事实此怎么看？在
白俄罗斯，土耳其人受到尊
重，其中包括文艺方面。我
们从熟人那里多次听到过这
样的声音，如果您没有机会
熟悉土耳其的生活文化，那
么您可以从历史电影中了解
更多关于土耳其人民的历史
和心态特征。例如电影制片
厂“Tekden Film”、“Risen 
Ertugrul”的大型电影，讲述
了土耳其的遥远历史。顺便说
一句，Ertugrul是奥斯曼帝国
创始人，奥斯曼帝国之父。
我向你们坦诚地坦白：你们提
到了一个我和我家人最不擅长
的话题。我喜欢开诚布公的交
谈，因此，我会说：我们不是
一个喜欢在电视前度过时光的
家庭。但是我们仍在努力跟踪

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互
补的。彼此之间，他
们有许多有趣的可能
性。土耳其贸易部目
前正在开展广泛的工
作，以确保与白俄罗
斯的经济联系的进一
步发展。我们期待着
该部正在开展的研究
工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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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电影和电视的发行。当
然，电影是有用的，而且起着
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让人了
解土耳其的文化，历史，生活
方式和人民的心态。土耳其丛
书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
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年
前，我有机会去拉丁美洲国家
工作。我访问了巴西、玻利维
亚、巴拉圭和阿根廷。事实证
明，这些国家的人们对土耳其
电视和电影业的最新知识非常
了解，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
在圣保罗周围走来走去，我突
然发现自己被海报所包围，谈
论着新的土耳其电影系列。然
后我想：我到底是在巴西还是
在安卡拉？（笑）。这次旅行
之后，我开始密切关注电影业
的发展。
您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发展文化
领域的合作？
我在白俄罗斯的其中一项任务
就是关于文化和艺术领域合作
的发展。我们有在白俄罗斯介
绍土耳其纪录片有关的未来计
划和项目。我们已经开始处理
此问题，我们正在与感兴趣的
部门联系。我也坚信有必要让
土耳其观众熟悉白俄罗斯的电
影作品。特别是在白俄罗斯拍
摄的关于白俄罗斯的电影，包
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
影。我已经设法看了其中一些
电影。我想让别人也看到，让
它们在土耳其放映。
大使馆是否计划在土耳其和白
俄罗斯之间建立“文学桥梁”
，与白俄罗斯出版商和翻译家
保持联系？
我个人非常重视文学。我喜欢
读书，非常喜欢读书。而且，
尽管在当今社会，网络脱颖而
出，但我仍然想相信书很重
要，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并
且会保留下来。我抵达白俄
罗斯后不久，明斯克国际博
览会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参加
了。将来我们希望更广泛地扩
展，以朝着这个方向改进我们

的工作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
要求会见部长亚历山大·卡
尔留什科维奇的原因。我认
为，两国人民尚未充分了解
彼此的文学，只有小规模的
翻译书籍出版。我们打算在
2021年参加一个更大展台的
展览会，并邀请来自土耳其
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参加。我
们希望在2022年以嘉宾身份
参加展览。为此，相应的工
作已经开始。当然，在我的
使馆大门敞开的情况下，出
版商、翻译家和作家在这一
领域中非常重要。我们愿意
进行对话，以执行联合项目。
白俄罗斯有大量的土耳其侨民
吗？大使馆及其代表是否有针
对侨民的文化和教育项目？
以前，我在德国汉堡的一家领
事馆工作。那里的土耳其公民
人数为12万。根据我们的记
录，这里大约有625人。但是
这里有很多土耳其人通过与
白俄罗斯人联姻，以及在这样
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来促进这
种情况。因此，生活促使我们
在教育领域在文化领域发展互
动。明斯克有学前教育机构、
幼儿园教授土耳其语。但是我
们看到，只有一个团体是不够
的。有必要开放更多的这样的

课程。我们需要在小学用土耳
其语和俄语进行教学。
您打算在使馆开设语言课程
吗？
目前正在实施一个在一所私立
学校教授土耳其语的项目。使
馆对此事有部分介入。我们将
增加这样的项目。有许多老
师，是从土耳其出差来到这里
的。他们在许多大学教土耳其
语。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
的教学将会有更多。
您的当地同胞对白俄罗斯的生
活怎么评价？
在这里散居的人不多。我们的
人民很好地融入了白俄罗斯社
会，受到尊重和热爱。作为大
使，我很幸运，因为没有与散
居者生活有关的问题。你们还
记得我在其他国家必须解决的
所有困难和问题吗，那将需要
很多时间。在这里，侨民参与
文化活动。不久前，在明斯克
国立语言大学举行了土耳其共
和国重要事件的纪念活动。侨
民也积极参加。还计划了许多
其他项目，目的是向我国介绍
白俄罗斯人。如果有的话我会
提前邀请你们参加这些活动，
很高兴见到你们。
谢谢！感谢您有趣的对话。
伊万和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穆斯塔法•奥兹坎先生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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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他对父亲退伍
军人，警卫少
校的回忆，关
于职业中的日
常生活，关于
祖先的根源和

小的家园的回忆开始，我们开
始了一段对话，这是关于大脑
的奥秘、心理学家在我们生活
中的作用(第11-2018号)。这
次，我们将加深对这位82岁时
执业的医生独特个性的认识。
此外，阿诺尔德·斯梅亚诺维
奇继续领导国家神经病学和神
经外科科学与实用中心的神经
外科部门。他头脑清晰，沟通
善良。和他交谈是一种极大的
乐趣。毕竟，他所说的一切都
是正面的色彩。这不是奇迹
吗？

关于父亲，关于战
争，关于小故乡
✓ 我的父亲费多尔·阿列克谢
耶维奇·斯梅亚诺维奇在战争
期间是一名伞兵。他指挥了第

31伞兵团。他降落在小一个小
地方。然后在卡涅夫附近的第
聂伯河战役中牺牲了。那是
1943年9月。他是该旅的参谋
长。在我桌子的玻璃下有父亲
的照片——每天都在眼前。他
走时我才5岁。照片是死前一
个月拍的。照片上，爸爸在中
央，旁边有他的同志、副官。
他们幸存了下来。15-20年前
我和他们见过面。
✓ 我去过我父亲的坟墓吗？去
过。那里是弟兄们共同的坟
墓。我们的人在那些地方遇
难后，德国人又占领了一个
月。他们没有突破防守。我
们的人空降了，但着陆失败：
太高了。因此，他们无法快速
降落。伞兵被一股气流带得更
高——结果被击毙了。而父亲
成功着陆了。他带着毛瑟：那
是他自从哈拉哈河战役以来一
直随身的。所以副官们听出来
是父亲在开枪。之后一片寂
静。而后德国人用机枪扫射，
随后只有一枪响，寂静又来
了。我们的幸存者被俘虏了。

他们说伞兵们都会被枪杀。父
亲的一个同被俘虏的战友想：
最好的坟墓就是这里，在疼痛
中爬着并伪装了自己。他的同
志们被带走了，而他在那里趴
了一整天。夜里爬出来了，并
碰上了父亲的尸体。他把这件
事告诉了我母亲。很遗憾，我
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在生命的边缘

阿诺尔德·斯梅亚诺维奇，一位有才华的
神经外科医生。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人热
议。他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幸存的孩子，这
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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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的母亲说，我知道我的
父亲在战前曾在伏龙芝学院学
习。在1941年夏天，我们和祖
父母一起在普霍维奇度假。战
争爆发前的10至15天，我的父
亲被紧急召集到这所学院。然
后他说：“加利亚，留在这
里，因为会发生战争。”
✓ 我记得我母亲是如何被捕的。
德军在第44军突袭白俄罗斯之前
就将我们召集起来。男人被藏在
房间里。妇女留在外面，在铁丝
网后面。孩子们被释放了。以某
种方式赎回了。祖父跟着我，所
以我和姐姐被释放了。
✓ 我们的部队的进攻是从拉皮
奇的奥西波维奇进行的。正如
他们所说，德国人失踪了，警
察护送了我们。经验丰富的老
警官开车带走了其家人。不知
道应该去哪儿的年轻人留下
了。有一个聪明的女人说：快
跑吧，还等什么？她和10个人
一起离开了——附近有黑麦，
他们藏在那里。其中包括我母
亲和我姑姑——我母亲的兄弟
的妻子。剩下的人被警察消灭
了。最初，一些警察大队来
了。男人被带走了，在距离鲁
宾两三公里的地方，他们被带
到了一个谷仓里并被烧毁。其
中有我的叔叔。

✓ 当然，妈妈不知道父亲在战
争中的命运：那是德国人占领
的领土。1947年，她接到通
知，她父亲已经死亡，失踪
了。妈妈当时去了马林山。并
在路上遇到了两名军官。她问
他们，你们知道这个地区吗？
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个
山？”原来，军官们正好来自
这里！怎么了？我想，大概不
确定，但是有一段时间，父亲
住在马林山。我父亲的朋友已
经是英雄。将军带了一个人来
看我的祖母。还有一个士兵，
他说了他看到的情况。我当时
试图找到父亲的坟墓，但是怎
么找到呢？德国人还占领了一
个月，他们挖出尸体。然后做
了一个公墓。士兵、军官，显
然没人能认出来。我把花放在
纪念碑上。我经常梦见我父
亲。我醒来时，觉得他会很
高兴：儿子成为了一名医生，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不记得
父亲了。在他的陪同下，马林
山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明显的烙
印。在我看来，晚上已经很黑
了，而我母亲说那时天气晴
朗。也许是一个记忆与另一个
记忆重叠了。我用力抓紧父亲
不放手。但是一个带着荨麻的
人经过，就好像带走了他。他
们跟妈妈走得很远，把父亲送
上火车，他就永远走了。
✓ 我记得战争的片段。其中之
一：1941年犹太人被带到街
上。这个犹太人都很熟悉。毕
竟，普霍维奇在战前是一个有
很多人的地方。我的祖母上马
路去看。因此，德国人将我们
推入这一围栏。邻居大喊：不
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祖母
被撞到后背，踢出了围栏。我
们活下来了。正如他们所说，
他们快要死了。在这里面，还
有其他的祖父、祖母和姨妈，
也许还有叔叔，我不确定——

米哈伊尔·图列斯基。主持“
土耳其合唱团”。在300-400
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他们都
被枪杀在那里。
✓ 祖母又一个兄弟，我们跟他
关系很好。我曾经还有一个姐
姐。母亲在战后嫁给了一个当
地人：那是前线士兵彼得·费
多罗维奇·林斯基。于是我有
一个兄弟出生，他比我小10
岁，在普霍维奇生活。彼得·
费多罗维奇的第一个妻子是犹
太人。在战争期间，他们的邻
居成为一名警察——于是他的
孩子被枪杀了。
✓ 我与我的小家乡的关系很牢
固，尽管我不是出生在普霍维
奇——父亲是军人，母亲去了
军事城镇，她说是和他一起去
的。但是我认为普霍维奇是一
个故乡。我的亲戚都是从那里
来的。祖母奥尔加·伊万诺夫
娜——母亲和祖父卢卡·塞梅
诺维奇·杜奈参与抚养了我。
父亲的父母早逝。甚至在我母

西蒙•拉扎鲁斯基金会在2018年村庄理事会附近建立了一座纪念普霍维奇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

碑。照片由西姆洛维奇克提供。 2019年8月6日

费多•斯梅亚诺诺维奇194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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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嫁给父亲之前，妈妈从没见
过他们。
✓ 我的妈妈加琳娜·卢基尼
奇纳受过中学教育。在邮
局做通信员工作。而在战争
期间，她是共产党和红军军
官的妻子，是一名游击队
员。我记得有一位来自乡下
的年轻老师来找我们。她也
曾是游击队的联络员。我和
弗拉基米尔·库尔奇斯基院
士谈过一次生活，他说“他
妈妈是一名教师，住在一个
村庄。”。我不能再问这个
了，但这很可能是库尔奇斯
基的妈妈。后来德国人进行
了突袭，我们把她藏在我们
这里。我得说，我们的人生
有过交集了……
✓ 我有一个好老师。加琳娜·
费法诺娃老师——教德语。
列夫·伊万诺维奇·皮洛托
维奇——白俄罗斯语。我记
得路过我们的雅克布·科拉
斯村庄——他在巴拉昌卡有
个别墅。我们去找母语。
是的，还有我最好的学校
朋友。每个人都受过高等教
育。他们今天是退休人员。
我们一生的目标是学习。从
学校开始，我还读了很多学
校图书馆的东西。顺便说一
句，我们在莫夫学校有过白
俄罗斯人。我必须在明斯克
打磨俄语：即使到了50年
代，每个人都说俄语。我喜
欢现在阅读。我也喜欢伟大
人物的谚语。看着旁边的父
亲的照片在玻璃下特别欢喜。
✓ 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或伞
兵，像爸爸一样。八年级时我
戴上眼镜。真像个飞行员。而
我的祖母从小就说：你会当医
生，当医生。同学们去了理工
学院，我去了医科学院：是祖
母建议。我按部就班地进行：
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当我们从
研究所毕业时，我们是包括卫
生在内的全科医生。需要去的
地方——带我们去。不分专

