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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од най сва ёй шко ле пры свя ціў

ма на гра фію мін скі на ву ко вец

Ана толь Тра фім чык, які ро дам

з Ган ца віц ка га ра ё на. “Пер шы

сшы так” гіс то рыі Кру го віц кай

шко лы па ба чыў свет у зна ка вым

мас коў скім вы да вец тве “На ука”,

і за ду ма на кні га шмат том наю.

Та кое да сле да ван не —

уні каль нае для Бе ла ру сі.

Зямлякдаземляказвычайнацягнец‑

ца,хіліцца.Чамутак?Бо,пэўнаж,нешта

невымоўнаетакіхлюдзейродніцьізблі‑

жае.Восьізпісьменнікам,аранейжур‑

налістамВіктарамГардзеем,якіродамз

МалыхКруговічаў,склалісяўнасдавер‑

лівыястасункі—празтоезямляцтва,хай

сабей“апасродкаванае”.Адкаляжанкі,

доўгічасгалоўнайрэдактаркі“Ляхавіц‑

кагавесніка”ВольгіБарадзінойяведаў,

штоў60‑я,каліраёнкаяшчэназывалася

“Будаўніккамунізму”,творцаўёйпапра‑

цаваў. Яно й зразумела: наш Ляхавіцкі

раён з Ганцавіцкім яго— суседзяць ва

ўсходняй частцы Брэстчыны, на мяжы

зМіншчынай.Ахацеласяж,пэўна,ма‑

ладомужурналіступрацавацькалінеў

Ганцавічах,тобліжэйдароднагакута.

Гадоў сем тамуВіктарКанстанціна‑

вічпрацаваўяшчэўтыднёвіку“Літара‑

тураімастацтва”,уаддзелепаэзіі.Тады

й пазнаёміліся. Ён рыхтаваў да друку

маевершы,даваўмудрыяпарады.Часад

часугутарыліз імпрародныямнемяс‑

ціны,уякіх і самёнбываў:Жарабкові‑

чы, Зарытава, Гулічы, Яцкаўшчына… З

удзячнасцюатрымаўяўдарадземляказ

аўтографаміягонуюкнігупаэзіі“Мудры

воран”,атаксамайраман“Беднабасота”

(2004). Які, дарэчы, можна лічыць паэ‑

майупрозе:настолькіжываямоватвора,

ітакаб’ёмна,зглыбокімпаэтычнымгус‑

тамвыпісанывобразы.Атэматычнатвор

перагукваеццазтрылогіяй“Людзінаба‑

лоце”ІванаМележа.Восьбыіхвывучаць

ушколе—узвязку!Скажам,нафакуль‑

татыве “Літаратурнае радзімазнаўства”.

Звяртаючыўвагувучняўнанепаўторныя

дэталі сялянскага жыцця, побыту, звы‑

чаяўхоцьіўпалескіх,алежрозныхрэ‑

гіёнах Бацькаўшчыны. Дзеянне рамана

ВіктараГардзеяадбываеццаўКругавічах

(такутворы)дыіхваколіцах,утворыпа‑

казанажыццёўзаходнепалескайглыбін‑

цыўпершыягадыпасляправядзеннятам

сталінскайкалектывізацыі.

Такштонаватігрунтоўныраманпра

Круговічыўжоёсць!АўМалыхКругові‑

чахда50‑годдзяпісьменніка(1996)імем

ВіктараГардзеяназвалівуліцу,наякойён

нарадзіўсяйжыў.➔
 Стар. 8

Ад вёс кі Са ха раў кі 

да ста ні цы Вё шан скай 

Столькі жыццяў аддадзе‑

на ў імя Перамогі! Мільёнамі

абрываліся ў часе ваеннага лі‑

халецця лёсы людскія, іншыя

ж— абпальваліся, гартаваліся

ў жудасным агні. Лёс кожна‑

газнасуецца‑пульсуедапары

да часу ніткай тонкаю. Дарэ‑

чы, у антычнай міфалогіі ёсць

трыбагіні‑Паркі,якіяпрадуць,

наматваюць і абразаюць ніткі

лёсаў. У славян багіня Макаш

трымае ў руках плынь часу й

лёсылюдзей,апякуеццажанчы‑

намідыіхрамёствамі(ткацтва,

прадзенне, вышыванне). З ад‑

ныхкрыніцкультурвытокі.

Непарыўна пераплецены ў

гісторыі Вялікай Перамогі лё‑

сы прадстаўнікоў розных на‑

родаў: нібы тонкія ніткі ў ве‑

лічным палатне. Тое дзівоснае

перапляценне знайшлося і ў

літаратурнайасновекінафільма

СяргеяБандарчука“Лёсчалаве‑

ка”.Памятаецегалоўнагагероя?

ШкольнікіпаўсімСавецкімСа‑

юзеўсачыненняхпарускайлі‑

таратурыпісаліпрыкладнатак:

“АндрейСоколов—одинизтех

многих, которые сражались

застрану,нежалеясвоейжизни.

Внемвоплотилсявесьдухрус‑

скогонарода—стойкого,силь‑

ного, непобедимого”. Ды мала

хто ведае, што лётчык‑беларус

РыгорДольнікаўстаўгалоўным

прататыпамдляпісьменнікаМі‑

хаіла Шолахава пры тварэнні

вобраза.Гэтажнашзямлякна‑

зываўсябеАндрэемСакаловым

уфашысцкім палоне! І быў ён

зМагілёўшчыны, з вёскіСаха‑

раўкіГорацкагараёна.Уінтэр‑

нэце чытаем: нарадзіўся 8 мая

1923 года, сям’я перабралася ў

Беларусьу1919‑мзПетраграда,

дзеранейбацька,УсцінСавель‑

евіч Дольнікаў, працаваў рабо‑

чым на Пуцілаўскім заводзе.

Рускі?Алечагоз’яджацьчала‑

векузПіцераўнашуглыбінку?

Хіба што вярнуўся да родных

каранёў. А Грышка яго, перш

чым стаць Героем Савецкага

Саюза (званне атрымаў толь‑

кі ў 1978‑м) і генералам, зала‑

тойніццюўваткаццаўгісторыі

Перамогі, быў чыгуначнікам:

працаваў наМінскім вагонара‑

монтнымзаводзеімяМяснікова.

Закончыўбезадрывуадвытвор‑

часціМінскіаэраклуб…

Тыя“чыгуначныя”радкізбія‑

графіі Героя згадаліся мне, калі

нядаўнаўчасеінтэрв’юдаведаў‑

ся:ПасолРасііўБеларусіДзміт‑

рыйМезенцаў,якіродамзПіцера,

папершайадукацыі—чыгунач‑

нік.Маціягоў30‑ягадыжылаў

Мінску:працавацьнаБеларускай

чыгунцыпрыехаўзсям’ёйбаць‑

ка яе, Міхаіл Цярэнцьевіч Жу‑

раўскі, закончыўшы Маскоўскі

інстытут інжынераў транспарту.

(АшляхецкіродЖураўскіх,дарэ‑

чы,пашыраныбыўіўБеларусі.)

Да таго ж бацька Пасла, Фёдар

Мезенцаў, быў у вайну й чыгу‑

начнікам, і ваенным журналіс‑

там.Вялікае інтэрв’ю“Дмитрий

Мезенцев,сынфронтовика”зме‑

шчанаўмайскімнумарычасопі‑

са“Беларусь.Belarus”,ёсцьіўін‑

тэрнэце:напарталеВыдавецкага

дома“Звязда”.Утымжанумары

пададзены й грунтоўны тэкст

“Агульная памяць агульнай Пе‑

рамогі”КірылаЛадуцькі—пра

ўнікальную
кнігу‑фотаальбом

“Рарытэты ваенна‑гістарычных

музеяўБеларусідыРасіі”.

Са мы пер шы эк зэмп ляр 

Мыпісаліўжо,што8маяз

удзелам Прэзідэнта Беларусі ў

мінскімХраме‑помнікуўгонар

УсіхСвятыхпрайшлацырымо‑

нія закладкі капсул з зямлёй з

месцаў вайсковай славы, маса‑

выхпахаванняўахвяраўвайны

(“АднанаўсіхЗямляіПерамо‑

га”—ГР,15.05.2020).Гэтабыў

заключныэтапміжнароднайак‑

цыіпамяці “Наславуагульнай

Перамогі!”.Уходзецырымоніі,

ужонасонечнайпляцоўцыпры

храме Дзмітрый Мезенцаў пе‑

радаў Аляксандру Лукашэнку

кнігу‑фотаальбом, выдадзеную

да75‑годдзяВялікайПерамог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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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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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ы ў сэр цах 
нашых, 

Бе ла русь!Стар. 6

Жы ро ві цы: 

сі ла, сла ва, 

пры га жосцьСтар. 3

БЕ
ЛТА

Раў ня ец ца па рад 

на ве тэ ра наўСтар. 5

ТРОХГОДДЗЕ МАЛОЙ РАДЗІМЫ

СВЕ ТА ПО ГЛЯД

ВЕСТКІБе лА ЭСрых ту ец ца да стар ту

У Астравецкім раёне 

Гродзеншчыны, дзе 

збудавана Беларуская 

атамная электрастанцыя, 

прынята ядзернае паліва 

для першага энергаблока 

На тэрыторыі Беларусі ўжо

быў атамны рэактар: у пасёлку

Сосны пад Мінскам. У 1983‑м

у Рудзенску пачалі ўзводзіць

Мінскую АТЭЦ. Пасля Чар‑

нобыля пра АЭС у Беларусі

й не загаворвалі. Але з часам

стала зразумелым: без сучас‑

ных тэхналогій у энергазабес‑

пячэнні краіны — ніяк. Дый

ядзерныятэхналогіітымчасам,

сцвярджаюцьспецыялісты,ста‑

лі больш бяспечнымі. Напры‑

канцы2011‑га за18кіламетраў

адАстраўца пачаліся земляныя

работынамесцыбудучайАЭС.

Выбралібеларусырасійскіпра‑

ектАЭС‑2006(праектпакалення

3+)зрэактараміВВЭР‑1200,су‑

марнаямагутнасцьіх2400МВт.

Запуск першага энергабло‑

ка запланаваныналіпеньгэта‑

га года, другога— на 2021‑ы.