业！我来自德里宾的同学有一
个空闲的外科医生位置。塔玛
拉和我在第六年结婚，当时我
等待分配——我要求去莫吉廖
夫地区卫生局。在那里，我们
在德里宾工作了3年。
✓ 普霍维奇的故居仍然屹立。
我把它给了我姐姐。顺便说
一句，那里就是有趣的生活
状况。一个儿子在利沃夫任
职——他是外国情报上校。
第二个是将军，现已退休，但
指挥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工
作。而且，由于当前的政治形
势，我们可以说兄弟俩不能见
面。如果立陶宛人去了，俄罗
斯人将逮捕他。如果我们的人
去那里，那么他也将与外国情
报联系在一起。
✓ 我的房子离我姐姐家大约
20米。当我母亲还活着时，
她说：盖自己的房子，佩佳
会帮助您选择一个好的森林。
好吧，这是我的同学，他曾在
纸板厂任厂长。佩佳答应了我
的要求，伙伴们组织起来：他
们在地基下挖了一个洞。由此
一起盖了房子。在附近，我们
在一个小屋里住着一个孤独的
邻居。她走后，妈妈说：在屋
子旁边买块儿地吧。我们就买
了，还在那儿盖了房子：今天
是女儿的住所。也是我们所有
人的。这里有我们这么小的家
园！哥哥和侄子有自己的房子
和一块儿地。我的妻子喜欢种
花。我们有时开玩笑，从普霍
维奇来明斯克是休息的。因为
村子里有很多工作！在苹果丰
收的时节，我有时会推20辆装
着苹果独轮车到沼泽里去。因
为无处可去。如果不带走，土
壤将会变成酸性。所以我的小
家乡永远伴随着我。而且我一
直与家人保持联系。
✓ 我的母亲来自普霍维奇村，
父亲来自邻近的都灵村。我们
的姓曾经是：塞米扬诺维奇。
到了20年代，她的父亲和堂兄
将姓氏改为斯梅亚诺维奇。为

什么？苏联革命后，上层阶级
受到迫害——他们被视为阶级
敌人，在2年代被流放为“原
籍”。因此，一些逃到另一个
地方的人为了避免迫害——改
了姓。卡齐米尔·塞米扬诺维
奇就是这样。您听说过这位军
事工程师吗？《火炮战术》这
本书就是他写的。因此，有证
据表明，来自维捷布斯克州一
个贫乏的贵族家庭。父亲的母
亲对他说，他的家人是从那儿
来的。
✓ 从母亲这方面看，我的家人
是乌克兰人。我母亲的
父亲，祖父卢卡

是乌克兰人，来自苏梅地区。
祖母——来自白俄罗斯，来自
非利教阶层，正如他们先前所
说。祖父于1914年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被德国人俘虏。他是
一名初级军官。可以说，祖父
很幸运在革命之前被俘虏。他
告诉了我很多关于他一生的
事情。他如何与业主合作。
他说，德国人是一个正派的
人。他建议他的祖父：卢卡，
走吧，带家人来吧。给你一块
土地。你们将住在德国。祖父
走了，但是德国人或波兰人都
在这里。简而言之，侵略者。
所以他不得不躲起来。苏军很

战争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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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来了。在苏联时期，他被
剥夺了一些公民权利。但幸运
的是，他们并没有剥夺他的生
命。
✓ 在苏梅地区发现了血缘亲
戚。祖父的兄弟来了。妈妈的
兄弟姐妹们。不幸的是，这
些年来，这些联系并
未加强，而是
减弱了。

成了医生， 
为人民服务。
继续谈话

-阿诺尔德·斯梅亚诺维奇，
您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生病后的
性格和习惯发生变化？
-疾病会给人的性格打上烙
印，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
是，我们仍然对脑部疾病知之
甚少。可以说:只知道导致此
类疾病的隐患。但这不是在不
久的将来将有助于解决问题的
知识。毕竟，脑瘤种类繁多！
从良性到恶性。整个病种系
列：大约200个。
我们有一个研究所处理这类问
题，而在美国，大约有20个。
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在世界各
地开展工作，但迄今为止，这
方面的问题非常多。当我还是
学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直

到二十世纪末，恶性肿瘤的治
疗问题才会完全解决。二十一
世纪即将到来，四分之一世纪
即将过去……
通过阅读作品、同事的研
究，我们得出了一个有趣的
想法。我的论文学生（名
字？）进行了一项大型研
究工作，实现了这一想
法。甚至博士学位也最
终由她这个病理学家自
己答辩了。并且在恶
性脑肿瘤的研究过程

中，注意到其中存在单纯疱疹
病毒。好吧，有时会出现在我
们嘴唇上。她注意到:在有病
毒的地方——血管增长特别
快。如果是这样的话，肿瘤也
会随之生长。我们从这些相互
关系中得出结论:如果压迫、
压制这种病毒——这种病毒通
常存在于每一个人，几乎存在
于每一个恶性脑瘤的人——那
么血管生长就会停止。因此，
肿瘤不会生长，肿瘤不会增
加：这个过程会减慢。我们开
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此类患
者-我们看到了良好的效果。
除去恶性肿瘤后，患者更早
会在7-8个月后复发，最多一
年。今天，已经过去了几年-
而且没有复发。当然，这不是
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却
是一个有希望的选择。
-请允许对该主题进行一些讨
论。在圣彼得堡，有一家《

异源药》公司，其创始人是
生物学科学博士谢尔盖·切
尔尼什和他的生物学家女儿纳
塔利亚·切尔尼什，我们的同
族：她有一个祖父埃戈尔，母
亲是白俄罗斯人。在http://
allopharm.ru/网站上，我们
读到：“该公司从事新药的
搜索，开发和商业化，其原
型是具有抗病毒，抗肿瘤和
抗菌作用的昆虫免疫系统的
活性成分。”此外，谢尔盖·
伊万诺维奇是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昆虫生物药理学和免疫学实
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昆虫研
究已有很长时间了。他还研究
了所谓的“外科幼虫”的作
用——正如他们在公司网站
上所说的那样，自克里米亚
战争，拿破仑和N.I.皮罗戈夫
以来就众所周知。事实证明，
在复杂伤口的治疗中，“手术
幼虫”完全不需要抗生素。在
超级细菌时代，很难高估幼虫
的这一特征。2011年，法国生
物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因“研
究先天免疫活化的研究”而获
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的研究基础只是昆虫免疫系
统的研究。现在在圣彼得堡，
他们生产独特的专利药物。在
那里，科学家们能够破译“外
科幼虫”抗菌复合物的成分，
并开发了一种生产这种技术的
技术。但是，其他研究人员倾
向于看到癌症与免疫力下降之
间的关系。甚至可以想象：人
体中某个位置或器官得到了极
大的美化——混乱开始于其
中……就像在不维持秩序的业
主的房屋中……
-谢谢，很有趣的信息。显
然，您已经就这些问题和肿瘤
学家谈过了。而他们知道恶性
细胞就是身体本身的细胞。而
且我们一直都有它们。是为了
什么？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
个年轻的未成形的细胞可以开
始繁殖。当该单元已过期时，
其他单元来接替它。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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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制在年轻时在我们体内一
直运作顺利，有时却遭到破
坏。年轻的细胞开始不受控制
地繁殖，它的后代长得像个雪
球……
-无政府状态……不考虑外部
环境，不考虑整个身体的需
求……增长也是自以为是...
细胞层面的某种自私……
-是的。有时，身体会打开一些
它的机制，破坏这些它不需要的
外来细胞。这样，我们就能自行
摆脱恶性肿瘤。我们也有一些良
性肿瘤，所以它们的发育有点不
同。这一切都要研究。我们每个
人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有
特点。而且，不同心理类型的人
有所不同。不过，这是一个生理
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神经外科医
生的问题。我曾经说过：看着开
阔的大脑，如果一个人的其他
所有身体都被遮蔽了，就不可
能得出结论，你面前是谁，是
聪明人还是傻瓜。当然，一个
种族的成员和另一个种族的成
员可以按肤色区分。但是大脑
不行。
-您认为什么是您的资料中最
常见的问题？遗传？环境？抚

养？生态学？到底是什么导致
了他们？
-很难说。不同的疾病，存在遗
传问题。现在我要去手术——
在小脑有血管瘤。我们在她的
父亲和妹妹身上也看到了类似
的病症。曾经有过这样的病
例：有一种类似于父亲或母亲
的肿瘤，然后在儿童中出现
-人类的住处有什么最不利的»
致病区»吗？
-我认为，即使在切尔诺贝利
之后，我们也没注意到。我
的意思是，切尔诺贝利之后，
在某个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
局部化，是我们概况问题最常
出现的地方。这种事以前也发
生过。但现在我们的诊断不同
了。今天发现问题的机会更
多。比如说，电脑扫描仪是
一个很大的帮助。以及核扫描
仪——每个诊所几乎都有。我
们有两个。自然，恶劣的生态
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
这在我看来也不是主要原因。
以及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环
境……
-也就是说，院士之子和一个
受教育程度低的无家可归者之
子是否同样有患脑瘤的风险？
-是的，在这方面，当院士的
关系不会为其后代带来任何好
处。是的，有人很幸运。但是
有人没有...
-顺便问一下，您从哪一年开
始当院士的？
-从2006年开始。
-负面情绪如何影响人类健
康？
-根据人们的智慧和我的生活
经验，我可以不经科学实验就
说：骄傲、愤怒、怨恨，这显
然是劣质，对于每个人。我认
为无论如何这都是由于神经系
统功能紊乱、缺陷、效率低下
而造成的，这对我们的整个身
体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威胁
着身体健康和生命。我们内在
的所有消极情绪，更不用说向
外扩散，降低了我们生存的机

会。具有这种素质的人更容易
患上各种疾病。一个好人比一
个邪恶的人更不容易患疾病，
对每个人都不满意，而这个邪
恶的人总是缺乏某些东西，对
每个人都感到生气。您只能被
自己冒犯——然后就时间就不
长了。最好不要侮辱他人。
-灵魂是什么？有时他们说：
灵魂痛...
-很难理解。在我看来，是灵
魂没有集中在一处，当然它不
在大脑中。除非它能以某种方
式与心脏连接...尽管心脏更
多地是抽血的泵...
-您的患者是否分享他们在另
一个世界中看到的东西？
-是的，有时他们说有这种情
况。描述通过黑色隧道的飞
行。然后过了一会，那个男
人回来了，对他来说变得很容
易...顺便说一句，当我生病
时，我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
这种感觉。这仍然是儿时的过
去：仿佛我飞得很高。是的，
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只是后来
几年才明白了。我的体温很
高，就好像我已经撕掉了自己
的身体一样——我看到自己在
下面。我飞到顶部，这种感觉
依然存在。我不清楚，我把这
件事告诉妈妈，我问：为什么
我要飞？她告诉我：你的体温
很高。
-您的实践中有奇迹的地方
吗？
-怎么了？我甚至听到过这样
乐观的表情：在每个积极的
人的生活中，总会有奇迹发
生的地方。当然，我们也有困
难的案例。好吧，您根本无法
以任何方式帮助一个人，一切
似乎已经完成，而他已经摆脱
了这种状况。在我确定一切都
很好的地方——您可以看到，
而且过程如您所愿地出现了错
误。我还注意到：当患者说“
我无法承受手术”时，我应该
听听。当然，我鼓励他们说，
没事，你有个小手术。但他没