А 25 мая стала вядома: на Бе‑

ларускайАЭС завершаны этап

уваходнага кантролю ядзерна‑

га паліва (цеплавыдзяляльных

зборак (ЦВЗ) для пачатковай

загрузкі ў рэактар энергаблока

№1.Зпрэс‑рэліза,дасланагаў

рэдакцыю з упраўлення каму‑

нікацый інжынірынгавага ды‑

візіёна Дзяржкарпарацыі “Рос‑

атом”,вынікае,штодапачатку

загрузкіўрэактарусеЦВЗбу‑

дуць знаходзіцца ў сховішчы

свежагаядзернагапаліва.ІванІванаў

На пя рэ дад ні Дня Пе ра мо гі Па сол Ра сі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Дзміт рый Ме зен цаў ура чыс та пе ра даў Аляк санд ру 

Лу ка шэн ку пер шы эк зэмп ляр кні гі-фо та аль бо ма “Ра ры тэ ты ва ен на-гіс та рыч ных му зе яў Бе ла ру сі ды Ра сі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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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іктар Гардзей у Ганцавічах. 2016 г.

ТРОХГОДДЗЕ МАЛОЙ РАДЗІМЫ

ТРОХГОДДЗЕ МАЛОЙ РАДЗІМЫ

З Вя лі кіх Кру го ві чаў — у вя лі кі свет

Лё сы-ніт кі ў па лат не Пе ра мо гі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прымае кнігу ад Дзмітрыя Мезенцава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анядзелак, 15 чэрвеня, 2020

У сі ла вым по лі ста ра жыт на га 
На ва град ка на бі раў ся мо цы 
ста ра жыт ны род, які даў све ту 
вя лі ка га хі рур га Ва лян ці на 
Вой ну-Яся нец ка га. Ён жа, 
не па кі да ю чы хі рур гіч най прак ты кі, 
у са вец кія 30-я стаў свя та ром, 
з 1946 го да вя до мы ў пра ва слаў ным 
све це як ар хі епіс кап 
Сім фе ро паль скі й Крым скі Лу ка. 
У 2000-м го дзе пра слаў ле ны 
як свя ты.

У не ка то рых па пя рэд ніх пуб лі ка цыях 
у “ГР” мы згад ва лі, што пра фе сар ме ды
цы ны, вя до мы хі рург Ва лян цін Вой на
Яся нец кі (1877–1961) меў ро да выя ка ра
н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З ма тэ ры я лаў, зме шча ных 
у ін тэр нэ це, вы ма лёў ва ец ца кан крэ ты ка. 
У пры ват нас ці, пра зна ка вае для ро ду 
мес ца Яся нец, што ця пер — у Ба ра на
віц кім ра ё не, не па да лёк ад Га ра дзі шча. 
Вя до мае, да рэ чы, сва і мі кры ні ца мі. За
ад но па спра бу ем ра за брац ца: ча му сам 
бу ду чы свя ты пра свой ра да вод га ва рыў 
вель мі ма ла.

Асаб лі ва каш тоў ны для рос  шу
каў тэкст Н. П. Ма гер “История ро да 
ЯсенецкихВой но, пред ков святителя 
Луки” httрs://svrt.ru/lіb/sаvеl2014/mаgеr.
рdf. Маск віч ка На тал ля Пят роў на — 
края знаў цада след чы ца, ува хо дзіць у 
“Общество ревнителей Пра вос лав ной 
куль ту ры”. З яе да сле да ван ня вы ні кае, 

што “свя ты ар хі епіс кап і хі рург па па
хо джан ні быў бе ла ру сам, а яго прод кі, 
шлях ці чы Вой наЯся нец кія, жы лі на 
зям лі Вя лі ка га Княст ва Лі тоў ска га не 
ад но ста год дзе”. Да рэ чы,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 га 
ге роя Чор на га Вой ну — як удзель ні ка 
паў стан ня 1831 го да — мы су стра ка ем у 
ра ма не Ула дзі мі ра Ка рат ке ві ча “Ка ла сы 
пад сяр пом тва ім”.

Ча му ма ла хто пра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ка ра
ні ро ду Вой наЯся нец кіх ве дае? Бо за 
са вец кім ча сам шля хец кае па хо джан не 
Ва лян ці на Фе лік са ві ча маг ло стаць 
пад ста вай для рэ прэ сій, та му пад ля га
ла ўтой ван ню. Да след чы ца пі ша: “Пы
тан не пра яго са цы яль нае па хо джан не 
за да ва ла ся ўла ды ку Лу ку не ад на ра зо ва. 
Адзі нац цаць га доў арыш таў ды вы сы
лак — цяж ка і ўя віць, якім зне ва жэн ням 
пад вяр га ла са вец кая ўла да гэ та га цярп
лі ва га й сціп ла га ча ла ве ка: свя та ра, ін

тэ лі ген та, два ра ні на. “Па коль кі згад ка 
пра маё два ран скае па хо джан не на дае 
не спры яль ную афар боў ку ма ёй асо бе, то 
я па ві нен рас тлу ма чыць, што баць ка мой, 
два ра нін, у юнац тве жыў у кур ной ха це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вёс кі ды ха дзіў у лап цях. 
➔ Стар. 5

Пра венг раў, ма дзя раў (та кі 
са ма на зоў у на ро да) на Бе ла ру сі 
ве да юць даў нымдаў но. І смач
ныя слі вы вен гер кі рас туць у 
на шых са дах, пэў на, з ча соў, ка
лі на ча ле ста ра жыт най дзяр жа
вы, Вя лі ка га Княст ва Лі тоў ска
га, ста яў венгр Bathory Іstvan. 
Які за стаў ся ў гіс то рыі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як вя лі кі князь Стэ́фан 
Ба то́рый. Ці ка вая дэ таль з яго
най бія гра фіі: у ча се служ бы ў 
ка ра ля Чэ хіі ды Венг рыі Фер ды
нан да Габс бур га (не дзе ў 1560я 
га ды) ра зам з ім быў у Іта ліі, 
ву чыў ся ў Па ду ан скім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Да яко га й наш Фран цыск 
Ска ры на меў да чы нен не. А лёс 
ка ра леў ска га служ кі з вен гер
ска га ро ду Ба то ры яў склаў ся 
так, што й сам ён сеў на трон: 
ка ра на ва ны быў, сцвяр джа юць 
гіс то ры кі, спа чат ку як ка роль 
поль скі, а ў хут кім ча се і як 
вя лі кі князь лі тоў скі (чэр вень 
1576га). Ме на ві та пры Ба то рыі 
кож ны трэ ці сойм пра хо дзіў у 
Га род ні (ця пер Грод на), і рэ зі
дэн цыю сваю Стэ фан Ба то рый 
тры маў там, у Ста рым за мку. 
Да рэ чы, ця пер ідзе яго вя лі кая 
рэ кан струк цыя, з ары ен та цы яй 
на ад крыц цё му зея. І, мо жа, з 
ча сам і ў тым зна ка вым мес цы 
змо гуць пра хо дзіць су стрэ чы, 
пе ра мо вы кі раў ні коў Бе ла ру сі 
ды Венг рыі. Каб пад крэс ліць 
пе ра ем насць даў ніх тра ды цый 
сяб роў ства.

І яшчэ ад ну важ ную ака ліч
насць вар та зга даць. У пуб лі
ка цыі пра фе са ра Ада ма Маль
дзі са (“На шы ка ра ні” — ГР, 
28.02.2008) чы та ем: “І вось 
пры хо дзіць но вая, сен са цый ная 
для мя не і, не су мнен на, для чы
та чоў “Го ла су Ра дзі мы” вест ка: 
сён няш няя наз ва на шай кра і ны 
“па ста ле ла” яшчэ, па мен шай 
ме ры, на паў ста год дзя! У рэ дак
цыю з вен гер ска га го ра да Ні
рэдзь га за прый шла бан дэ роль 
з “Ву гор скабе ла рус кім слоў ні

кам”, толь кі што вы да дзе ным 
ва ўні вер сі тэц кім ася род ку. 
“Прад мо ва” да яго (спа чат ку на 
вен гер скай, по тым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е) па чы на ец ца са сцвяр
джэн ня: “Ву гор ска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куль тур ныя су вя зі бя руць свой 
па ча так у Ся рэд ня веч чы, пры 
тым пер шая фік са цыя тэр мі
на “бе ла рус” на ла цін скай мо
ве звя за на з ка ра на ван нем у 
1217 го дзе ў Га лі цыі ка ра ля 
Каль ма на, сы на ву гор ска га ка
ра ля Анд ра ша ІІ. Каль ман атры

маў ты тул “ка ра ля бе ла ру саў” 
(Rex Ruthenorum Alborum)”. 
Пры га да ем, што та ды, на па
чат ку ХІ ІІ ста год дзя, Га лі цыі (з 
цэнт рам у Льво ве) пад па рад коў
ва ла ся й част ка за хоп ле ных ёю 
ця пе раш ніх за ход не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зя мель — аж пад На ва гра дак”. 
Вя до ма ж, ні як не вы ні кае з гэ
та га, што ка ра ні бе ла ру саў — з 
Венг рыі. За га ло вак у тэкс та быў 
ін шым. Ад нак на чаль ства та ды 
па лі чы ла, што так бу дзе лепш. 
➔ Стар. 2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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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ы пы ніц ца  
ды  

агле дзец ца

Стар. 8

Свя точ ныя 
пры ві тан ні 
ад кра і ны- 

пар ты зан кі
Стар. 3

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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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ларускі 
з Іарданіі

Стар. 7

беЛарУСКі мацЯрыК

У гоС ці да НаС ВеСтКі
Не прос та кні гі: 
пом ні кі
Выдзелены дзяржаўныя 
сродкі для закупкі 
ўнікальных кніжных 
помнікаў, якія папоўняць 
фонды Нацыянальнай 
бібліятэкі беларусі

Нам пра тое па ве да міў на
мес нік ды рэк та ра НББ Алесь 
Су ша. “Са ве та фон ду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Бе ла ру сі па пад трым цы 
куль ту ры й мас тац тва пры няў 
ра шэн не, згод на з якім Мін куль
ту ры ў 2020 го дзе са срод каў 
фон ду бу дзе вы дзе ле на больш 
за 3 млн руб лёў, — удак лад ніў 
Алесь Аляк санд ра віч. — Гро
шы пой дуць на роз ныя па трэ бы, 
звя за ныя з за ха ван нем і вяр тан
нем куль тур най спад чы ны кра і
ны. Ся род мэ таў — па паў нен не 
фон да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біб лі я тэ
кі комп лек сам ру ка піс ных і дру
ка ва ных кніж ных пом ні каў”.