阿诺德•斯梅亚诺维奇在迪拜 

的救护飞机上工作时， 

去过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救助病人。 

196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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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的积极信息没有得到回
应。真的……要么一个人感觉
到自己的命运，要么一个人给
自己一个态度。手术进行得很
顺利，但我看到他融化了，融
化了……然后离开了。但是碰
巧他安慰我：您不用担心，医
生，我会活下去。这对他来说
非常复杂。您认为，切除肿瘤
是徒劳的。然后您看-他继续
修补。然后活着！
-也就是说，很多情况还取决
于心理治疗学吗？
-绝对！一个乐观的人通过我们
生活中的生活测试要容易得多。
乐观主义者更容易忍受所有困难
的情况、疾病和并发症，包括手
术。人们从错误中学习。但是，
最好向陌生人学习。
-我们知道您的儿子维塔利在
这里工作。怎么做到的？孩子
并非总是跟随父亲的足迹...
-是的，我儿子不愿意。虽然
他在医学院学习。我说去任何
地方都行。分配后，他被送往
第五医院。而且我们刚好就在
第五医院待过，所以变得接近
了。而且孙子也去了那里：斯
坦尼斯拉夫·斯梅亚诺维奇。
我的长女是奥尔加，也是医
生：牙医。她是扎哈罗娃街
一家牙科诊所的主管。她在那

里工作了20年。团队紧紧抓住
她。他们本打算要另一个——
但民众的意愿胜利了。
-妻子也是医生吗？
-是的，塔玛拉·伊凡诺夫娜
是耳鼻喉科医生。我们是同
学。我现在和孙子开玩笑：我
是你奶奶的丈夫。
-您喜欢国家科学与实践中心
的技术设备吗？
-您知道，这里的一切都已经
改变了。我曾经对总统说过一
句话：我想在所有设备都是现
代化的新诊所工作。
-您安装了最现代化的设备
吗？
-是的，他们是5年前建造的操
作模块，是当时最先进的设
备。法国人来了，德国人来
了——他们嫉妒..磁共振成
像离这儿不远——您可以看一
下。假设您要进行手术——看
不见肿瘤，用这个就能看到。
已经不需要触摸了，这儿有导
航。在手术过程中，可以检查
肿瘤位于哪个方向。有播放的
可能性：您可以远距离咨询。
血管内手术是——通过股动脉
而不打开颅骨进入动脉瘤。无
需开放手术，学生可以在屏幕
上看到所有操作。手术后曾经
放置的塑料板——现在由钛金

属制成。我们使用3D对其建
模，然后将印版打印在3D打印
机上...
-白俄罗斯手术还有哪些新内
容？
-是的，很多东西！您可以在电
视上查看报告。我的同事最困难
的操作。不仅是同事！一个机器
人外科医生出现在日丹诺维奇的
主治委员会大楼。切除胆囊，该
设备在肠子上做手术工作。外科
医生监视其工作。他们说，在我
们西部边界以外，这已经存在。
我现在想要自己的。但是，进度
无法停止。在10年内，我认为机
器人将会运转。但这是昂贵的技
术。
-您是否与白俄罗斯国家航空
航天局生理研究所合作？
-是的，还有一个叫尤里·山
科的学生。我们有这样一个
课题：保护大脑免受缺血。
即干细胞治疗缺血性脑损伤。
在大脑血管阻塞期间所有部位
都遭受缺血——细胞死亡。有
必要恢复这些功能。该方法由
尤里·格奥尔基耶维奇·尚科
开发，他是我们科学工作的副
主任。这也是我的学生。儿
子——负责第一部门，我是第
二部门的策划人。在星期五，
我们进行一轮一次联合所有的
活动，我们都在看第一和第二
部门的病人。
-有朋友来找你帮忙吗？
-无论何时，只要有人需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拒绝任
何人。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如
果你成为了医生，在生活中选
择了这条路，那么你就要完成
这个功能。
-海外病人也能接受治疗吗？
-当然可以。我们对这种接触持
开放态度，愿意接受和更多。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所有
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公民
都来找我们。看价格，选择医
疗服务，俗话说“买得起”。
伊万和瓦伦丁·日丹诺维奇进

行了采访。手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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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妈妈已经在明斯克
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当我想到她
时，有关她的音容笑貌就在我脑海中浮
现。其中某些记忆是根据母亲自述形
成的。在我的记忆中玛利亚仍然是
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

裙快乐地坐在纱布缝制的推车
上，袜子的边缘是蓝色的。

她12–13岁时，人们叫她
的小名：玛莎，玛琳卡
等等。手推车渐渐驶向
模糊的未来…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
饥饿的三十年代初，法尔琴科
一家—-彼得和他的妻子阿格
拉芬带着他们的女儿和一
个儿子从布拉格达特村搬
到鲁比日：玛利亚的父
亲瓦尼和更年轻的兹诺
齐克被任命为当地村庄
理事会主席。他们说“

以某种方式购买公共小麦
是不对的”。当时具体的真实

情况，现在没人能说得清。 
她后来去了遥远的卡累利阿—-她

当时已经好久没和她父亲联系了，她
父亲被释放后担任了集体农场的司机。
同时，她还不知道她将会与一位很有名
的善良女人—-原籍是贵族的维拉·尼古
拉耶夫娜相识。她不仅教会女孩银行业
务方面的智慧，还教会她良好的身体形
态，并给她灌输良好的品味提升了她的
美感。此外，玛利亚还不知道她17岁时
将会嫁给我25岁的父亲米哈拉.切尔卡
什。我父亲从远东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
队的四年服役中返回后，他来到沃尔尚
斯克文化宫，他在当地的一支铜管乐队

妈妈与战争
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玛利亚·切尔卡希纳

我母亲的命运，就像数十万苏联妇女的命运一样，在战争年代倒下

了。她很幸运能够成为幸存者，并与丈夫—-卫国战争的退伍军人米

哈伊尔·切尔卡欣一起在故乡乌克兰生活，和白俄罗斯的子孙们在和

平的天空下幸福生活。

36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胜利日75周年专访：个人



中注意到一个棕色眼睛的
漂亮女孩，腰部很细。 是
的，我的母亲甚至无法想
象她会在不久的1938年生
下他的儿子尤里，我的哥
哥。我的父亲作为军队音
乐家将经历伟大的卫国战
争。450名受伤的士兵和军
官被撤出战场。我不禁引
用父亲在“勇气”勋章颁
奖礼上的讲话： 
“他在部署SME（医疗营）
期间，一直处于前线。昼夜
工作，不眠不休，为病患和
伤员提供了最快速的援助。
仅在1944年6月20日的军事
行动中切尔卡什负责了450
名伤员，他积极撤离了受伤
的士兵和军官，受到了伤者
的尊敬。” 
他在受重伤之后依然坚持
在工作岗位上，并下令发
出了“二级爱国战争”的命
令。他后来与母亲一起有尊
严地度过了战后的美好生活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阅2015年第5期文章《父亲
的战争》） 
….我的祖母阿格拉芬娜带
着女儿从鲁比日诺伊村走
出来，她们在哈尔科夫的地
区中心沃尔尚斯克以银行职
员的身份学习，幸运的是，
她们只要少吃点就可以勉强
生存。乌克兰的饥荒非常可
怕。现在，沃尔尚斯克中央
公园有一座为受害者建立的
纪念碑。我记得我的母亲告
诉我，以前我的祖母告诉过
她人们是如何饿死的….她
和她的孩子们得以幸免，
这得益于可以从乡村面包店
偷偷拿出的一些面团：需要
清洁揉面团的容器，这样才
有机会偷偷拿到面团。他们
将面团藏在衣服下面，以便
不会被守卫注意。祖母说，
她的教父会一直在敞开的窗
户前徘徊，与此同时，他从
衣服下取出面团，然后悄悄

地交给祖母。当祖母走过房
子时，她的教父直接将一块
面团扔在地上。祖母把它捡
起来，清理掉草叶后拿去做
饭。虽然不怎么能吃饱。这
就是为什么我的母亲后来被
送去城市的原因。不久之
后，祖父彼得就设法与一位
在银行担任经理的朋友达成
协议，他的朋友将玛利亚收
作学生。所以我妈妈后来成
为了一名会计师。再后来她
成为了总会计师。 
我从未见过祖父彼得·弗拉
索维奇，甚至没有见过他的
照片。从战争开始，他就被
征召入伍，听说他在塞维斯
基顿涅茨茂密的森林中打游
击战，后来，当我们的部队
在顿巴斯发起进攻时，他
于1942年3月21日在前线阵
亡。在通用数据库有我祖父
墓地的信息：乌克兰人，斯
大林亚姆斯克地区，距离尼
克佛拉夫克公路1公里。也
就是今天的顿涅茨克，巴
赫穆特地区。我表弟柳德
米拉的母亲齐娜姨妈说，她
父亲的坟墓位于那里。我们
现在只能在祖父的墓地上放

些花，并向祖父鞠躬以示悼
念。 
由于我祖母知道在艰苦的
农村工作需要付出很多代
价，所以祖母希望她的所
有孩子—-在战前出生的三
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能接
受教育。后来，的确实现

15岁的玛利亚.切尔卡什娜（左）与沃尔尚

斯克国家银行的同事们在一起，1935年

 我母亲工作簿中的条目表明，她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区工作。

37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胜利日75周年专访：个人



了。我的母亲和齐娜姨妈
曾接受过中等专业教育，
而斯维塔则接受了高等教
育。瓦尼亚舅舅于1922年
出生，当过军事飞行员，
像我父亲一样战斗。他成
为了我与白俄罗斯（他与
家人住在一起）之间的关
系纽带。我清晰地记得他
来拜访过我们，并带来了
一大盒写着单词的巧克
力：戈梅利。这对我来
说 有 些 难 以 理 解 。 我
问，这就是糖果的意思
吗？不，飞行员舅舅笑
了，这是白俄罗斯的一
座城市。戈梅利是我们
美丽的城市，我去过许
多次。 
我后来去过鲁比日。我
还记得在祖母家的小院
子里有绑着秋千的巨大
杨树，夏天，瓦尼亚舅
舅的女儿在那里嬉戏。
祖母用樱桃和干酪给我
们送做了乌克兰饺子，
我们吃了很多。我还记
得可怕的雷雨夜，夜晚
的窗户都变成了白色：
它是如此明亮。雷声隆
隆，像要把房子震塌
似的。祖母说：“孩子
们，别怕，我会祈祷，雷
雨早点过去。”她默默地
祈祷着。 
我们还跑到村庄外玩耍，
那 里 有 德 国 的 防 御 工
事。1942年3月在鲁比日诺
耶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将近一万名士兵和军官在这
场战斗中丧生。今天，在这
里埋葬了很多为解放村庄而
牺牲的英雄遗骸，还设有纪
念无名战士的墓碑。在解放
鲁比日诺伊75周年之日开
幕。死者的遗体是由当地森
林中的搜索发现的。 沃尔
尚斯克区鲁比日村是最受尊
敬的地方之一。 2018年，
村里唯一的前线士兵瓦西

里·马蒙年科谈到了军事困
难时期的那段艰难时光（互
联网上有一个视频）。即便
战争时代已经过去，他依然
是时代的一个象征。 
就像我妈妈说的，她很喜欢
在银行里工作。尽管这段时
期既艰难又饱受饥饿。因为
银行里的同事对她很

好很友善，他们喂饱了一个
爱学习的瘦女孩：有些人会
给她面包，或者一块煎饼或
一块糖。妈妈经常带着眼泪
回忆起过去。有一次，她幽
默地讲述了维拉·尼古拉耶
夫娜邀请她在一个周末一起
午餐。她清楚得记得圆桌上
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子上有

闪闪发光的叉子和勺子，旁
边是带有金边的盘子，盘子
下铺着白色餐巾纸。首先是
豆汤和小薄煎饼。妈妈看着
维拉·尼古拉耶夫娜用叉子
转动薄煎饼并将其浸入蜂蜜
中。她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煎饼不听话，没有像维
拉做的那样。维拉·尼古
拉耶夫娜的弟弟看了看，
说：“不用担心。”妈
妈永远记得那顿午餐。
一次，我们和她一起烤
薄煎饼，她又试着用叉
子把它们包起来。但依
然没有成功！ 
啊，我的妈妈，你得忍
受多少痛苦和磨难…
“每个人都在悲伤和痛
苦中……”谈到战争
时，我母亲如此说到。 
当母亲刚满2 1岁时，
这场战争无情地降临到
了沃尔尚斯克以及苏
联的其他城市。她当
时说：“我们和其他
所有人一样麻木：不
知道该做什么，该往
哪里逃跑……”。 
战 争 的 第 三 天 ， 父
亲 被 立 即 召 集 ， 并
被 送 到 别 尔 哥 罗 德
州 的 区 域 中 心 瓦 卢
基地空军第69 0营，
距离沃尔尚斯克1 0 0
公里。在那里负责管

理仓库。 1 9 4 2年冬天，
他用一辆卡车驶过沃尔尚
斯克时设法带走了 3岁儿
子的年轻妻子，将他们一
起带到营区。但是，军队
不允许他与家人同住……
尽管如此，我的母亲留在
了部队：她获得了会计师
的 工 作 。 弟 弟 尤 里 和 村
里 的 女 人 们 住 在 一 起 。
我的母亲说：“那是一个
可怕的时期，二月，在一
场 严 寒 中 ， 很 多 飞 行 员
丧生。……”许多有孩子

妈妈和她五岁的儿子尤里。照片是于1943年

2月哈尔科夫地区从纳粹手中解放后拍摄

的。照片背面写着：妻子和儿子所爱的丈夫

和父亲。带着这张照片，爸爸于1945年4月

返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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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跟随丈夫来到瓦卢
基：每个人都认为战争将
很快结束…
但是，正如您所知，战争持
续了很长时间。父亲在三年
半，受伤了两次。在超过一
千三百个日日夜夜里，我的
母亲像那些丈夫参战的大多
数妻子一样，没有丈夫的陪
伴。 
1 9 4 2年 2月，父亲被调到
第51卫队步枪师，并报名
参加了一个音乐兵团，她
的儿子重返沃尔尚斯克。
我 们 的 城 镇 曾 被 占 领 两
次：从1941年10月31日到
同年1 1月 1 2日；从 1 9 4 2
年6月10日到19 4 3年2月9
日。在哈尔科夫的进攻行
动中，沃罗涅日前线的苏
军胜利了。此时我的母亲
已经从事了六个多月的会
计职业。许多沃尔尚斯克
的妇女以及住在市郊的妇
女都需要工作。像妈妈一
样的年轻人会被带走打扫
餐厅，他们只能食用过期
的食品或德国人遗留在盘
子中的食物。妈妈当时很
开心有这份工作。毕竟，
她的孩子们在等着她。有
次，妈妈刚挂了衣服准备
晾干，然后透过篱笆上的
孔，她看到一个德国胖子
走进院子后朝她走来。她
赶紧逃到坡下的花园中。
妈妈看到德国人也加速赶
了过来，于是妈妈沿着长
满樱桃的山沟逃走了。距
山 谷 边 缘 二 十 米 处 ， 一
片高高的玉米田挽救了妈
妈。她跳进玉米田中，然
后平躺在玉米杆之间，紧
贴地面。心脏剧烈跳动，
似乎德国人将会听到她心
脏跳动的声音。但是那个
德国人在田野面前站了一
会儿，转身离开了。她坐
在黑暗中的玉米地里，回
家后，祖母说：德国人收

拾完东西后骑着摩托车离
开了。 妈妈工作主要是
为了生存。夏天还比较容
易：正是苹果、杏子在花
园里成熟的季节。但面包
依然很少。在八月，他们
挖土豆和胡萝卜。罗宋汤
是用甜菜、土豆和胡萝卜
煮出来的。玉米在山上成
熟。尽管禁止摘玉米，但
人们仍然设法为孩子摘些
玉米。 孩子们正处在生长
期，更加需要食物。听妈
妈讲，不打仗的时候，尤
拉会跑到他父亲的堂兄那
里，站在门口等着：期待
父亲的堂兄能给尤拉一些
食物….
哈尔科夫地区解放后，我
的母亲再次去了那里的银
行工作。她说，这些员工
像亲戚一样彼此关照。并
且，我父亲的姐姐奥尔加
带着两个孩子阿里克和瓦
利亚从避难所回来。这是
我表兄回忆的： 
“我沿着沃尔尚斯克在整个
城市中行走，身材瘦削，饱
受折磨……但是还活着！在
城市中心，我们遇到了玛利

亚姨妈，她正准备去银行工
作。他们来到布德格尔街生
活。我们五个人住在一个小
房间里：我和我的姐姐，母
亲，还有我的堂兄尤尔卡，
玛利亚姨妈。女人卡嘉睡在
厨房里… ” 
我和尤尔卡一起发现了切
尔卡申家庭花园附近的一
条沟壑；里面有两个独木
舟，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德
国人留下的各种东西。甚
至发现了手榴弹、枪支、

战后银行的员工。 

妈妈（右）和她的朋友，1946年。

几乎所有人都是沃尔尚斯克文化宫的乐团士兵。穿着白衬衫唱男中音的爸爸（左），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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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莎叔叔（即作者父亲）
将其交给了警察。 
当 时 他 们 的 生 活 极 端 贫
困 。 1 9 4 5 年 ， 沃 尔 尚 斯
克的饥荒非常严重：甚至
连鸟都没有力气鸣叫。当
米 莎 叔 叔 在 乳 制 品 厂 工
作后，时常为我们带来一
些“瓜子饼”（挤压葵花
瓜子的植物油后获得的产
品。），我们都很开心。
对 我 来 说 ， “ 瓜 子 饼 ”
比巧克力更美味。尤尔卡
说，更甜的是可可粉，他
曾经从罐子里偷过一些，
然后藏到了谷仓后面。” 
我父亲于1945年4月返回。
他在叶卡捷琳堡和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的医院中接受
了三个多月的治疗。父亲
于1941年6月24日参战，战
争结束于1945年4月。他于
199 3年去世后，我在他的
红军军事证件中找到了这些
日期。我从父亲的文件中得
知父亲在第414医院接受过
治疗。目前正在叶卡捷琳
堡145号街的工业大厦上
安装灰色大理石纪念牌，
以纪念414号医院。 
爸爸曾在库尔斯克和斯大
林格勒附近作战。他还参
与了解放白俄罗斯城市的
战争。我听他说过在波洛
茨克和维杰布斯克的“ 布
格拉吉”行动……
作为19 4 9年特
别通信团的一
部 分 ， 该 通
信 团 被 冠 以
波 洛 茨 克 的
称 号 ， 在 陶
格夫匹尔斯的
指 挥 下 ， 在 白
俄罗斯的西北地区
作战。我从他关于战
争的故事中了解到这
些，他没有主动谈
论过这些。当然，
从红军证书中可以

得知我父亲所获得过的所有
奖项。母亲小心翼翼地为父
亲穿上了带有奖章和奖牌的
外套，然后照相。相片成为
了孩子们和孙子们的纪念
品。多亏了妈妈，这张照
片才得以被保存在家庭档案
中。在她的坚持下，我父亲
参加了胜利日纪念活动。伟
大卫国战争的退伍军人被沃
尔尚斯克地区的军事征兵办
公室带到著名的纪念馆，该
纪念馆于1973年8月3日开
放，以纪念库尔斯克战役的
英雄们。 我记得妈妈对我
说过：当爸爸看到自己的孙
子博格丹时特别得高兴！父
亲把三岁的小博格丹抱在膝
盖上，我不会忘记他当时的
微笑。当博格丹进入医学院

后，他为自己的孙子感到骄
傲。他说：他将成为一个真
正的男子汉！ 
顺便说一句，阿格拉芬与齐
娜和斯维塔的祖母在战争中
也幸存了下来。在参加鲁比
日诺伊战斗之前，我的祖父
彼得·弗拉索维奇设法将他
们交给了在布拉格达特的父
母。随后，祖母再次回到鲁
比日诺伊，她住在村郊的房
子中。我的阿姨们后来也结
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斯
维塔将祖母带到了第聂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 
妈妈的战争生活随着父亲的
返回而结束。就像其他家庭
一样，养家糊口的人在战后
返回家园。重建是战后生活
的主题….
但是残酷的战争在无形中继
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我
们一起同住时，战争和饥荒
的记忆就体现在她对食品的
过分关注上。她总是要求在
房子中储备很多盐、糖和
谷类食品。冰箱装好后，
她很高兴。当厨房里没有
面包时，她就会紧张。她
还会非常小心地将面包握
在手中。因为她经常想起
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没有
面包的情景。 
我记得有一大袋子饼干经
常被挂在厨房的钉子上，

并经常被补充。面包
在烤箱中被烤成面
包干。我也很清

楚得记得面
包 的 香 气
和辛辣的
味道。有
时 ， 父 亲
和母亲将它

们 切 成 碎 块
后扔进汤里…

她于2002年在明斯
克的苏联区军事
征兵办公室感内
凭 借 个 人 档 案传家宝—-父亲的钓鱼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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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伟大卫国战争参与
者证书，该文件确认了切
尔卡希纳·玛丽亚·彼得
罗夫纳是抗敌战争的参与
者。 我记得员工当时问我
们，您祖母参与的那场战
争中，都有什么样的参与
者….他们以完全不同的尊
重方式回应了我们在明斯
克的行动。没错，像您母
亲这样的人应该被广泛关
注，而不是被遗忘，给她
颁发证书的一位女士说，
因为当时她工作的军事机
场随时都可能遭到轰炸。 
鉴于伟大卫国战争参与者的
身份，母亲的退休金被提高
了。每年胜利日，她都会收
到白俄罗斯总统签署的祝贺
卡片，她感到很荣幸。她曾
在共和国宫的大厅里听到过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演
讲，她应邀参加了庆祝胜利
日60周年的音乐会。 
让妈妈难忘的是纪念90周
年的一次不寻常的祝贺。 
2010年4月25日，在明斯克
拉格伊斯克公路上一所房
屋的窗户下的绿色草坪中，
一个真正的军事演奏家演奏
了战争年代的旋律。我妈妈
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花，
哭了。她可能是回想起了丈
夫，一位军事音乐家。还有
战争的痛苦。 
我们将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
庆祝胜利日75周年。根据
父母在沃尔尚斯克建立的传
统，我们家族中的明斯克成
员将聚集在一起。我们家族
中的男人会举饮100克伏特
加。我们记得，我父亲从不
多喝。因为他说：这样才更
男子汉。 
我们还将购买鲜红色的郁金
香，将它们放在亲爱的人的
画像附近。然后用我父亲的
旧钓鱼灯点燃蜡烛。 

瓦伦蒂娜·切尔卡什娜· 
日单诺维奇 

在一位二战老兵的家
中，命运把我与一位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历

史系一年级的学生罗曼·辛
琴科联系在一起。他已经做
了4年志愿者，期间一直与
退伍军人共事，记录了生活
在明斯克地区120名退伍军
人的回忆。对罗曼而言，此
任务是无比珍贵的。
---在我的家人中，曾祖母
切普莉克.玛利亚.费多罗
夫娜是一位了解二战的资深
人士。她出生在明斯克州波
里斯基村。15岁那年，她离
开了乡村，来到了城市。战
争开始时，她在医院工作，
担任克鲁莫夫医生的外科助
理。纳粹于1944年3月将著
名的苏联英雄尤金·克鲁莫
夫送进了毒气室。
1942年到1944年之间，曾
祖母参加了游击队运动，
曾在“迪马”和“格洛梅
克”小分队之间建立联
系。我们的家庭经常回想
起这样的一幕。玛丽亚·
费多罗夫娜穿着漂亮的外
套戴着狐狸皮毛的围脖，
沿着明斯克的“雷那克”
市场走。在寒冷的冬天
中，她急忙忙忙地去执行任
务，将传单和报告从一间安
全屋转移到另一间。突然，
一支武装巡逻队遇到了她。
他们发现了祖母。因为德国
人感到冬天过于严寒，他们
便从曾祖母的外套上抢夺狐
狸围脖，以免自己经受霜
冻。围脖没有被抢走，曾祖
母也没有被抓走。因为传单
被藏到了衣服下面。狐狸围
脖差一点被抢走。多亏当时
附近突然出现一个卖热馅饼