Як доб рыя га тун кі ві на, так 
з га да мі й доб рыя кні гі рас туць 
у ца не. Га вор ка ж, ка жа Алесь Су
ша, пра вель мі да ра гія ды асаб лі
ва каш тоў ныя асоб ні кі. Тра пяць 
у НББ ад но з пры жыц цё вых вы
дан няў Мя ле ція Смат рыц ка га, 
каш тоў ны ру ка піс та та р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 ха ма іл, пі са ны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поль скай мо ве араб скі
мі лі та ра мі. Біб лі я тэ ка атры мае 
комп лекс ар хіў ных да ку мен таў з 
роз ных рэ гі ё н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пры ві
лей ды гра ма ту ка ра лёў поль скіх 
і вя лі кіх кня зёў лі тоў скіх — Жы
гі мон та Ва зы й Ула дзі сла ва ІV.

Уні каль ныя да ку мен ты мы 
ўба чым у Му зеі кні гі НББ — як 
свед чан не ду хоў най мо цы Ай
чы ны, як знак ша на ван ня ба га
тай на шай гіс то рыі.

РыгорГарэшка

Прэ зі дэнт Бе ла ру сі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на па чат ку чэр ве ня ў Па ла цы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і  
су стра каў аў та ры тэт на га вен гер ска га і еў ра пей ска га па лі ты ка, Прэм’ ер-мі ніст ра Венг рыі

Крыніца ёсць пры Ясянцы

Зна ка вы ві зіт Вік та ра Ор ба на

За паваротам — Ясянец

У мінскім Палацы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сустрэліся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і Віктар Орба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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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让他们的孩子开心

38	真实维度中的未来形象
去年，白俄罗斯三个城市 
（新格鲁德克、新波洛茨克
和波洛茨克）的地方议会代
表首次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前
景，批准了绿色城市发展计
划。这些文件是由工作组制
定的，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和
开发计划署绿色城市项目专
家、地方城市行政管理专家
以及公众参与了工作

43	便利设施促进生态环境
在绿色城市项目的帮助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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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世界里的小朋友
众所周知，国际儿童节于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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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把6月1日设为儿童节。在
目前的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全国
各地在线上举办了各类活动，而
线下活动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丁香花的美妙香 52
瓦西里•科斯图琴科：

“如果艺术与灵魂无关，
那么它就毫无意义……”

46

v
In

Ia
m

In
 m

Ik
h

ey
ev

2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情绪常常取决于当下的情况。一件好事发生
时，开心的情绪沉积在潜意识中。心情不好是负
面情绪的结果。具有全球性的信息也会影响人们
的情绪。难道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与新闻隔离吗。
如果听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预测，那么就对此做好
准备吧，不要像海啸一样惊恐不断。

应对所有灾难的最佳解药是一项长期行动
计划。甚至地区统一也可以抵御全球冲击。欧
亚经济共同体在后苏联时代显示出其生存能力
这一事实，不得不以积极的方式进行调整。显
然，人们希望进一步融合，以吸引新的参与者
进入他们的环境。本期杂志上《整合正在经受
考验》的材料只是在谈论伙伴关系的前景，冠
状病毒对世界各地政治人物的工作进行了调
整，由白俄罗斯总统主持的最高欧亚经济理事
会会议通过视频举行。五位领导人讨论了很
多，但主要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到2025年的发
展的战略方向（《战略2025》），专家们指
出，该文件同时是深化关系的一项行动计划，
也是增加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速度，
加强关系的转折点。

显然，我们不是处于真空状态，而是处于一
个全球经济容易陷入危机，健康会突然被某些
全球病毒破坏。是的，所有这些挑战和其他挑
战对我们来说都是危险的，我们正在努力适当
地应对它们，否则将是不合理和不负责任的。
如果我们将这种方法转移到国际关系的层面，
白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多媒介性质能证实其真
理。与所有希望这样做的人成为朋友，与东方
和西方做生意-这样的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
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匈牙利总理最近对
明斯克的正式访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维
克多·奥尔班的会晤在独立宫举行。谈判性质
及其重要性清楚地反映了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谈
话中。匈牙利是白俄罗斯在欧盟中最亲密的伙
伴，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为加深与欧洲社会的
关系作出贡献。

会晤的详细信息见“合作正在加深”一
文。

有关生活质量的
主题在出版物“真实
维度中的未来”中公
开。去年，白俄罗斯
三个城市（新格鲁德
克，新波洛茨克和波
洛茨克）的地方议会
代表首次考虑到城市
发展的前景，批准了
绿色城市发展计划。
这 些 文 件 是 在 全 球
环境基金项目和开发
计划署绿色城市的专
家，地方城市行政管
理的专家以及公众的
参与下编写的。绿色
城市发展计划的核心是战略远景，换句话说，
是考虑到当前问题和现有潜力，特定城市想要
实现的未来形象。考虑到城市空间的特殊性，
所制定的未来二十年本地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亚
于这些计划。

今年已经有四个城市制定了Zelva,Gorodok, 
Korma,Krichev的绿色城市发展计划。现在已经
公开讨论了具体文件。这在材料中有说明。

当然，时间是创造力的标志。例如，白俄罗
斯艺术家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最后一件作品
被称为“道路”。在远处的台阶背景下，人们
的轮廓在画布上可见。首先，您需要克服这一
困难的道路。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说的那样，图
片的情节受到当前现实与冠状病毒，自我隔离
和其他不幸的启发。

著名的绘画大师瓦西里·科斯蒂琴科是一位
概念画家。最近几个月写的他的作品证实了这一
点，这些作品恰巧在作者的工作室，它们在等待
自己公之于众的一天。这些作品会向公众展示的
（到目前为止，只举办了普通展览活动），毫无
疑问，这将引起观众的真正兴趣。但是您可以从
我们的出版物中找到科斯蒂琴科的想法，该出版
物的标题包含下列语句：“如果不能影响灵魂，
艺术就没有意义……”。我认为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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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应当指出，迄今为止，尚未有匈牙
利这种级别的领导人对白俄罗斯进行正
式访问。这次不仅是匈牙利人，而且还

有欧洲人的权威人士对明斯克的访问，意义更
加重大。

白俄罗斯总统在独立宫会见了匈牙利总理
维克多·欧尔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话清
楚地反映了谈判的基本性质及其重要性:

——匈牙利是白俄罗斯在欧盟最近的伙
伴。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并为加深我们
与欧盟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的说法，在当前现实
中，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次访问具有特殊意
义:

——在我们看来这种可怕的流行病发生
后，你们正在为世界各地开辟新老道路。

国家元首感谢维克多·欧尔班从白俄罗斯
开通这些路线。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还称
赞匈牙利作为合作伙伴的经济
能力:

——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
家，因此潜力很大。我们的经
贸和政治关系水平与我们所能
及的不相称。2.55亿美元的贸
易流通不是匈牙利和白俄罗斯
之间应该有的贸易流通。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抓住
一切机会，不仅扩大两国之
间的贸易，而且扩大两个强大
的经济组织之间的贸易。一方

面是欧洲联盟，另一方面是欧亚经济联盟。对
此，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向贵客保证:

——首先我想让您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
了。其次，如果我们达成协议，白俄罗斯将遵
守这些协议。

维克托·欧尔班则感谢白俄罗斯总统提供
的访问机会。

——我很荣幸成为匈牙利第一位对贵国进
行正式访问的总理。一想到我在大流行病后的
海外旅行(第一次去哪里)，我就想:让我们去
我们早就承诺过的地方吧。是我们欠您的。

匈牙利总理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
年代初在伊斯坦布尔与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
会晤:

——在那里，我们有幸交谈。所以我有非
常愉快的个人回忆。

维克托·欧尔班在独立宫会议上强调，白
俄罗斯和匈牙利之间没有未决问题:

合作蓬勃发展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对白俄罗斯进行正
式访问

国家元首称明斯克的谈话很有建设性。他重
申，白俄罗斯-匈牙利合作正在兴起: 我们就
双边秩序和世界局势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公开
和有意义的讨论。在许多相关问题上意见相
似。匈牙利是白俄罗斯在欧洲联盟的最近伙
伴。没有其他人理解我们，并且正在加深我
们与欧洲联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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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记得贵国对待匈牙利曾有不尊
重的态度，我们也不记得我们亏欠贵国什么。
也就是说，原则上，一切都很好，但不幸的
是，您说得对，我们从中获益很少。

总理还指出，白俄罗斯是一个发达国家，
可以为其在工业和食品生产领域、文体领域取
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真希望这次会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
一步。我带着真诚的合作意向而来。

之后，白俄罗斯总统在总结与记者的会谈
时，再次强调了匈牙利总理眼下访问的重要性
和价值:

——这是在这种看似复杂的心理和医疗状
况(称之为大流行病)中迈出的大胆一步，它使
我们打破了所谓的国际隔离，恢复了欧洲国家
之间的活体交流形式。

国家元首称明斯克的谈话很有建设性，
这“表明白俄罗斯-匈牙利合作方兴未艾”:

——我们就双边议程上的各种议题和世界
局势进行了公开和有意义的讨论。在许多相关
问题上意见相似。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白俄罗斯和欧
盟之间的对话有了显着改善。关系变得更加务
实、平等，最重要的是富有成效，他说:

——我们来自布达佩斯的朋友和维克多·欧
尔班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个人功劳。

总统强调，需要在不同的平台和形式上促进
对话。他特别强调，发展东方伙伴关系，将其
作为一项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创造性举措，符
合两国的利益:

——这是一项不侵犯任何人利益的倡议。
匈牙利在北大西洋联盟中也采取了建设性的立
场，我们与该联盟有着信任关系。白俄罗斯准
备好在平等基础上，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对话。

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和维克托·欧尔班也
就解决乌克兰东部局势交换了意见。

“不断升级的冲突是欧洲安全的不稳
定因素，也是整个地区的挑战”，白俄罗斯总
统说。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出，匈牙利在地
理、历史和文化上是白俄罗斯的近邻。但是，
经济发展近期才逐渐显现: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匈牙利总理奥班在明斯克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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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匈牙利品牌在我国广为人知。目
的是使白俄罗斯制造的品牌在匈牙利同样受欢
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稳步发展。我们已将
白俄罗斯制造的火车运送到匈牙利，第一辆已
经通过测试，很快就会启动。

总统指出:白俄罗斯和匈牙利重申不接受来
自外部的压力:

——我们两国都遭遇了他国政权以空前蛮
横的手段阻挠本国和平发展核力量的计划。我
们已经商定，我们将一起给他们一个充分但强
硬的答复。白俄罗斯方面不允许任何外来者试
图影响我们的能源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保证
这一政策以最大限度的安全、公开和透明为目
标。此外，我们将竭尽全力，不仅使白俄罗斯
的政策，而且使白俄罗斯的新核电厂不仅为白
俄罗斯，而且也为所有感兴趣的国家运作。我
们愿意接待原子能机构、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专家，以确保奥斯特罗夫斯基核电站不会对
白俄罗斯或我们的邻国构成威胁。