的卖家，卖家大声向德国人
叫卖，而德国人在一段时间
内忘记了玛丽亚·费多罗夫
娜。在德国人吃馅饼时，她
设法逃脱了。我依旧保存着
她的奖牌，证书，照片和奖
状。
曾祖母有一个哥哥丘普里
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
奇，他于1910年出生。他曾
参加了红军的波兰战役和芬
兰的战争，以及在卫国战
争中保卫了莫斯科。 1942
年，他被调任到白俄罗斯领
土，在那里，他是小分队“
迪玛”的参谋长。后来他在
科尼斯堡附近作战，解放了
白俄罗斯，波兰，并在易北
河取得了胜利......
---我对人们的命运，在极
端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以及敌
人的作战情况非常感兴趣。
我们的家人经常谈论这场战
争。也许这促使我想要与退
伍军人一起记录他们的回
忆...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年科

记录并相信
一位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学生收集了一百多名退伍军人的回忆

胜利日75周年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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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研究人
员 和 艺
术家为了
解开白俄
罗斯的代
码，在艺
术作品中
不停地写

着关于我国的故事。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和
奥列格·卢卡什维奇创造了
现代白俄罗斯文化史上最杰
出，最重要的艺术项目之一
《白俄罗斯传承》。作者借
助演示文稿专辑，纪录片和
摄影展这三个部分的帮助，
成功创建了一个知名的“白
俄罗斯传承”品牌，不仅为
白俄罗斯人自己，还而且为
外国公众重新展示了这个国
家。
阿列克谢耶夫和卢卡谢维奇
在2001年制定自己的项目构

想时，在很大程度上领先于
时代:他们是第一批开始系统
地打破“纯朴”白俄罗斯定
型观念的摄影艺术家: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我
们的《白俄罗斯传承》专辑
会如此抢手。” 奥列格·卢
卡什维奇承认。自2004年以
来，该书已经再版18次，已
经出版了46500本，记者称之
为关于祖国的畅销书。开始
时，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认为这本书是白俄罗斯所需
要的，因此，在谈论这本书
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以民
俗和自然为主题。当一个人
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时，他首先关注的是物质遗
产：建筑、艺术品、前几代
人创造的东西。我们发现，
把我们的国家财产收藏在一
个封面上是非常重要的，以
便表明：白俄罗斯不是昨天

才出现的，这个国家有几千
年的历史，这里有许多开明
的人、科学家、工匠、艺术
家、慈善家。
自2004年以来，《白俄罗斯
传承》专辑已出现在大多数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礼物
中，以及世界最大的图书
馆、著名的大学、文化和外
交机构以及从大不列颠皇后
到教皇的名人私人收藏中。
得益于卢卡谢维奇和阿列克
谢耶夫在其出版物上艰苦卓
绝和才华横溢的工作，我们
发现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璀璨
美丽的土地。
“复兴浪潮已经开始，许多
白俄罗斯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他们的母语、历史很
感兴趣，并愿意在全国各地
旅行，” 亚历山大·阿列克
谢耶夫说：“我认为我们的
项目在许多方面对此做出了
贡献。毕竟，当我们开始的
时候，当前著名的建筑古迹
和旅游路线都是不明确的。
但是我们设法以有利的方式
介绍了它们。”

一切的开始

在白俄罗斯的《白俄罗斯传
承》专辑中，作者首先(在介

我们的传承:	
白俄罗斯丰富的文化征服世界

艺术项目 
“白俄罗斯传承” 
获得国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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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性出版物中)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以艺术形式表现历史的
伟大、独特性和多样性的概
念，以及20世纪全国各个地
区。每期再版都更新了国家
遗产数据。与2004年版和2017
年版相比，我们可以看到白俄
罗斯在修复历史遗迹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展。通过该项目，白
俄罗斯的遗产和文化在世界著
名的展览场地展出，从教科文
组织总部到大英博物馆。在巴
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布
拉格、布达佩斯、罗马、华
沙、北京、纽约、华盛顿和其
他城市，人们了解了白俄罗斯
丰富的历史。在巴黎，《白俄
罗斯传承》项目展出了两年多
(特别制作了超过2米的作品)
。在明斯克，五年来，书集
里的照片都变成游览柴柳斯金
采夫公园围栏上的壮丽的风景
而被人欣赏。这是一条壮丽的
风景线。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展览：将近一公里的展览空
间，150米的作品。今天，例
如，《白俄罗斯传承》项目
的永久展览装饰了独立宫。自
2003年以来，作者举办了30场
大型的国家和国际摄影展。
这一艺术项目再次获得了白
俄罗斯两大宗教——东正教
和天主教的祝福，这也许有
助于的成功。
第一本书于2004年9月出版，
三千册在29天之内销售一
空。正如他们所说，其他一

切都是历史。作者期望获得
巨大的成功、大量再版及其
独特的代表功能，这一点在
最高级别得到了体现：2005
年1月7日，总统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授予亚历山大·阿
列克谢夫和奥列格·卢卡谢
维奇“精神复兴”奖。
作者指出：“如此高的评价
在开始之初就为我们提供了
很大的支持，我们意识到我
们需要继续前进。”
《白俄罗斯传承》书集共320
页，超过400张艺术照片，展
示了该国的每个地区，并以
三种语言（白俄罗斯语、俄
语和英语）提供了有关历史
上最重要事实的重要信息。
这本书具有真正的价值
在伊丽莎白二世的命令下，
白金汉宫发出的一封信中有
几行：“女王陛下指出:这
份出版物是白俄罗斯美妙的
声音。这本书具有真正的价
值，将丰富皇家图书馆。”
2004年，卢卡谢维奇和阿列
克谢耶夫有幸向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赠送了《白俄罗斯
传承》专辑。梵蒂冈国务秘
书处的一封感谢信指出：我
感谢你们的慷慨，向神父赠
送一本有趣的书，题为《白
俄罗斯传承》，其中载有关
于白俄罗斯各地区历史、艺
术和宗教遗迹的资料，并附
有精美的照片。
一系列记录片如《时代》、 

《 巴 黎 学 派 的

艺术家-在白俄罗斯出生的
人》、《白俄罗斯当代艺
术》(共31部电影)有机地
进入了《白俄罗斯传承》
项目。在纪录片中，作者首
次详细而大规模地进行了对
叶弗洛西尼·波洛茨克、马
克·夏加尔、伊格内修斯·
多梅科、塔杜斯·科修斯
科、亚当·米基维奇等人传
记的探索。
《白俄罗斯传承》项目的研
究材料、照片和文件经常用
于各种教育机构、博物馆和
相关组织的教育目的，作为
将白俄罗斯历史遗址列入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国
家方案的一部分。
对白俄罗斯人自己来说，这
一项目不仅揭示了国家历史
和文化的起源、其独特性和
丰富性，而且还唤起了对自
己国家的自豪感，促使人们
思考如何爱护自己的遗产，
复兴失去的，有效发展未来
的。

◆◆◆ 

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保罗·
萨波蒂科: 
在全国性的图书出版中，没
有其他演示介绍性书籍获得
了如此成功和推广。该项目
的价值在于，作者将研究层
面作为其工作的基础。正是
这使该项目达到了国际水平。
谢尔盖·克利莫夫，涅斯维
日城堡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
馆长: 
该项目在国家文化中占据了
应有的位置。作者亚历山
大·阿列克谢耶夫和奥列
格·卢卡谢维奇不仅成功地
建立了自己促进和普及白俄
罗斯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
而且还将现代方法结合到出
版、展览以及视频制作中。
该项目为在国际舞台上介绍
白俄罗斯的历史遗产提供了
广泛的机会。 

维多利亚·波波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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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从小我就有各种各样的创造力，
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自己动手做
事。但是，我只能说我的父母在这
方面并不支持我。相反，他们认为
艺术家注定要贫穷，让我最好把注
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因此，我
进入了戈梅利的白俄罗斯贸易与经
济消费合作大学，获得了一个很好
的专业，我现在就在那里工作。有
一次，当我浏览互联网时，我发
现了有关玩偶的信息——它们深深
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的内心被唤
醒，激动不已，我意识到：我的创
造力和潜力已经积累了多年，现在
是时候实现它们了。”
达吉娅娜认为，她的天赋来自亲
戚——她的叔叔，他是一位艺术家，
他的整个乡村房屋就像一个美术馆。
是的，她的爸爸也是一位大师。
“我从网上或其他爱好者那里得到
了我需要的信息。我读到了如何
在家里制作玩偶，我也开始考虑制
作玩偶。最主要的是家人不反对我
的尝试，这包括使用各种化学药
品。整个过程从选择材料开始。
我选了一种聚合物粘土来做一个展
示玩偶，它很适合我，因为它的特

性就像橡皮泥。这些粘土必须在
烤箱中烘烤。有时丈夫回到家会笑
着说：‘哦，正在烤什么美味的东
西……啊、啊、啊，你又在烤那一
大块东西了。’一旦做好了部件，
则将他们抛光，然后准备进行涂
漆，涂上特殊的聚氨酯清漆，然后
对躯干的各个部分进行涂饰：有些
地方涂丙烯酸，有些要涂水彩。之
后再涂上一层清漆。一切准备就绪
后，开始组装玩偶。 在腿和躯干中
有插口（为了灵活安装）。多亏了
他们，产品才具有很高的可塑性，
就像活的一样。”
在这些玩偶上，你可以看到人类的
所有特征：痣、雀斑或是细小的
皱纹。这就是玩偶的吸引力所在。
有趣的是，他们的头发是山羊毛做
的，来自俄罗斯，达吉娅娜的一个
熟人在那里饲养了这些动物并把这
些不寻常的原料卖给她。达吉娅娜
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给她梳头、
给她剪头发、给她染色，并用磁铁
加固头部。
“制作一个展示玩偶需要一两个月的
时间。一开始可能会浪费很多材料：
我将那些不必要的零件都收在一个袋

洋娃娃	
软件

达吉娅娜·科
斯图谢娃是一
名软件工程
师，在一家效
益很好的塑料
制造公司工
作。她没有太
多的空闲时
间，但是她一
有空，就会考
虑……制作玩
偶。两年来，
年轻的女工匠
一直在为自己
和他人制造漂
亮的玩具，她
认为这项工作
是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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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这是我总结出的经验。
作为‘玩偶大师’需要你拥有许
多不同专业的技能。艺术家（某
些玩偶需要手绘上它们的毛发）
、美发师、设计师（达吉娅娜可
以自制那些时髦的衣服）和机械
师。还有医生……。要正确计算
身体的比例，你需要了解人体解
剖学。”
该系列中最受欢迎的玩偶是能
活动关节的玩偶。他们可以摆
出人的任何姿势。
“制作这样的作品大约需要一
年的时间，制作他们要非常的
小心。用胶粘合一个主模型，
随后将以各种工艺铸造的模具
移除。一个月内，还将制作各
种不同的零件。还需要做很多
工作——改造、调整。还要经
过几次初步拼装，然后才能完
全正确地安装到位。接下来是
着色。这时玩偶已经“栩栩如
生”了，他会用那双小眼睛看
着你。最后一步是组装，穿上
衣服和固定假发。每个制作者
都知道自己内心的痛苦:今天
做得很好——你觉得自己很有
才华，第二天什么都没做——
就会觉得很差劲，”达吉娅娜
说。
对达吉娅娜感谢她的玩偶和爱
好者们一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
世界:“当我们与他们会面时，
在场的人们通常会记住我们，
因为所有桌子上都会迅速展出

我们的作品。我们也会定期在
城市里组织展览。”
达吉娅娜表示，在晚上做玩偶
要容易得多。在那时，唯一重
要的是要遵守一条规则——心
情不好时就不要做。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全家
都已经睡了，没人会打扰你享
受这一制作的过程。如果想做
点什么，我可以做一整天。但
之后，你必须休息一周或一个
月。制作玩具就像生孩子一
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会有什
么样的性格，但你知道你会爱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就像每个人都有名字一样。有
时候，玩偶也不喜欢我为他们
制作的衣服、头发的颜色等
等。我看着他，我意识到我需
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试
图‘取悦‘我的玩具——我不
是开玩笑，”达吉娅娜认真地
说。“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
二的，其中一些角色是受了到
书或电影的启发。有婴儿、公
主、成年女士，但还没有男孩
子。”
这位女手艺者承认。她最初
迷上制作玩偶并不是为了赚
钱，因为那时首要的目地是
创造而不是销售。但是，即
使是行家，他也无法轻易地
体会玩偶的美——买主必须
投入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
了解玩偶的价值。

“在内心深处，我希望我的爱
好能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但到
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梦想。
现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
我的热爱。我很高兴地看到我
的玩偶能引起不同人的兴趣。
我的计划是开始用陶瓷来制作
玩偶。这既困难又昂贵，但也
非常漂亮。顺便说一句，我对
自己业余爱好的评价持肯定态
度，因为最主要的是创造力会
激发人的情感。

达里娅·什拉帕科娃

洋娃娃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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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夏加尔
的 书 籍 插
图 。 不 久
前，莫斯科
出版社AST
在 《 收 藏
家》系列中

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以崭新的面貌看待马克·夏
加尔的书籍插图创作，这本
书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
奇·果戈里的《死魂灵》，
这是该书在这位伟大画家的
设计中的重印本，发行量为
2000册。出版注释中的解释
是：在20世纪初，艺术赞助
人和收藏家Ambroise Vol
lard提出了发行高超艺术书
籍的想法，他吸引了艺术家
前来，而不是预约时间。因
此，存在“ Livre d'artiste”
的方向，该法语翻译为“艺
术家之书”。
结果是尼古拉·果果戈里的
带马克·夏加尔96幅插图的
《死魂灵》于1948年限量发
行。这些书印有水印的手工
纸有368张，由伟大的画家
亲自签名，仅提供给少数人
群中的幸运者。在这本独特

的书发行近70年后的今天，
您有机会亲自看到生动的评
论。在谷歌黑白插图中发现
了一个类似讽刺的评论，这
种表达，这对于艺术家通常
的油和鲜艳的颜色是出乎意
料的：“在我看来，如果我
撇开颜色，不参与某些特定

的事物，将会失去某些东
西。这是做插图和塑造的重
要时刻。”
在该出版物中，马克·夏加
尔和尤金·特里亚德建立的
插图顺序已更改。AST书的
版面设计由Anna Yakunina负
责。该项目的主编是Margari

马克·夏加尔的	
书籍插图
我们著名同胞马克·夏加尔的作品最早被称为
画家的作品。尽管他从事图形和布景设计，并
用意第绪语写诗、新闻和文章。1964年，马
克·夏加尔在巴黎歌剧院的其中一栋建筑——
卡尼尔歌剧院的礼堂里画了天花板。这位艺术
家在该项目上工作了大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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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Gumskaya。插图是经过签
名的，这本身也很有趣，并
且能够引起注意。当然，在
马克·夏加尔的插图中，主
要人物是不朽的奇奇科夫。
他的形象各不相同，并充满
了细节，毫无疑问，这扩大
了读者对已知事件的想法，
在所有细节上。插图推动了
重新阅读古典作品。每个插
图都使读者无意识地成为哲
学家。有时候，似乎觉得谷
歌和马克·夏加尔是同时代
的人，他不仅与十九世纪有
关，也与我们二十一世纪同
时代的人有关。
早在1999年，A.S. Shatskikh
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在马
克·夏加尔眼中的果戈里世
界”已在维捷布斯克出版（
共27页）。2002年-7月7日至
9月7日“书画家马克·夏加
尔” 展览在维捷布斯克举
行。维捷布斯克的马克·夏
加尔博物馆收藏了数百幅图
形作品。第一项资产是原始

的彩色版画《走向新世界》
，作者于1985年3月，去世前
不久完成了此作……
值得回想的是，马克·夏加
尔于1922年获得了他在做插
图技术上的第一次经验，创
作了他的著作《我的生活》
。1925年，马克·夏加尔出
版了克莱尔和伊万·高乐的
诗集。 1927年，他创作了古
斯塔夫·科基奥《省套房》
的插图。艺术史学家说，马
克·夏加尔本人在某些绘画
作品中得到认可。1934年，
为亚伯拉罕·瓦尔塔创作的
三卷《诗集》创作共34张插
图。这本书在纽约出版 1956
年，马克·夏加尔为《圣
经》创作了彩色画，它们发
表在《Verve》杂志上。他还
创作了A.Sutskever的书《西
伯利亚》的插图。
亚 伯 拉 罕 · 萨 茨 克 维 尔
（1913-2010）——我们的
同胞犹太诗人，出生于斯
莫尔贡。他用波兰语和意第
绪语写作，第一个诗歌集
于1927年出版。他通过了
Vilna Ghetto的考试，在那
里他继续写诗，参加了地下
党。在维尔纽斯保存了宝
贵的手稿——托尔斯泰、马
克西姆·高尔基和 Sholom 
Aleichem的手稿以及其他有
价值的档案材料、信件。 
1943年9月，在犹太人聚居
区被清理前夕，他与抵抗军
一起从囚禁中逃脱，到达了
纳罗尚斯基森林。 1944年3
月12日，这位诗人被军用飞
机送到莫斯科。1946年2月
27日，亚伯拉罕·萨茨克维
尔出庭作证，他的《西伯利
亚》是我们同胞最早的诗歌
作品之一。
1975年-1976年，马克·夏加
尔在他的朋友路易斯·阿拉
贡的诗集上创作了一系列插
图。

尼古拉·贝列兹

尼克拉.葛噶拉小说《亡灵》中的插图

马克•夏加尔。门卫不想让奇科夫当州长。

刻版画，1927年

每个插图都使
读者无意识地
成为哲学家。
有时候，似乎
觉得谷歌和马
克·夏加尔是
同时代的人，
他不仅与十九
世纪有关，也
与我们二十一
世纪同时代的
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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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说这个人：
出生在幸福
的星空下。
可能是这样
的。但是，
如果没有才
华和令人难

以置信的表现，是否能够为
自己、为伟大、乃至整个国
家做那么多事情？苏联人民
艺术家、白俄罗斯人民艺术
家、芭蕾舞剧导演瓦伦丁·埃
利扎里耶夫再次引起了关注的
观众：12月，他将芭蕾舞剧《
创世》带回到了大剧院的舞台
上。四年前，这著名的演出从
海报上消失了，但是随着瓦伦

丁·尼古拉耶维奇返回大剧院
担任艺术总监，他的传奇作品
又重新焕发了生命。
《创世》是一部多层次芭蕾
舞。首先，我们看到圣经
的主题——亚当和夏娃的故
事。他们历史的背后是神圣
与魔鬼的永恒斗争。但是除
了圣经的主题外，爱也在舞
台上跳动：时而颤抖，时而
牺牲。另一个是无穷无尽的
抉择，有时可能每一步都具
有不可逆转的后果。在芭蕾
舞的形象中，远近距离战争
的气息非常清晰。的确，自
白俄罗斯芭蕾舞团首演以来
的半个世纪（43年）里，世

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全球
的危险意识并没有与时俱进。
埃利扎里耶夫对在文化环境
中工作的兴趣从未停止。即
使在停工期间，他还在国外
上演了芭蕾舞剧，作为国际
比赛评审团的成员并获得了
奖项，并继续为白俄罗斯国
家音乐学院的年轻芭蕾舞蹈
班做准备。
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出生于
巴库，但他的职业生涯致力
于白俄罗斯。他在26岁时成
为白俄罗斯模范歌剧芭蕾舞
剧院的首席编舞。他创建了
现代的白俄罗斯芭蕾舞，并
领导舞团30年。他通过动作

布拉瓦，伊莱扎里耶夫！

瓦伦丁·埃里扎里耶夫的	
《创世》再次登上大剧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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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对塑形的隐喻和多
样性以及舞蹈、音乐与场景
的微妙互动，形成了一种新
型的芭蕾舞剧。他的第一个
芭蕾舞剧《卡门组曲》成为
了交流和哲学编舞的突破。
芭蕾舞《创世》、《蒂尔恶
作剧》、《斯巴达克》、《
胡桃夹子》、《卡米娜·布
拉纳》、《博莱罗》、《春
之祭》、《激情》和《火烈
鸟》成为白俄罗斯文化生
活中的事件使国家芭蕾舞
达到了欧洲水平。1996年，
瓦伦丁·尼古拉耶维奇因芭
蕾舞《激情》的编舞而被授
予“年度最佳编舞家”的头
衔，并获得国际舞蹈协会颁
发的国际芭蕾舞艺术节奖。
今天，他是国际芭蕾舞比赛
俄、日、乌、美、中及保加
利亚的陪审团成员，也是欧
洲文化委员会成员，与欧
洲、日本、中国和中东的领
先剧院合作的国际斯拉夫学
院和彼得罗夫斯基科学艺术
学院的院士。
埃利扎里耶夫年复一年坚决
地将苏联芭蕾舞的明斯克变
成了一个自由、有创意的城
市。他的表演已经开始向观
众讲述是什么使社会焦躁不
安，以及现代舞的语言。例
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1988）剧中最有力的形象
之一就是“仇恨”。也许这
是那些开始动摇苏联的尖锐
种族冲突的永恒含义和期
待。
“现在，芭蕾舞在掌握新主
题和技术技能方面正在突飞
猛进，”瓦伦丁•埃利扎里
耶夫说：“现代舞者可以做
大约20年前芭蕾舞演员梦魅
以求的事情。在现代世界的
芭蕾舞中，新形式、新技术
和新思想都是爆炸式增长。
而且，所有这些都与著名的
编舞团体和国家剧院无关。
今天他们不说：上演《巨
大》《马林斯基》。他们
说：尤里·格里戈罗维奇芭
蕾舞团、鲍里斯·埃夫曼的
芭蕾舞团， 亚历山大·拉特
曼斯基的、拉杜·波克塔鲁
的……编舞者定义了一切：
成功、兴趣、艺术运动、他
所代表的国家的声誉。”
瓦伦丁•埃利扎里耶夫当然
是一个传奇。但是，无论他
拥有多少个头衔，他都不会
停下来，而是会朝着实现自
己的目标自信地迈进。现
在，在瓦伦丁·尼古拉耶维
奇的直接参与下，许多惊喜
正在准备中，剧院很快将告
诉观众。

维多利亚·阿塞克罗

◆◆◆

白俄罗斯文化日在阿曼举行。

开幕式于3月4日在马斯喀特
皇家歌剧院的音乐艺术之家举
行。观众观看了以丰富的民俗
资料和白俄罗斯历史为基础的
白俄罗斯国家舞蹈团“优良”基
金的演出。文化日活动还包括
展览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品的项
目---“模范与象征：白俄罗斯
装饰品的传承”。展览会将持
续到5月31日。

◆◆◆

在白俄罗斯拍摄的电影《波斯
语》的首映式在柏林国际电影
节上举行。

这部电影像条纽带，是俄罗
斯、德国和白俄罗斯三个国
家的国际合作项目。故事内
容是一个犹太裔比利时人吉
勒斯·克拉梅的故事，他后
来到了一个集中营，假装自
己是波斯人以求生存。这部
电影由编剧伊利亚·索夫和
瓦迪姆·佩雷尔曼执导。这
部电影是根据德国摄影师
沃尔夫冈·卡尔卡瑟斯的故
事《语言的发明》改编而来
的。电影大部分是在白俄罗
斯境内的白俄罗斯电影自然
基地进行拍摄的，两个主要
角色由著名演员拉斯·艾登
格和纳埃尔·佩雷斯·比斯
卡亚特扮演，这部电影的群
众演员是白俄罗斯人。

舞台戏剧《创造世界》中的场景

电影《 波斯语言课》的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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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起源——白俄罗
斯斯米洛维奇镇

请注意，这是Faibish-Shraga 
Tsarfin在白俄罗斯的首次个
人展览。它致力于纪念这位
艺术家诞辰120周年（1899-
1975年）。展览会向观众介绍
了A-100集团公司Tsarfin的作
品，并介绍了作者私人收藏的
画作，讲述了他对艺术和精神
的追求。
Faibish-Shraga Tsarfin于1899
年1月7日出生在明斯克附近的
斯米洛维奇。他从小就开始绘
画。 1900年代，他结识了同
样是斯米洛维奇的Chaim Sou
tine，三十年后，朋友们再次
在巴黎见面。1913年，他跟随
Soutine的足迹，进入维尔纳绘
画学校，一年后，他前往巴勒