双方重申有兴趣在核领域和能源领域、核电
站操作、放射性废物和乏核燃料的安全管理方
面交流经验。

“我相信，白俄罗斯-匈牙利合作在所有领
域毫无例外都有很大的未来”，白俄罗斯总统
说：“为了共同克服我们经济面临的挑战，我
们需要在必要时协调努力。”

维克托·欧尔班评论在明斯克举行的会议的
结果时说，匈牙利支持发展“东方伙伴关系”
倡议，白俄罗斯是该倡议的成员。

——欧盟现在应该解除对白俄罗斯的现有
制裁。大流行病之后，新型的经济合作将开
始”，维克多·欧尔班说，并提醒道：“与
制裁国建立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同时，
匈牙利总理指出了欧盟-东盟国家内部合作的
重要性。

是的，在明斯克还讨论的主题之一是解决
乌克兰的冲突。在这方面，匈牙利政府首脑
指出：

——我们讨论了明斯克协议。我认为，执
行这些决议是解决乌克兰局势的唯一希望。
我坚信白俄罗斯在解决乌克兰问题方面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支持布达佩斯和明斯克在核能发展方面的
立场：

——我们两国决定在核能领域建立密切
合作。我们正在看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项
目。由于我们的Paks-2 核电厂也在建设中，
我认为我们可以彼此分享经验、信息和知
识。

当然，在明斯克的谈判中，经济协议是一
个单独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维克多·欧尔
班指出，匈牙利进出口银行将提供4000万欧
元的信贷额度，以资助白俄罗斯和匈牙利之
间的合作。他还说，维兹航空将在明斯克和
布达佩斯之间开通线路。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确认会议期间的经
济问题至关重要。关于经济领域合作的主要
领域。国家元首说：

——如果在未来两三年
内 ， 我 们 的 营 业 额 达 到 五
亿，这对于增长来说是很小
的，但很好。我们没有设定
异想天开的数字。目前，我
们需要达到5亿欧元，我们将
相信，我们紧密接触的第一
阶段将带来成功。

关于具体的合作领域，白
俄罗斯总统指出，这是由政
府决定的，但仍提出了几个
重要主题：

——我们的兴趣在您的建
筑商和药剂师身上，他们的
产出非常好。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看
到了农业领域合作的广阔前
景。总的来说，他将前景描
述如下：

——我们准备在各个领域
与您合作...有很多领域。白俄罗斯总统为匈牙利总理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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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欧尔班认为当前的贸易水平与两国
的潜力不符：

——我相信我们可以实现5亿欧元的营业
额。可以注意到，即使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似乎
也很低。

谈判结尾进行了传统的礼物交换。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向维克多·欧尔班赠送了白俄罗
斯国家足球队的T恤。

“有我们的国徽，也许哪天您会想试一
试。”国家元首说。

众所周知，足球是匈牙利总理的主要爱好。
除了政治活动外，他还在俱乐部踢球，2004年
甚至更换了教练。

给匈牙利客人的另一份礼物是《白俄罗斯遗
产》。

总统希望：“这本书是为您提供有关白俄罗
斯文化的更多信息。”

维克多·欧尔班指出，他的妻子多次访问白
俄罗斯，在这里与基督教慈善机构合作：

——他们有不同的程序。她告诉我很多好
事。

国家元首还向匈牙利总理赠送了一套总统甜
食。

反过来，维克多·欧尔班向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赠送了一套手工瓷器。

最后，匈牙利总理在《独立宫贵宾簿》上留
下了一个条目。

白俄罗斯总统再次感谢贵宾的到访，并保证：
——您知道，您一直是白俄罗斯的尊贵客

人。我们随时准备在这里与您会面。
瓦西里·哈里托诺夫

明斯克-布达佩斯：	
迎面的进展

政府与匈牙利讨论扩大贸易项目

白俄罗斯总理罗马·戈洛夫琴科会见了以总
理维克多·欧尔班为首的匈牙利代表团。这是
罗马·戈洛夫琴科换届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讨论涉及许多领域的双边合作：从机械工程到
农业。

两国是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这在会议的
形式中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冠状病毒大流行，
匈牙利总理还是决定亲自来到白俄罗斯。罗
马·戈洛夫琴科特别感谢他的同事：

-在所有国际活动转向网络空间的时候，这
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团队来到白俄罗斯是一个非
常好的标志。

总理强调了匈牙利作为白俄罗斯伙伴的重要
性:

-感谢我们在相互合作中的建设性和伙伴关
系气氛。这大大影响了实际成果的增长方式:相
互贸易额增加，白俄罗斯传统上名列匈牙利的
主要伙伴名单之上。

白俄罗斯政府首脑还表示相信，在今后两三
年内，将两国间的贸易额提高到5亿欧元是可行
的任务。

总理还回顾说，5月举行了双边政府间委员
会，详细讨论了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

-近期前景的整体顺序是已知的，只需坚持
下去。这是一条双向的路，非常正确而有益。
我们的项目包括在匈牙利工程、建筑等领域吸
引和利用白俄罗斯的技术，在农业、制药等领
域吸引和利用匈牙利的技术。这是非常平衡的
做法。所有这些项目都与人民福利、工作和就
业有关。

此外，罗马·戈洛夫琴科建议匈牙利合作伙
伴利用白俄罗斯在电动汽车开发和生产中的经
验。

反过来，维克多·欧尔班表示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在贵国看到一切井井有序，我表示恭喜。
不仅是这些指数，更恭喜其背后的工作的成
功。”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访
问明斯克，是在这一看似复杂
的心理和医疗形势(其名称是大
流行病)中迈出的大胆一步，这
一形势使我们打破了所谓的国
际隔离，恢复了欧洲国家间活
体关系的形式。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独立宫与贵宾会谈
后，在与媒体的谈话中指出了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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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上，欧亚经济联盟的总统们已经是第二次在网上进行交
谈。在明斯克的倡议下，第一次会议于4月举行。然后，
白俄罗斯总统在讨论应对冠状病毒造成的经济后果时，指

出了解决问题（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动危害贸易关系、合作链、
劳务移民）的基本原则。如果缺乏协调，会加剧这些负面因素。
因此，不考虑最亲密合作伙伴而做出的自私决定将不会在战略上
取得成功。

加速创建替代进口的产业，将关键产业本地化到联盟。白俄
罗斯总统宣布了4月关于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几种方
案。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立场：应该剥夺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
国家的行动的民族利己主义，并应以单一的关注点来协调决策。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随后确定了欧亚经济联盟中最重要的问
题之一——过境保护。卢卡申科向各国首脑明确表示：

根据白俄罗斯的规定，我们决不会禁止贵国公民以及任何国
家的公民入境。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合理的范围

一体化强度测试

冠状病毒疫情已导
致世界各地的政客
将工作做出调整。
因此，由白俄罗斯
总统主持的欧亚最
高经济委员会最近
的会议是以视频会
议的方式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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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采取行动。在我看来，不仅在白俄罗斯，还
应保留两国之间的某种运输走廊。但是最好将
这条走廊定义为贯穿俄罗斯至哈萨克斯坦、亚
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走廊。

议程还包括规范外贸的统一规则。根据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的说法，例外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有决定都必须得到同
意。最重要的是，这涉及满足国内对高需求商
品的需求以及公民生活和安全所依赖的需求。
这主要是关于医疗用品：药品、设备、防护用
具。

如您所见，明斯克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合
作立场始终是一贯的，没有改变。

五
国集团领导人在5月下半月讨论的问题
也很多。主要是到
20 2 5年欧亚经济一

体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
2025）。该文件同时是加
深关系的一项行动计划，也
是恢复和增加欧亚经济联盟
成员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折
点。

白 俄 罗 斯 总 统 指 出 ： 
“它的准备工作很困难，但
总的来说，我们在所有深化
一体化领域达成了一致的决定。”

白俄罗斯方面第二次非标准会议的参加者
中有副总理伊戈尔·彼得里申科，他是反托
拉斯监管与贸易、外交、交通和通信、金融、
经济、能源等部委的负责人。此外，在莫斯科
大使馆工作的白俄罗斯驻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
尔·谢马什科也参加了首脑会议。

此类事件的讨论通常只有总统参加。但
是，作为主持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建议更
改峰会的形式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他认为议程
中的两个问题-关于2025年战略和关于古巴在
欧亚经济联盟中观察员国地位的申请-可以公
开讨论，没有秘密。各国首脑支持这一提议，
之后摩尔多瓦总统伊戈尔·多东也加入探讨。
最初，他是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国的代表，应该
只参加峰会的附加部分。

会
议开幕时，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再次
回顾了四月份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总统
如何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审议最紧迫的问

题，尤其是与冠状病毒感染的斗争。现在是时
候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直接讨论经济性质的措

施了。白俄罗斯总统提出了
一个尚未在联盟中解决的问
题。我们正在谈论在欧亚经
济联盟共同市场上为天然气
运输服务定价。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特别强调：

“几年来我们一直无法
决定最终的双方可接受的解
决方案。此外，问题的相关
性也在不断增加。”

这 个 话 题 确 实 非 常 相
关。值得回顾的是，白俄罗斯总统前段时间
已经提请各国首脑注意这一事实，即随着经济
形势的急剧变化，天然气价格应更具适应性，
结算机制应更加合理。现在，关税由国家法律
规定，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的天然气供应是
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例如，白
俄罗斯的燃料价格几乎是俄罗斯的三倍，这使
得白俄罗斯企业在共同市场上竞争变得更加困
难。同时，如您所知，形成单一天然气市场的
方法已经在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些现有文件中得
到了反映。顺便说一下，亚美尼亚对此观点表
示赞同。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提请注意这样一个
事实，即世界和后苏联空间的当前局势都在
不断变化。尽管如此，很明显，大多数国家对
它的看法正在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长期的隔离
和人口的自我隔离清楚地表明，即使是超级大
国也没有安全边际，在边界封闭和企业不营业
的情况下，安全边际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白俄罗斯总统表示，越来越多国家的专家
们提出了最负面的预测。他们称之为最紧急的
问题之一，即为人口提供食物。

“因此，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找到保护
我们国家农业和工业部门的途径，同时采取一
切措施保护人民，这一点极为重要，”亚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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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卢卡申科深信：“我们希望俄罗斯作为我
们一体化协会的领导者，将为恢复经济增长而
采取的措施与我们在联盟框架内达成的协议联
系起来，以确保商品自由进入各国市场。”

总
的来说，会议议程上有十个问题：从未
来两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导方针
到《 欧亚经济联盟协定》的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涉及在将货物进口到自由经济区范
围内时应缴纳的增值税。至于《2025年战略》
，在几乎所有事项上，各方都持一致意见。到
目前为止，只有天然气主题仍未解决。会议期
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了额外
的补给条件，这与先前签署的文件背道而驰。
他认为，单一关税只能在具有单一预算和单一
税制的单一市场中实施。同时，天然气价格应
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但是，这个立场与联盟成
员平等和国家之间先前的协议没有任何联系。

总体而言，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领导人批准
了直到2025年的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方
向。但是该项目最终没有被接受。相反，他们
打出了省略号。因此，将在考虑到当事方的许
多提案后最终确定文件。毕竟，他并不急于执
行提案。这是一个策略。因此，除了天然气项
目外，其他的不必着急。

“即使我们就天然气问题做出了决定，它
也不是具体的决定。双方将进行具体的谈判”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肯定地说。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主席的立场：如果各
国首脑面对面的会议上通过2025战略，那就太
好了。什么时候会发生？白俄罗斯总统认为，
在10月或11月。

“我建议我们将今天的理事会视为一个域
外理事会。鉴于欧亚经济联盟白俄罗斯主席职
位，我非常期待以全日制形式举行一次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元首会议，并建议在明斯克举行。 
我们已经有五年没有在这里聚会了。”

没有反对意见。未来会议的确切日期及其
形式将在以后确定。

详情	演讲稿

亚美尼亚总理	
尼科尔·帕西尼扬：

在我们今天都面
临的全球经济挑战的
背景下，亚美尼亚尤
其需要尽快建立共同
的天然气市场。正如
我反复指出的那样，

具有非歧视性运作原则的单一能源市场应成为
我们整合的基础之一。没有它，整合过程就不
可能取得质的进展。没有它，就不可能为所有
联盟成员确保平等的经济活动条件。我们从以
下事实出发：在2025年之前的《经济一体化发
展战略方向》中，应该确定对欧亚经济联盟共
同天然气市场的价格和关税制定采取统一办法
的原则，包括对天然气专卖实体在天然气运输
和转运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实行统一关税。我们
的联盟应努力分阶段实现这一目标，这将为在
联盟框架内从质量上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创
造有利条件。

哈萨克斯坦总统
卡西姆·卓玛·
托卡耶夫：

我 们 计 划 通 过
一项重要的战略文
件，该文件将决定
欧亚经济联盟未来
五年的发展。实际
上，这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事件，需要
各方进行认真的准
备，无论是文档本身的内容，组织协议的执
行情况还是信息支持。

考虑到该文件特别重要，它为未来几年
的集成奠定了主要基础，因此最好进一步讨
论。迟早我们会见面的。重要的是要完成坚
实基础的建设：在实践中，有必要确保货物
的运输不受障碍和限制，在双方同意的部门
中建立服务的单一市场，并为共同的能源和
金融市场做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在当前情况下，
欧亚经济联盟内部
货物的自由流通与
粮食安全相关。我
们被迫再次关注消
除联盟内部海关地
区壁垒的问题。我
们同意为供应基本
产 品 创 建 绿 色 走
廊。尽管如此，联盟的各个成员国还是加强
了控制并限制了产品的供应。由于缺乏欧亚
经济委员会董事会的足够权力，消除障碍的
现有机制效率不高。委员会关于某些成员国
消除障碍的决定尚未完全执行。我建议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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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C理事会权利，要求欧亚经济联盟法院对
消除障碍进行处罚。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我们生活在疫情
的困难时期：这一
切都直接影响我们
的互动，经济，人与
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这给执行我们的联合
议程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但是，我要强调
这一点，目前担任欧

亚经济联盟白俄罗斯主席找到了继续我们共
同努力的机会。我要感谢白俄罗斯总统，这
是您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活动。欧亚经济委员
会正在与白俄罗斯代表（Mikhail Myasniko
vich——编辑注）积极合作。在我看来，这是
一个很好的榜样。

摩尔多瓦总统	
伊戈尔·多东：

我们致力于加深
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
作，扩大合作议程。
它涉及摩尔多瓦参加
联盟成员国的许多共
同计划和项目。我们
特别感兴趣的是农业
领域的合作项目，以
确保欧亚经济联盟国

家的粮食安全。摩尔多瓦共和国对欧亚经济联
盟的高度兴趣主要与它具有吸引力的经济议程
有关，它确保了其中的货物，服务，资本和劳
工的自由流动。

专
家们应注意欧亚最高经济委员会本次会
议的结果吗？如果您看一下欧盟发展的
历史，它始于煤炭和钢铁的统一，即为

存在欧盟物质基础的必要资源形成共同市场。
因此，合乎逻辑的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以
及吉尔吉斯斯坦坚持认为，在继续进行之前，
有必要就能源运输工具及其运输定价的一般原
则达成共识。但是事实是，最近相同石油的价
格已经急剧下跌，俄罗斯的天然气行业存在问
题。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的资源垄断企业的
收入确实下降了，因此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利
益高于联盟的逻辑，这直接影响了俄罗斯领导
人的政治决策。

专家界的代表认为，早在2000年代就宣布为
能源超级大国的俄罗斯联邦发展战略还不够充
分。赌注不仅要依靠国外资源供应和为此而获
得货币，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技术的发展。现
在，这一战略面临着欧亚联盟的意识形态，欧
亚联盟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提供一些东西，放
弃某些利益以获得共同利益。但是，生产能源
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想协调自己的利益，而要牺
牲盟国的利益。同时，俄罗斯需要统一的税收
和预算政策，依此类推，尽管这些已经是整合
的后期阶段。

白俄罗斯经济对单一能源市场的问题非常敏
感。白俄罗斯不会坚持要迅速解决问题，因为只
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确保所有企业享有平
等的商业条件。俄罗斯方面宣布了货物，服务，
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所有人都已注册，天
然气问题立即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已经受到了不止一次的批评。结果，今天有一种
情况，就天然气成本而言，西欧国家比主要盟友
俄罗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欧亚经济
联盟仍然缺乏完善性。他们宣称按照平等原则进
行一体化，但实际上，例如，白俄罗斯方面仍然
取决于产品供应的壁垒，未解决的能源问题等。
这显然损害了联盟的形象并降低了信誉。白俄罗
斯总统对此总是坦率地说。将能源用作压力的手
段，并迫使一些政治决策统一是徒劳的。白俄罗
斯的主权没有价格，也不能出售。

这样的时刻也很重要。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是对联盟一体化的强度和团结性的一种测试。
我们看到欧洲联盟正在遇到的问题，全球经
济，美国及其伙伴的问题。因此，如果俄罗斯
在诸如天然气过境之类的敏感问题上会见合作
伙伴，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措施。毕
竟，天然气问题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预算形成
的关键，也是对联盟一体化实力的考验。因
此，不能耽误这个决定。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顺便提一下

古巴表示希望获得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
国的地位。几乎从联盟成立之初起，该国
就显示出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的兴趣。自
2018年以来，古巴政府一直在谅解备忘录
的基础上与欧亚经济委员会进行合作。委员
会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了两次讨论，这次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
吉斯斯坦不介意，但总体结论如下：需要进
行更多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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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国家等级 

专家提醒需要注意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主任戴
维·比斯利的发言。他在4月举
行的联合国安理会视频会议上
警告说: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
行，如果不及时采取粮食安全
措施，人类可能会面临饥荒。
当前的状况改变了人们对粮食
安全的关注和理解。实际上，
目前此指标代表了国家竞争力
等级。白俄罗斯在这方面很值
得学习”，弗拉基米尔·乌拉
霍维奇强调。 

根据美国杂志《经济人》的
评级，白俄罗斯在世界粮食安
全指数中排名最高。白俄罗斯

国家科学院农业综合体研究所
的副研究主任戈迪·古萨科夫
表示：“根据居民人口可供粮
食的标准，我国位居一等水平
之列。” 

积极趋势 

据弗拉基米尔·乌拉霍维
奇称:白俄罗斯今年将完成预
计的出口数据。人们对食物的
需求很大。但与此同时，经济
衰退，人们须理解经济下滑将
在吸引金融资本，新技术，投
资项目等方面对进出口贸易造
成影响。这个问题须从国家监
管、长期计划和自然资源保护
等方面解决。这也与出口有

关。弗拉基米尔·乌拉霍维奇
解释说:“因为当今出口的不仅
是制成品,还包括深加工过程，
饲料和遗传材料这些方面。” 

据农业食品部对外经济事务
总局局长阿列克谢·博格达诺
夫称:“白俄罗斯今年第一季
度共计出口约价值14亿美元的
食品，比去年1–3月增长了9.8
％。白俄罗斯每年生产约740万
吨牛奶，其中60％用以出口。
肉类120万吨，其中30％具有出
口潜力。农作物产品的出口额
约为5亿美元，并且每年都在增
长。乳业产值为22亿美元。去
年，我们的肉类出口几乎达到
了十亿美元。今年，我们的食
品出口仍呈现积极趋势。” 

“此外，白俄罗斯自给自
足的食品份额超过市场总食品
的80％。其余进口食品主要包
括：柑橘类水果、咖啡、茶叶
等。主要产品类型—-肉类、乳
制品、烘焙类，我们完全自给
自足。在零售连锁店中，这类
商品几乎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
的99.9％”，阿列克谢·博格
达诺夫说。 

隔离之后 

世界粮食的总体形势良
好，关键是由于COVID-19导
致的一系列检疫问题。白俄罗
斯战略研究所的分析师安东·

粮食安全系数
今年的状况更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白俄罗斯工商联合会主席弗拉基米尔•
乌拉霍维奇在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和白通社联合举办的“环境专家评审会议” 
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会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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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达罗诺克表达了这一观点。
他以全球咖啡市场为例。巴西
和哥伦比亚是向世界市场供应
咖啡的两个主要国家。由于冠
状病毒，导致没有足够人力采
摘咖啡,所以无法及时向世界
提供咖啡。这将导致市场短
缺，咖啡价格上涨。白俄罗斯
战略研究所的分析师补充说，
困难不仅与无法及时收获咖啡
有关，而且与收货方,出售方
式和运输方式都有关系。 

正如在“环境专家评审会
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疫情
之前，当经济正常运转时，
世界上就已经有超过8.2亿人
挨饿。今年，这一数字仍在增
加，已接近十亿。根据联合国
关于冠状病毒对发展中国家经
济影响的报告称，如果拉丁美
洲、非洲、亚洲和中东无力偿
还债务，那么将面临经济衰退
的严重问题。白俄罗斯战略研
究所的分析师表示，此时将出
现饥饿问题。 