斯坦。他在那里的贝扎勒尔艺
术学院学习，在基布兹工作。
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他曾
在英国军队服役，为从奥斯曼
帝国手中解放巴勒斯坦而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Tsarfin
回到贝扎利尔，参加了一些展
览。为了继续他的学业，他前
往柏林，一年后移居巴黎。在
这里，他开始与出版商和时
装公司合作，展出作品。1929
年，Tsarfin结婚，两年后，这对
夫妇获得了法国国籍。
在30年代，Tsarfin积极担任纺
织艺术家。评论家称他为“织
物设计专家”。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过去几年的Faibish-
Shraga Tsarfin几乎所有作品都
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有织物的
草图被奇迹般地保存在许多私
人档案中。在明斯克的展览
中，展示了几个这样的草图。

去年年底的几
个月中，展
览“Shraga	
Tsarfin。通往
光明。”讲述了
巴黎学校画家的
作品，这位画家
是白俄罗斯小镇
斯米洛维奇人，
其中展示了数十
幅有趣的画作。

最白俄罗斯的巴黎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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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期
间，Tsarfin首先在法国军队中
服役，然后复员并参加了抵抗
运动。即使在这个艰难的时
期，他的个人展览也办了三
场。一场在格勒诺布尔，两场
在里昂。那时，Tsarfin开发了
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他的“企
业形象”）：将水粉和油混合
在一起。
1945年，Tsarfin返回巴黎。但
很快，两年后他们搬到了法国
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罗尼-索
布瓦。战后法国的生活非常艰
难，被纳粹破坏和掠夺，但此
时，Tsarfin决定听从他的老朋
友Chaim Soutine的建议，全
心致力于绘画。他的作品越来
越多地带有艺术家强烈的内心
生活烙印，尤其是在他得知父
母在斯米洛维奇贫民窟中去世
后。直到1960年代，他才设法
克服内心的心理危机。他的作
品逐渐开始出现美景，充满了
和平与安宁。
Shraga Tsarfin作品的主要主题
之一是法国的风景，法国成为
他的第二故乡。这位艺术家是
一位出色的调色师，他一直使
用独特的个人调色板，开发了
一种可识别的技术，一直在寻
找新的表达方式。他的作品在
法国的许多博物馆，罗斯柴尔
德男爵和查理·卓别林家族的
收藏中。
Tsarfin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指出
了他的神秘主义和对知识交流
的渴望。他读了很多书，尝试
旅行，结识了新的土地和人。
后来，Shraga Tsarfin病重，于
1975年去世，被安葬在罗尼·
苏·布瓦的墓地。

展览是一种对
才华的感知
“Shraga Tsarfin-通往光明”
展示了该艺术家52幅不同年
份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他的
才华的多样化。两年前他们从

Tsarfin的继承人那里购买了数
量最多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
作品来自A-100集团公司的藏
品，最早是向白俄罗斯公众展
示的。
说明：这是首次向白俄罗斯公
众展示Faybish-Shraga Tsarfin
的独特绘画作品集，他是白
俄罗斯小镇斯米洛维奇人，
他是巴黎学校的杰出画家，而
在国内早已不为人所知。这是
Tsarfin诞辰120周年举办的大
型展览项目。
说明：在明斯克的展览中展出
了作者的50多幅作品。包括三
幅来自国家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画作，其余是来自收藏家的收
藏品。白俄罗斯的一家私人公
司从他的女儿那里购得15幅画
作。
顺便说一句，在明斯克的展览
开幕式上，不仅有艺术史学
家，商业界代表和收藏家参
加，而且还有艺术家的亲戚：
有孩子、孙子和曾孙女。他们
特别是从法国、俄罗斯和以色
列来到开幕日的。
“我们的家人非常感谢白俄
罗斯人对我祖父的工作的态
度。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艺术家的孙子伊夫·杜拉
克说：“对我们家族来说，
重要的是，Tsarfin家族各系亲
属的代表首次在祖父的家乡相
遇——来自俄罗斯，以色列和

法国。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大
的幸福。这是我第三次访问白
俄罗斯，斯米洛维奇是我的故
乡。这次我带着女儿来了。我
的俄罗斯亲戚还带来了他们的
孩子，将给他们介绍他们的故
乡。”
Faybish-Shraga有3个兄弟和2
个姐妹，但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都离开了斯米洛维奇。我
们的家庭遍布世界各地。我们
非常感谢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博
物馆，它使我们大家聚集在一
起。
Shraga Tsarfin的传记仍由艺术
评论家继续探索。在他的画
中，他试图传达他所关注的
精神和哲学问题，虽然他主
要画法国风景。毫不夸张地
说，在本次明斯克本届展览上
展出的画作令人着迷。蓝绿色
调的景观似乎让人身临其境，
观众在法国的田野和山脉中漫
步，在庙宇的拱门下漫步，欣
赏大海。有些作品描绘了乡村
生活，但仍然有生活。织物草
图也很有趣，1930年代Tsarfin
成为纺织行业最成功的设计师
之一并非没有道理。有证据表
明，他在职业初期为可可·香
奈儿完成了一系列素描。
展览还展出了他个人物品：工
作笔记本，调色板和抽屉，全
家福，文件和对Chaim Soutine
的回忆。是的，他从小就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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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艺术家很熟悉，因为他们在
同一个小镇长大并且在巴黎保
持着友好关系。
展览非常多样化。Tsarfin是迷
人、神秘的艺术家。他的作品
有不同的解释。我喜欢法国研
究人员的说法，他们说他的画
意在调和灵魂。确实，他们对
公众有强烈的情感影响。这位
艺术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
们对他很感兴趣，尽管在2012
年，没人知道他。白俄罗斯国
家美术馆首席研究员纳德兹
达·乌索娃说，我们很高兴在
我们的博物馆举行了Tsarfin的
个人展览。
在展览中，组织了艺术史学家
的实地考察和演讲，这有助于
更好地结识巴黎学校一位艺术
家的作品。每天放映佐伊·
科托维奇拍摄的有关Shraga 
Tsarfin的电影。作为展览项目
的一部分，还发行了俄罗斯艺
术家的第一本画册。
Tsarfin在巴黎学校的所有展览
引起白俄罗斯公众的兴趣。该
项目的首席策展人尤里·阿卜
杜拉赫曼诺夫说，他神秘的画
作体现了艺术家经历的漫长而
复杂的精神探索过程，并带领
他的观众沿着这条道路走。
“Shraga Tsarfin，作为一个多
元文化和多民族的人物，是对
世界开放的绝佳体现，我们希
望依靠民族文化遗产在这里和
现在进行推广”，A-100监督
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中心补充
说。Tsarfin出生于白俄罗斯，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
外，因此成为世界公民，因此
他的作品体现了白俄罗斯和外
国艺术之间建立的文化联系。
我们希望我们获得Tsarfin的作
品并将其在白俄罗斯展出，这
将成为发展这些联系的新阶
段。”
如今，各大百科全书中都提到
了白俄罗斯的小镇斯米洛维奇
的著名艺术家Chaim Soutine出
生在这里。几年前，由于博物

馆工作人员的热情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支持，在斯米洛维
奇开设了一个专门针对Soutine
的小型展览。
但 是 另 一 名 斯 米 洛 维 奇
人、 Soutine的朋友 Faybish-
Shraga Tsarfin也是艺术的代
表，被称为“巴黎流派”，但
并没有因此而闻名。直到最
近，在白俄罗斯几乎没人认
识他。幸运的是，得益于Bel
gazprombank的项目，该项目集
合了来自巴黎学校的艺术家，
白俄罗斯人夏加尔，Soutine和
Kikoin的画作又回到了祖国。
当然还有Tsarfin！

传记的不同颜色

Shraga Tsarfin出生于一个富有
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
家制革厂，并且是一位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读过Turgenev和
Tolstoy。Tsarfin一生都怀念在
斯米洛维奇度过的童年。根
据亲朋好友的证词，他可以花
数小时谈论这个地方，周围
的森林，沃尔玛，夏天他水
域中游泳，冬天则在冰冻的
河上滑冰……一旦男孩掉进
冰里，头被撞坏了。幸运的
是，有人救了他。很多年之
后，这位艺术家的头上仍然留
下了巨大的疤痕。
Tsarfin甚至在幼年时就热情地
画画，用画图覆盖了父亲的

办公室书籍。尽管社会地位
不同，但Soutine和Tsarfin的父
亲们的关系是很好的。也许
正因为如此，正在维尔纳艺
术学院学习的Soutine允许小
Shraga观察他的作品。就这样
男孩开始以更大的热情进行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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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已经
被允许画天使雕像来装饰Smi
lovichi的夏季剧院。据说，此
后，Tsarfin的父亲告诉他：“
好吧，像小Soutine一样，努力
成为一名艺术家。”
1913年，Shraga Tsarfin进入维
尔纽斯艺术学院。Tsarfin的后
半生就像一部冒险小说。1914
年，他前往巴勒斯坦，当时巴
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
分。年轻的Shraga在将近两年
的生活中生活在集体农场中：
在田野里，排干沼泽，挨饿并
遭受冷遇。然后，他进入了
耶路撒冷的Bezalel艺术学院。 
1918年，巴勒斯坦进入英国

的保护区。Tsarfin入伍加入英
军。后来，他幽默地回忆说，
这使他没有饿死，在过去的两
年中，他一直在吃无花果。
1920年9月，Tsarfin复员。他
没有停止绘画。从军队返回
后，他几乎立即参加了由耶路
撒冷新当局组织的展览：批评
者注意到他的画作。在耶路撒
冷，这位年轻艺术家有许多朋
友，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以色
列的主要政治人物或著名艺术
家。1923年，Tsarfin决定前往
德国接受著名的马克斯·利
伯曼的绘画课程时，他们说服
了Tsarfin留下。但是，他仍然
前往欧洲——首先去柏林，在
那里他参加了柏林Sezession展
览，然后去了巴黎。在世界艺
术之都，他与艺术家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近，其中许多人来自
俄罗斯。根据Tsarfin的说法，
这时他知道他还有很多东西
要学。Shraga摧毁了他的大部
分早期作品，并孜孜不倦地
参观了博物馆，美术馆和展
览馆。在蒙马特，他会见了
Soutine。Soutine只是痴迷于
绘画，但是却生活在贫困之
中，Tsarfin决定工作，以避免
这种命运。两个同胞的道路再
次分叉。
一直以来， Tsarf in都不会
忘记绘画。他试图参加展

览。Tsarfin于19 3 0年代应
家人的要求在巴黎搜寻了
Soutine（“Tsarfin的父母写
给Tsarfin说：“我们没有关于
Soutine的任何信息”）。他们
大力鼓励Tsarfin绘画并给他提
供了宝贵的建议。根据Tsarfin
的女儿莉莲的回忆录，Soutine
经常去他们的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Tsarfin被征召入伍。由于
害怕纳粹镇压，他的妻子和小
女儿步行到法国南部。但是，
维希政权很快就与希特勒签署
了一项停火协议，并将法国分
为两个地区。法国军队解散。
复员的Tsarfin设法追查他的家
人。他们在一起时先躲在布里
夫市，然后再躲在里昂。巴黎
第14街区Rue房屋（Tsarfin住
过的地方）的所有者，想要霸
占Tsarfin的作品。整个档案，
以及1940年之前创作的Tsarfin
的所有财产和绘画，都消失的
无影无踪。根据Tsarfin本人的
说法，他约300件作品被存放
在公寓里——绘画，水彩画，
素描。此外，Tsarfin还收藏了
一些艺术家朋友（可能是Sou
tine）的作品。
对犹太人的迫害迫使Tsarfin搬
到格勒诺布尔附近。然而，即
使在这个时候，Tsarfin还是设
法展出：1941年11月在格勒诺
布尔的巴黎圣母院，1942年3
月在里昂的“艺术家庇护所”
和同年7月在里昂的“民间传
说”画廊展出。这时，他对水
粉做了很多实验，经常将其与
油混合。他的画变得越来越自
信，同时也更加令人震惊，更
具表现力。
Tsarfin在格勒诺布尔的小公
寓是抵抗军的攻击的范围之
一，当危险增加时，Tsarfin便
搬到一个高山小村庄，在那里
他们很快成为当地农民的朋
友。他继续努力创作。1945
年，Tsarfin向公众展示了战时
创作的个人作品。然后，这对