农业食品部对外经济事务
总局局长阿列克西·博格达
诺夫承认，他在此问题上有
另一种看法: “我对此有很
多怀疑。我们不是生活在圣

经时代，而是拥有完全不同
的技术结构。世界每个国家
的产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
甚至数百倍。应该不至于出
现这种物流中断的情况。疫
情之前我们在出口产品,疫
情之后我们仍可以继续出口
产品。虽然当前困难重重。
因此，我非常怀疑饥荒这种
情况是否会发生”，阿列克
谢·博格达诺夫说。 

危机也是机会 

农业部已经注意到独联体
国家的消费需求大幅下降。 
“从策略上讲，我们建立的
对外经济活动和食品销售政
策，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市场。
我们已将多元化作为优先事
项，以免陷入单一市场，所
以我们将出口商品分销到世界
各地”，阿列克西·博格达诺
夫说。去年，白俄罗斯向世界
104个国家出口食品。“我们
正积极努力得在兽药和卫生用
品方面开拓新市场。特别是在
本季度初，有15家白俄罗斯企
业在中国开业，并且白俄罗斯
乳制品获得了向越南供应的认

证。现在我们正在完成有关肉
类的认证工作。外交部主要事
务负责人强调说，农业食品部
正在做出更多努力，以利用
这次危机增加供应量，并扩
大出口种类。此外，白俄罗
斯有兴趣增加成品的出口而
不是提高原材料的出口。 根
据阿列克西·博格达诺夫所
说，“重点是将产品放在商店
的货架上，以便白俄罗斯品牌
能够广受认可,而不是仅仅出
口原材料，然后再由外地制
造商加工。” 

在市场上推广白俄罗斯产
品前景很不错。弗拉基米尔·
乌拉霍维奇对疫情中的食品供
应进行了评论。 “例如，我
们曾发布了这样一个指标：
可向我们提供不可抗力情况
证明。自2月底以来，我们收
到了大约70个此类请求，但它
们都与服务部门或设备供应有
关。没有要求中断食品供应合
同的请求。我们的优势在于，
过去十年来白俄罗斯一直在农
业领域进行着统一而透彻的工
作。因此，作为出口商，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仍非常稳
固，并相当镇定自若。”

根据白俄罗斯农业食品部对外经济事务总局的统计

lI
u

B
o

v
 m

a
ly

sh
ev

a

肉类-120万吨，其中30％	
具有出口潜力。	

去年，我们的肉类出口
几乎达到了十亿美元。

肉制品

农作物产品的出口额约
为5亿美元，	

并且每年都在增长。

原料种植业

白俄罗斯每年生产约
740万吨牛奶，其中
60％用以出口。乳业
产值为22亿美元。

奶制品

白俄罗斯今年第一季度
共计出口约价值14亿
美元的食品，比去年
1–3月增长了9.8％。

食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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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核医学的应用---利用放射

性药物进行诊断和治疗早已众
所周知。 此种方法最常用于
肿瘤、心脏病和神经病学。例
如，使用正电子层析X线照相法
进行诊断，可以检测出诸如阿
尔茨海默氏病和帕金森氏病等
疾病的病灶，发现癌性肿瘤，
并研究其活性和代谢变化。放
射性碘能成功治疗甲状腺癌。 
核放射技术还用于医疗X射线设
备的生产中，还用于医疗系统
的灭菌，而且核放射技术在对
抗冠状病毒方面也被证明是必
不可少的。专家在本文中主要
谈到，放射性医学的原理是什
么，对人体辐射的危害性，以
及将来放射性医学的前景。

电子杀菌

在白俄罗斯，有两个核放射
医学部门和20个放射性同位素
实验室。每年大约进行7万例核
放射性诊断研究，超过2千名患
者接受了开放型放射性药物治
疗。

在流行病学中，核放射医学
提供了一种技术，例如使用加
速电子对医疗器械进行灭菌-
这种操作可以消灭微生物病原
体、孢子和病毒。

---专家说，使用加速电子
对医疗设备进行消毒的过程比

其他消毒方法对环境更友好，
速度更快。这种方式有什么特
征呢？

---此种方法的特征在于，
所产生的加速电子流能穿透产
品的包装，并且不会损坏产
品。这样可以省去进一步的污
染，产品以这种方式灭菌后可
立即使用。拉斯托姆·赫斯凯
医院的肿瘤学家兼顾问尤利
亚.库拉士维奇解释说，因此不
需要像常规灭菌那样进行后续
脱气或其他操作。 ---此外，
在这种灭菌过程中，不会产生
任何化学污染和其他污染。

 所有用于辐射灭菌的技术
设备均由国营公司拉斯托姆
Rosatom生产，其子公司主要
负责医疗设备的消毒和使用加
速电子设备的消毒。目前此技
术不仅可以用于医用口罩的灭
菌，而且还可对生物实验室耗
材进行灭菌。然后将其运送到
专门从事COVID-19研究的实验
室中。

用层析X线照相法
筛查是否感染病毒

有关人员在疫情期间向医生
提供帮助。其中包括阿达尼科
研生产企业，该企业生产医疗
设备和安全系统，并开发应用
于医疗的X射线成像以及X射线

检查和无损检测技术系统。该
公司共有1500多名员工。尽管
如此，该公司的主管弗拉基米
尔·莱因维夫仍然认为这是不
够的，应壮大公司发展。

---需要新技术用以克服冠
状病毒感染。已经准备好了
么？

---目前在医学领域主要研
究之一是诊断冠状病毒所引
起的并发症。例如，我们的
Pulmaskan数字X射线荧光透视
图（目前在白俄罗斯共约350
家诊所）解决了筛查（检查
无症状的人）胸部器官早期
诊断的任务。共计每年大约
检查25 0万白俄罗斯人，同
时，还发现大约15-20种其他
疾病，包括肺炎。现在，此
种方法是在冠状病毒流行的
情况下快速检查是否存在肺炎
的好方法。弗拉基米尔·莱因
维夫表示，由于该系统的辐射
剂量较低，因此一年内可进行
多次检测。 目前，我们正在
尝试改进这种检测方法，以
便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立
即发现由COVID-19引起的肺
炎。---当然，新的挑战需要
新的解决方案：灭菌和辐射技
术的应用。将会有关于病毒及
其原始资料的大量研究。直到
今年，医疗器械只针对细菌病
原体和孢子。但是，关于剧毒

为医生所用的辐射

核辐射技术如何帮助对抗冠状病毒



15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创新生活

病毒的医疗设备的消毒方式，
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统计研究。
此外，顺便说一下，医疗产品
像病毒一样不断地改进和变
化。因此，灭菌消毒专家必须
始终领先一步”，尤利亚·库
拉士维奇说道。

当收益大于风险时

当患者来医院后，有必要
进行化验检测，一般有以下两

种情况：“如果化验结果是阳
性，该怎么办？”“如果化验
结果是阴性，该怎么办？”如
果得到两种化验结果后举措相
同，则化验诊断是没有意义
的。

医生众所周知这个道理，尤
其在涉及使用放射方法进行诊
断时。甚至明确规定了辐射安
全的三项原则：优化、标准化
和合理性。如果没有严格的诊
断条件，则不能进行。

----在人类的诊断和治疗中
使用辐射的安全性以及如何在
损害与诊断之间保持平衡？

----如果怀疑自己患有肿
瘤，则必须进行诊断以及时
挽救生命。白俄罗斯国家放
射医学与生态学院副教授阿
拉姆.阿维吉斯说，考虑到这
种辐射将来会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他的身体，所以放射剂量很
小，因此导致有害影响的可能
性不大。----每人每年从自
然辐射中吸收到的辐射剂量
平均为2.4毫伏。为了进行诊
断，使用“小剂量辐射”的

经典剂量，比可导致疾病的
剂量少100倍或更多倍。现代
数字荧光照相法使用的剂量
最低为8-10毫伏。这个数字
几乎比自然界的辐射影响小一
个数量级，因此根本不需要注
意这种辐射影响。其余的辐射
剂量也与自然辐射相差无几，
即使稍微超过一些，影响也并
不大。例如，在计算机断层扫
描（CT）期间，辐射剂量在
12毫伏或0.01毫伏以内。在
结合CT与现代正电子发射断
层扫描中，辐射剂量可以达到
20-25毫伏。但是，该值也远

没有达到可以损害人体健康的
剂量。

病毒与生命：疫情
过后需要做什么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对
放射医学有什么期望，以及如
何预防出现此种流行病的新高
峰？”

---疫情结束后，我认为接
受与COVID-19疾病相关的器官
检查的患者将会增加。严重和
中度形式的冠状肺炎可导致多
器官衰竭。尤利亚·库拉士维
奇表示，放射医学技术和新型
放射性药物的可视化将提供这
种机会。

---我们与德国公司和瑞典
公司的专家一起，正在开发一
种用于诊断冠状病毒肺炎的简
单设备。希望9月份我们能够提
供出测试设备，并且价位更低
廉，更轻松地解决COVID-19的
问题，这是我们对这场战斗的
贡献”，弗拉基米尔·莱因维
夫说。---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
尚未准备好应对如此巨大的疾
病。过去几十年间，医学界已
经改进了放射物理诊断方法，
旨在通过非常先进的设备在疾
病的早期阶段识别疾病。例如
伽玛刀，其任务是治疗脑瘤。
制造这样的设备很重要。以
前，科学家对研究关于癌症信
息方面的技术很感兴趣，但是
如今，寻找方法来对抗曾经被
认为是普通感冒的疾病已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发人员和
制造商需要专注于创建可以被
更多人使用的更便捷的设备。
人们需要使用大规模筛选诊断
的方法，而医学将朝着更便捷
的方向发展。

根据专家的说法，诊断方法
将继续集中在使用放射性X射线
上：断层扫描和数字射线，因
此核发射医学将继续挽救更多
生命。

伊琳娜·西多罗克

阿达尼公司首席董事长弗拉基米尔.列夫和公司首席总裁叶琳娜.列夫娃在KT VENTUM仪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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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这口钟由沃罗涅日的“信

仰”工厂铸造，而且，该钟
是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和俄罗斯联邦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莫斯
科和全俄罗斯基里尔教牧首、
明斯克大主教和白俄罗斯教区
长扎斯拉夫斯基·帕维尔、修
道院副主教兼诺沃哥德与斯洛
尼思科大主教格里等人的监督
下完成的。主要费用由白俄罗
斯的俄罗斯外贸银行承担。修
道院计划建造一个新的钟楼，
这份贵重的礼物现安装在修道
院一个临时木制的钟楼上，该
寺院的修士、当地居民和农业
小镇日罗维奇的客人将听到钟
声。

斯洛尼思科区执行委员会
副主席捷列扎·尤什克维奇指

出，农业城镇和修道院在周年
纪念日都进行了翻修。

谢拉菲姆大祭司纪念碑的
作者是雕塑家德米特里·弗鲁
布列夫斯基——他的创意在去
年的众多其他富有创意的提案
中胜出。这座3.5米高的青铜
雕像庄重而端庄，它被放置
在修道院入口处的花岗岩底座
上。

据修道院网站报道，纪念
碑的正式揭幕——顺便说一
句，也是通过赞助人和慈善捐
款进行的——计划在圣日举行
（这一天是9月6日——作者）
。日罗维奇大祭司的逝世日期
将被刻在雕塑的底座上。

谢拉菲姆神父来自一个
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出生在
布雷斯特地区的拉霍维奇大

草原上(在世俗世界中的名
字——罗曼·沙穆特)在伟
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以
传教工作而闻名，其中包
括恢复以前关闭的教堂和教
区，在明斯克医院、残疾人
之家和儿童之家进行护理工
作。1944年，该神父被捕，
被指控与德国人合作，被送
往高尔基地区（现为下诺夫
哥罗德）的一个营地，从那
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根据官方说法，他死于心脏
病，他被志同者认为是殉道
者…… 1999年，白俄罗斯
东正教的神圣会议将谢拉菲
姆大祭司列入白俄罗斯23位
殉道圣徒名单，一年后在俄
罗斯二十世纪新殉道者和忏
悔大教堂中扬名…… 试想一

白俄罗斯东正教庆祝的两个主要节日是伟大的日罗维奇圣母显灵550周年纪
念日和日罗维奇圣母升天男子修道院建立500周年纪念日。	在庆祝活动即将
举行前夕，新的钟被送到了修道院。

日罗维奇的圣诞钟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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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罗维奇神圣圣母升天
修道院不仅是白俄罗斯东正
教的主要中心之一，而且还
是著名的十七至十八世纪大
型建筑群。修道院建筑群包
括圣母升天大教堂、显圣教
堂、圣十字升天教堂、尼科
尔斯冬宫、圣乔治教堂、明
斯克日罗维奇修道院还是一
个独特的图书馆和明斯克神
学院的考古博物馆，它向参
观者讲述了我们国家最古老
的神学教育机构的历史，反
映了教会艺术的发展，展示
了2007年在修道院内进行的
考古发掘资料，并保存了罕
见的手稿和古老雕刻作品，
包括伊凡·费多罗夫的《使
徒》、17世纪的手稿《信仰
之书》、立陶宛大公国大臣
里奥·萨比哈亲笔签名的日
罗维奇福音书的真迹副本以
及许多有价值的文献。

信徒们敬爱日罗维奇圣母
的圣象，她被东正教和天主
教奉为神迹。根据修道院修
士们精心收集的16至21世纪
的各种资料显示，人们谈论
较多的有五十多起圣母显灵
的奇迹。这包括使重病患者  
康复，使不育夫妇有机会成
为父母，使哑巴或盲人恢复
正常，以及在伟大的卫国战
争（即1944年7月解放城市）
期间使日罗维奇修道院免于
战火。没有一枚炸弹和一枚
从坦克发射的炮弹击中修道
院的建筑……

通常，在庆祝活动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朝圣者
都聚集在日罗维奇，传统的
日罗维奇音乐和文学节是露
天举行的，但是由于流行病
的严峻形势，今年决定推迟
周年纪念日。因此，该修道
院仅在修道院副主教兼诺沃
哥德与斯洛尼思科大主教格
里的陪同下举行了封闭的节
日活动——他已经出院并发
布了视频信息，感谢所有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精神因素对白
俄罗斯人民传统
文化的形成及其
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常重要。因此,
国家尽最大可能
为日罗维奇修道
院的修复提供一
切支持。居民们
的祈祷活动唤醒
了人们的善良、
爱意、希望和怜
悯，使白俄罗斯
人民能够在任何

考验中团结 
一致。”

人，特别是处在流行病一线
的医生，为在医院中被隔离
或接受治疗的神学院的修士
和学生们提供帮助，以及在
这个困难时期内开放的人们
所做的所有善举。

尽管如此，白俄罗斯还是
通过有关修道院历史的新书
和电影来庆祝其伟大的周年纪
念，它们对科学研究、会议、
艺术和博物馆项目具有神圣的
意义。

◆◆◆ 

日罗维奇的圣母像不仅是
一座神龛，也被列入世界100
个东正教最重要圣像之列，
而且具有罕见的艺术、历史
和文化价值。她是同类圣像
中最小的。碧玉板上有圣母玛
利亚和小耶稣的浮雕像，只有
5.6x4.4厘米。

据传说，1470年春天，日
罗维奇的圣母像奇迹般地出
现在人们面前。在立陶宛大公
国财政大臣亚历山大·索尔坦
拥有的森林里，牧羊人注意到
一束光从野生梨树的树枝上发
出，出现了圣母和婴儿的一幅
小图像。圣像被交给了主人，
他把它锁在箱子里。但是到了
晚上，当索尔坦想要向客人展
示发现的东西时，它不见了。 
它再次出现在那棵梨树的树枝
中，萨佩加决定在这里建一座
寺庙。1520年左右，城市发
生大火，期间那座木制教堂
被烧毁，圣像消失了。之后，
它被孩子们发现了，他们下课
后在一块大石头上看到了圣母
像，并且在她手中握着圣遗
物——该事件被认为是圣像的
第二次显灵。

1730年举行了加冕典礼，
并为圣像打造了一个昂贵的外
框。

如今，圣像几乎没有离开
过修道院的墙壁，在活动中，
通常使用的是1996年制作的
精致复制品。

维多利亚·吉莉舒克B
el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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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作家协会：

明斯克阅兵是检阅力
量的典范

明斯克举行的
阅兵，受到了
白俄罗斯周边
国家知识分子
广泛的、积极
的宣传。 来自
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的作
家和学者通过
各种渠道分享
了他们对明斯
克胜利日阅兵
活动的看法。

斯维特拉娜·安南耶娃，文学评论家，	
语言学博士（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 明斯克一如既往地以他对过去的美好、
崇高的态度为荣。阿迪·沙里波夫、萨金加利·施伊
托夫，为白俄罗斯的战争历史做出贡献的作家，
数百名哈萨克斯坦之子因在白俄罗斯的战斗中获
得勋章和奖章而被铭记。我们还记得白俄罗斯的
地方，这些地方永远庇护了我们的同胞。 我们知
道，哈萨克人为明斯克、格罗德诺、布列斯特、
戈梅利、维捷布斯克和莫吉廖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向哈萨克斯
坦所有人表示致敬以纪念阅兵， 并用大写字母写下：值得铭记的伟
大阅兵……

萨利赫·古尔图耶夫，卡巴迪诺-巴尔干人民诗
人，高加索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纳尔奇克，	
俄罗斯联邦)：

——我为在你们国家举行的胜利日阅兵感到高兴
和自豪！ 出于激动，他引用了白俄罗斯总统的话讲
述了我们共同胜利的功绩，传统的功绩和当前反纳
粹主义的斗争。伟大的卫国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我仍然了解生活在纳尔切克的那些参加伟大卫国
战争的退伍老兵，他们把白俄罗斯从德国法西斯侵

略者手中解放了出来。白俄罗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神圣主题是巴尔卡
尔人和卡巴尔达人。我最年长的朋友，20世纪伟大的诗人卡辛·库利耶
夫，他是白俄罗斯退伍老兵、诗人阿卡迪亚·库利绍夫和皮门·潘琴科
的朋友。我为此感到自豪，并且我将尽我所能继续加强我们地区，我
们领域与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民的友谊。你们再次表明了白俄罗斯
拥有永远不屈的精神。 毕竟，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位睿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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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图尔盖，俄罗斯联邦切
博克萨里人民诗人（俄罗斯联
邦，切博克萨里）:

——白俄罗
斯 的 国 家 领 导
人 和 公 众 的 立
场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白 俄 罗 斯
人 民 心 中 的 伟
大 卫 国 战 争 。
明 斯 克 的 庆 祝

活动标志着伟大的胜利，成为了
全世界的节日!我看到白俄罗斯
的月饼，在一个熟悉而具有象征
性的地方举行。白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人的荣耀!向明斯克的英雄致
敬! 活动期间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场
独特的广场音乐会！军队里的女
兵们是多么的高贵! 我喜欢参观
博物馆和纪念爱国战争英雄事迹
的地方。当我从事文学翻译时，
编写了白俄罗斯诗人用白俄罗斯
语书写的出版物时，我的书桌上
有白俄罗斯诗人、退伍老兵阿卡
迪亚·库列什瓦、佩门·潘琴科、
马克西姆·丹卡、彼得鲁西·布洛夫
卡、彼得·赫列夫等人的书籍……

雷纳特·哈里斯，鞑靼斯坦人民
诗人，俄罗斯联邦国家奖获得者
（鞑靼斯坦，喀山）：

— — 在 伟
大的胜利日前
夕，我想起了
明斯克地下工
作 者 伊 万 · 卡
布什金。他出
生于白俄罗斯
巴 拉 诺 维 奇
附近。战前在
喀山生活和工作。我们城市的
年轻人为纪念他赠送了一辆电
车。2020年5月8日正好是明斯克
地下工作者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55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记
住这样的人，这些无私的白俄罗
斯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代
表，是他们用无私的生命给了我
们庆祝伟大节日的机会！我曾经
与伟大的鞑靼诗人扎基·努里一

起在鞑靼作家联盟工作。他的诗
作以白俄罗斯语单独出版。 扎
基·努里曾是白俄罗斯游击队的
指挥官。维捷布斯克州从纳粹手
中解放后，他担任了奥尔沙市议
会主席。我们能忘记这种曾经的
团结吗？！

尼古拉·切尔卡申，退休队长，
作家，毕古林文学奖获得者。	
(莫斯科，俄罗斯联邦)

— — 5 月 9
日 在 明 斯 克 举
行 的 盛 大 阅 兵
引 起 了 我 的 注
意 。 我 认 为 白
俄 罗 斯 庆 祝 伟
大胜利7 5周年
多 么 的 值 得 。

尽管我独自一人在家，但我仍在
工作，我坐在办公桌旁，情绪高
涨且富有灵感。这是我的文学主
题——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其故
事是我的故乡格罗德诺地区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卫国战争
中的经历。 我出生在沃尔科夫
斯克。 这项工作是我的胜利，
是我对同胞的纪念。我的父亲在
维捷布斯克附近作战，他因在白
俄罗斯的英勇事迹获得表彰。而
且，我真的很想去明斯克、布列
斯特、维捷布斯克……来吧，来
到纪念碑前，崇拜它们……与胜
利者的后代们建立联系。