艺术家用水粉和油画获得了惊人的绘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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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修道
院，回到巴黎。
但是，他们失去了住房和所有
财产，几乎无法维持生计。幸
运的是，来自美国的亲戚们在
金钱上提供了帮助，而其他艺
术家与Tsarfin分享了绘画和画
布。饱受战争的法国几乎没有
作品，但是这位画家并没有感
到绝望，而是继续创作。与此
同时，他几乎停止了展出。公
众逐渐忘记了他。他的女儿莉
莲说，Tsarfin非常不愿意放弃他
的作品，只将其卖给了一个非
常狭窄的收藏家圈子。有时，
甚至连面包都买不起，他的妻
子偷偷带走了一两幅画作出
售。这些作品的命运今天仍然
未知。

带有音乐性的
震撼的画作

在1950年代，Tsarfin经常在诺
曼底出现，尤其是在翁弗勒
尔镇，他的几幅画作，许多素
描作品都集中在此。正是在这
个时候，Tsarfin创造了许多作
品，献给巴黎周围的教堂。评
论家们评价这些作品，认为其
中“Tsarfin发现了迄今未知的
颜色和阴影。他上升到了艺术
的高度。”
当时，Tsarfin正与巴黎学派的
一些艺术家接触——与阿伯
丹，安切尔，普雷斯曼，加
芬克尔一起，并认识了同胞
Kikoyin和Kremen。
自1950年代下半年以来，对
Tsarfin绘画的兴趣一直在不断
增长。 1954年11月，法国美
术与文学总局为国家博物馆
购买了Tsarfin的其中一幅景观
图。当时在索邦大学任教的著
名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埃蒂
安·苏尔将他的大学演讲之一
献给Tsarfin，并写了几篇有关
他的文章，称他的作品为“现
代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艺

术评论家伊曼纽尔·里这样写
道：“Tsarfin让我想起了伟大
的俄罗斯诗人F. Tyutchev，对
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外界只是
短暂的画面，只是短暂地从混
乱中出现，并立即消失。”
1958年，在巴黎“知识分子之
家”的一次展览中，向公众展
示了大约30份Tsarfin的作品。
许多法国著名收藏家购买了
它们。如今，保罗·兰皮诺
的藏品中包含着最大的Tsarfin
绘画和水粉画收藏-大约90件
作品！Rampeno注意到Shraga 
Tsarfin作品的一些特殊的音乐
性：“在Tsarfin的绘画中，当
我们聆听巴赫音乐时，会感到
震撼。”
2012年，Tsarfin的孙子伊夫·
杜拉克访问了白俄罗斯。据
他说，他很高兴参观祖父的
故乡，尤其是斯米洛维奇。
伊夫·杜拉克在白俄罗斯国
家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白俄罗
斯巴黎学校的艺术家”展览开
幕式上，捐赠了一份礼物给博
物馆-Shraga Tsarfin的两幅画
布，现在可以在博物馆的收藏
品中看到。

战争背景下的肖像

大衣、帽子、嘴唇角处微妙的
微笑。在这些照片中，Tsarfin
像是假的法国人，是从明斯克
附近斯米洛维奇镇外出的人。

他快去世时，想起了父亲的房
子，伏尔穆河和赤脚的童年，
并用白俄罗斯语演唱了长长的
民歌。
Tsarfin是从未为艺术而放弃世
俗事务的那些创作者之一。例
如，他设法两次参军。他年轻
时曾在英国任职，1939年在法
国任职。令人惊讶的是，这丝
毫不妨碍创造力：艺术家总是
无处不在地创作。后来，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制作的
画册被法国政府收购。
Tsarfin在纳粹占领期间躲藏时
并没有放弃画布和油，他的公
寓成为法国抵抗军的攻击对象
之一。的确， Tsarfin的个人展
分别于1941年，1942年和1944
年在法国不同城市成功举行。
正是在战争年代，评论家们才
看出他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
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媒体热
情地写道：“……风景，花朵
和人物……被一种抒情的冲动
所改变，这种冲动实际上使它
们脱离了自然，将它们带入了
虚幻的世界，严峻而凶猛。在
这个世界上，物体的轮廓变成
蔓藤花纹，而油则成为由于巧
妙而熟练的炼金术而产生的某
种物质。”

水粉不会被油破坏

Tsarfin画得很快。明亮的迷人
画布实际上是在一个早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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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这需要进行长
期的准备工作。起初，他
拍摄了启发他的地方。然
后他做了许多小草图。只
有在那之后，他才开始从
事“清洁”工作。他起得
很早，擦了镶木地板，然
后倒了茶并开始工作。顺
便说一下，并非总是用刷
子——经常用手画。
Tsarfin绘画的独特之处在
于色彩的混合。他的个人
发现是油和水粉的结合。
因此，画布上的颜色具有特殊
的深度，甚至评论家经常注意
到的光彩。
“在旅行中，他去了所有教
堂。所有宗教对他都有好处。
寺庙给他带来和谐与欢乐，尤
其是在有器官的情况下。我父
亲非常喜欢巴赫的音乐。他需
要伴奏才能绘画”，画家的女
儿莉莲分享了她的回忆。

去找邻居毕加索

Soutine多年来将是Tsarfin的引
路人。接下来，Shraga将前往
维尔纳，然后前往巴黎。但
是，他们的创作道路将完全
不同。Chaim将仍然是一个无
法识别的天才，他将作为织
物草图的作者而赢得名声和
金钱。在1930年代，巴黎最
好的时装屋子耐心地等待着
与他合作。
“不能说那些年，Tsarfin浪费
了他的才华”，1905-1939年
的巴黎画派专家纳丁·内沙
弗说：“他的所作所为对未来
的绘画产生了影响。看他的画
时，好像是套印了。颜色照在
他们身上。”
这位画家似乎已经达到了梦
想的极限：心爱的妻子和宝
贝女儿，丰厚的收入，在当
时时尚的巴黎第14区的蒙索
里公园的绝佳公寓。在邻居
中有毕加索，大理和海明威。
但是包含了法国首都的整个创

意色彩的位置上的嘈杂的夜晚
派对，对于害羞的Tsarfin来说
却格格不入。只有儿时的朋友
Chaim Soutine知道，想获得完
全的幸福，还差一件事——绘
画。当他们在1936年再次见面
时，这位同胞回忆起这位画
家的目标，并建议他从头开
始。Shraga接受了这位朋友的
话：它辞去了自己所有的工
作。
侧边栏（如果有空间）：大
衣、帽子、嘴唇角处微妙的
微笑。在这些照片中，Tsarfin
像是假的法国人，是从明斯克
附近斯米洛维奇镇外出的人。
他快去世时，想起了父亲的房
子，伏尔穆河和赤脚的童年，
并用白俄罗斯语演唱了长长的
民歌。

电影中揭示了
神秘的Tsarfin

当然，这是关于佐伊·科托维
奇和尤里·阿卜杜拉赫玛诺夫
拍摄的电影《来自斯米洛维奇
的流星》。
如果有关夏加尔的电影通常是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那么关
于Tsarfin的故事就是纪录片的
形式。一口气观看了这部电
影，并展示了作者在为期两年
的法国、匈牙利、立陶宛、以
色列、白俄罗斯的拍摄之旅中
收集的独特事实。

电影值得一看，以便熟悉
Tsarfin的工作，大多数艺
术家的画作都保存在私人
收藏中。Tsarfin的一个朋友
住在匈牙利，收集了他的
作品，但是要拍摄它们并
不容易。电影制片人同意
他的拍摄条件，即拍摄必
须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进
行，并且不得触及画作。
因此，进入胶片的冬季风
景，花束和人物形象确实
是整个欧洲的黄金。在其

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它们。
电影有很多好的剧情。他们写
了有关Tsarfin的文章，他“发
现了未知的颜色和阴影”，“
成为艺术界的真实现象”。
瑞士医生用他的风景画作治
愈了神经症和抑郁症。收藏
家说，Tsarfin的作品带有音乐
性，这使他与巴赫持平。显
然，这不仅是才能，而且是来
之不易的创造力，只有一种才
能发挥作用。十几岁时，他飞
出了父母的巢穴，多年后定居
巴黎。经历了两次大战。父母
死于斯米洛维奇贫民窟。在战
争期间，他本人继续绘画，躲
避纳粹，参加展览。
电影中有家庭纪事的独特画
面。Shraga的录音，他会用俄
语和白俄罗斯语朗诵诗歌并演
唱摇篮曲。尽管他热爱自己的
村庄并且经常谈论这个问题，
但他再也没有去过斯米洛维
奇。Tsarfin写信回忆Soutine。
他是唯一描述父亲和兄弟的
人。根据他的回忆录，来自
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人员于
2015年参加了Sutin Readings会
议，他们能够找到艺术家房屋
的确切位置。Tsarfin是一个了
不起的人物，令人惊讶的是他
的名字才刚刚开始流行。
他就是最白俄罗斯的巴黎艺
术家。时间把一切摆在原
处。Tsarfin的所在地——白俄
罗斯。

维尼阿明·米赫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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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厂播放了《
布特拉姆.勒德尼克历险记》
的预告片，该片是根据柳德米
拉·鲁布列夫斯卡娅的小说拍
摄的。这是部罕见的仅涉及白
俄罗斯国内艺术家的电影项目
之一。
电影制片厂的总导演是弗拉基
米尔·卡拉切夫斯基，同时也
是该项目的总制作人，他将带
有历史性质的冒险电影称为“
白俄罗斯中尉”。导演是亚历
山大·阿尼西莫夫。
电影讲述了白俄罗斯绅士和
他朋友们的冒险经历。也是
继“阿娜斯达斯.斯鲁茨克”
之后，以历史为主题的，由白
俄制作的唯一一部具有历史色
彩的科幻电影。
— 柳德米拉·鲁布列夫斯卡娅
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首先
是，证明我写的白俄罗斯历史
和白俄罗斯英雄是来自于白俄罗
斯的原型。老实说，我真的不敢
相信这个项目会实现。但是，当
我亲眼看到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场
的大师制做出来了我构想的“莱
昂纳多·达·芬奇蒸汽机”时，
我才相信了。作为作者，对我而
言，最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人开
始在百科全书中寻找有关主角的
信息。随后他们问我：“柳德米

拉夫人，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
布特拉姆.勒德尼克更详细的信
息？”让我感到尴尬的是让他
们失望了。顺便说一下，在影片
中，我们还拍摄了著名的波洛茨
克图书馆。巴茨拉夫.拉斯托夫
斯科曾在他的作品“迷宫”中描
述过。在电影中，您还会看到我
们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查里科
维奇令人惊叹的非凡表现。
拍摄时导演几乎完全放弃了使
用计算机模型。然而，画面却
显得明亮而动感。电影的拍摄
地点主要在明斯克和鲍勃鲁伊
克的利达，涅斯维日和米尔城
堡。
—电影拍摄了将近一年。亚历
山大·阿尼西莫夫说，我们进

行了多次更改，我们通常在晚
上拍摄。-我们沿着涅斯维日
和米尔城堡的走廊走着，听
着，闻着。试图感受并想象着
我们旁边正在发生一些神秘的
事情。作品的进展并不容易，
但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因
此，我认为我们能够拍出一部
有趣的电影。
以下演员出演了此部电影：伊
万·特拉斯、格奥尔基·佩特
连科、维罗妮卡·普列什维
奇、谢尔盖·尤里维奇、维亚
切斯拉夫·帕夫柳特、埃夫根
尼亚·阿尼基、维克托·马纳
夫、谢尔盖·萨文科夫、康斯
坦丁·米哈连科。

维多利亚·阿塞罗

期待已	
久的首映

在明斯克放映的影片中，上映了改编自柳德米
拉·鲁布列夫斯卡娅所著的电影《布特拉姆.勒德
尼克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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