库奇科·那勒卡比，作家，记者
（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 — 明 斯
克 、 白 俄 罗 斯
再 次 给 我 留 下
了深刻印象。不
久前我访问了白
俄罗斯首都。参
观了伟大的卫国
战争历史博物馆
和胜利广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穿梭在胜利公园中。我写了一篇
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文章。
为此，我多次访问了白俄罗斯。
我去了哈丁村，了解了被纳粹烧

毁的白桦树村的故事。我的书已
经写了好几页了。 现在，在白俄
罗斯人为纪念伟大胜利75周年举
行了如此真诚而公开的阅兵仪式
后，我一定会把今天的明斯克在
明斯克栏目中添加一段内容，记
录和保存他们的传统。

阿加吉尔迪·阿拉纳扎罗夫，	
作家，诗人（阿什哈巴德，	
土库曼斯坦）：

——我在白
俄 罗 斯 用 白 俄
罗 斯 语 出 版 了
三 本 书 。 它 们
都 是 写 给 年 轻
读者的。 我知
道 白 俄 罗 斯 人
是 真 诚 和 开 放

的。白俄罗斯阅兵的电视直播让
我情绪高涨。我立刻想起了苏联
英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博格达诺
夫，他是阿什哈巴德人，因解放
鲍勃鲁伊斯而获得了英雄称号，
他在沃尔科维斯克附近的战役中
失去了一条手臂。这是关于博格
达诺夫的故事——出自白俄罗斯
作家和我的朋友尼古拉·卡林科维
奇的故事《回忆黎明的创伤》。
我们用土库曼语和俄语在阿什哈
巴德发表。我相信阿什哈巴德的
英雄也会在白俄罗斯被提及。

阿托·哈姆丹，作家，剧作家，
评论员（杜尚别，塔吉克斯坦）:

— — 几 年
前，白俄罗斯
再次发表了塔
吉克斯坦民族
诗人萨达利·马
穆尔关于哈丁
的诗。 这些作
品写于20世纪
70年代，如今已成为当代艺术。 
白俄罗斯像其他国家一样，用最
现代化的方式纪念了伟大的卫国
战争。今年明斯克75周年胜利日
阅兵证实了这一点! 祝贺你们，
白俄罗斯人！

卡斯特斯·拉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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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没错，这种交流的时间很少：在我们谈话开始

后的一个小时，大使先生又举行了新一次商务会
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高层外交官的工作时
间表，通常是非常紧张的。我们承认，这次足以
了解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基济姆对交流的诚意
有多大。正如他本人所说，见到她，只有看着对
方的眼睛，才有可能感觉到。一个小时也足以让
我们谈论我们的共同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
以及伟大的乌克兰人科布扎尔·塔拉斯·舍甫琴
科如何将其放在电视剧《尼基塔·盖伊》中：剧
中，没有对祖国的热爱，只有无情、残废。

大使先生乐意地回答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甚至设法找出他最喜欢的乌克兰歌曲是什
么。事实证明，我们听过，而且我们喜欢唱歌。
的确，白俄罗斯男孩伊万用白俄罗斯的口音演
唱。对于我，瓦伦蒂娜来说乌克兰人也很亲切，
正如他们在乌克兰所说的那样，我还是纯粹以我
们的方式唱歌。而且，我从小就喜欢的一首歌“
我惊叹于天堂，我想那是个小念头……”，这是

大使的最爱。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具有良好而和
谐的嗓音。没错，我们不是在工作上听到他表演
的乌克兰歌曲中的一首，而是在电视节目“烹饪
外交”中听到的。顺便说一句，他熟练地挥舞着
刀，搅拌机……同时，他设法看着主持人和观众
的眼睛。

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能感受到乌克兰人灵魂伊
戈尔·基济姆的乌克兰情感，乌克兰特命全权大
使在白俄罗斯的诚挚和深度。

-如您所知，伊戈尔·尤里耶维奇根据其阅读
的书籍，故事片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形成了我们对
其他国家的主要观念。毕竟，您不得不在世界各
地旅行：法国、尼日利亚、加拿大、英国……当
然，这些国家的记忆中蕴藏着生动的印象。与人
交流最令人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由于我的专业，我有独特的机会可以住在不
同的国家。以游客身份来拜访他们是一回事，而
外交则是另一回事。根据我的外交生涯，情况是
如此，我访问了完全不同的国家。我在法国开始

伊戈尔•基济姆：

“当你没有根时，	
你谁也不是”

乌克兰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回答该杂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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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来在尼日利亚。有证据证明我们的生活
有多么多样化！这些国家在文化，人民心态上是
如此不同。每个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例如在
法国，我一直喜欢一些固有的诗歌和浪漫主义。
从青年时代起，我们就喜欢莫泊桑、巴尔扎克。

-还有香颂……
-是的，还有法国的香颂。所有这些都是各种

轻快和浪漫主义形式的表现，这是整个法国社会
固有的。法语的这一特征体现在戏剧和歌曲创作
的各个文化领域。而且据我了解，这种世界观的
基础是生活的快乐，全体法国人民固有的感觉，
对生活的某种乐观。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
地位如何，它都会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住在法国
时注意到的。在尼日利亚，文化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特别是传统舞蹈的表演。您需要现场观
看才能了解这种艺术的独特性。传统服装，独特
的塑料，舞者的节奏感惊人。壮观的景象！似乎
所有这些都伴随着简单，简单的音乐，并且从整
体上来说，一切都令人着迷。我也很惊讶在尼日
利亚演奏爵士乐。

-您在国外交了朋友吗？
-可能不是。毕竟，外交主要是工作。当然，

我与值班时接触过的不同国家的一些外交官保持
着关系。他们正在慢慢地走上职业阶梯。在加拿
大工作时，我与Arthur Mikhalsky进行了交谈。现
在他是波兰驻白俄罗斯大使。当然，我有类似的
业务联系。由于现代的通讯方式，我们为他们提
供了支持。

-您还记得加拿大的生活吗？
-首先-文化的融合。世界不同民族的代表在那

里生活和相处。那里的专家回答了我有关加拿大
文化的问题：这是所有其他文化共同创造的文化
拼接。您可能知道，在加拿大，有一个相当大的
乌克兰侨民，人口超过一百万。

-白俄罗斯人也不少...嗯，当然不到一百
万...

-坦白说，白俄罗斯人在那儿不是很引人注
目。但白俄罗斯人很多。顺便说一句，当加拿大
作为国家成立时，乌克兰语言成为加拿大的第三
种国家语言，仅次于英语和法语。当然，现在那
里有很多波兰人，甚至比乌克兰人还多。但是大
草原仍然是乌克兰人的-自19世纪以来，人口众
多。在加拿大之后，我在英国工作了两年，然后
到了这里工作。

-您与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人有什么故事？
-以前，我在Borisov附近的佩奇服役两年，于

1980年入伍苏联军队。此外：今年5月9日，我专
门去了佩奇，去了40年前越过的那座建筑——检
查站。然后我在当兵的地方拍了张照片。我把
2020年的照片放在了Facebook上：您可以看到

它。人们在那里见到我，甚至接受了采访。此
外：我被邀请参加佩奇的一个80年周年纪念日。
希望我们将能够在9月庆祝。

-众所周知，佩奇的训练中心起源于第120步兵
师，其师名是“里夫内（Rivne）”

-是的，这个师帮助解放了乌克兰。因此，我
对白俄罗斯的第一印象就在那时形成。2017年，
我有意识地前往了白俄罗斯，在我看来，我已经
知道了。但是，我以大使的身份来到这里时，我
明白了。我的军队经验远不止是了解整个白俄罗
斯，也不了解它的日常生活。毕竟，佩奇有完全
不同的军队秩序。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历
了人生的历程，这是我成为一个人的重要时期。
当然，我很高兴参观部队，兵营，并与现在独立
的白俄罗斯培训中心的领导进行沟通。

-当时您为很多乌克兰人服务吗？
-是的很多。第一次致电总是从乌克兰到我

们的部门。顺便说一下，从里夫纳地区出发。白
俄罗斯人很多。此外，当我成为大使时，前白俄
罗斯同事将我视为白俄人（微笑）。我与他一起
服役，我甚至还偶尔探望他，他现在住在鲍里索
夫。后来我们俩都成为了班长，六个月前他已经
复员，82年春天我离开白俄罗斯。

-我们继续关于士兵时期的谈话。如您所知，
士兵们总是记得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歌曲。您最喜
欢的乌克兰歌曲是什么？

-哦，我最近刚听她说 “黑眉毛，美丽的眼
睛。”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这个“我惊叹于天
堂”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这是我从小以来的歌。

-妈妈唱歌吗？
-不，我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所以事实恰恰

相反：我教我的母亲唱乌克兰歌曲。在学校的时
候，我从事业余艺术。是的，所以我听了很多。

-你住在哈尔科夫吗？

“在通讯时代,为使我们成功沟通，仍需要互相关注……” 

这是在大使先生办公室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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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哈尔科夫，在那里只住了六个月。我
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我的家人在乌克兰各地居
住。1968年，我们已经在别尔江斯克。实际上，
那里是我的小家园。我在别尔江斯克学习，高中
毕业。父亲来自哈尔科夫。我找到了许多基济姆
居住的地方。它更靠近俄罗斯边界，阿尔乔莫夫
卡。我的母亲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住在巴甫洛达
尔：她的亲戚在二十世纪初的斯托利平改革期间
搬到了那里。我不认识我的祖父-他没有从战争
中回来。我的父母是战争的孩子。我的父亲朱利
叶斯·伊万诺维奇早年是名孤儿，就读于一所军
事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我未来的母亲尼娜·米
哈伊洛娃。然后，他被告知健康问题，他的父亲
在50年代被迫改变职业，他成为一名建筑工人。
他毕业于哈尔科夫的专科学
校。

-您是否有意识地选择了
外交这项职业？

-成为外交官的愿望来
自学校。我现在对我的儿子
们说：重要的是选择自己想
做的生意。从4-5-6年级开
始，我真的很喜欢外语。特
别是英语。尽管在省级苏维
埃镇上专门研究外国语言的
人不被认为有前途。我不知
道从哪里开始我的英语。从
学校毕业后我去参军了。服
役之后，我已经开始思考下
一步。所以我知道我会去当
兵，然后另一种生活就会开
始。经过八堂课，我去了葡
萄栽培和酿酒学院，在别尔
江斯克毕业。然后参军。但是无论我身在何处，
我总是学习语言。

-你在技术学校的毕业文凭是什么专业？
-葡萄酒和食品行业的机械技术员。
-显然，这对您未来的军事专长有影响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机械技术对我有帮助。我

曾当过军人。然后，当我开始在训练团中教别人
时，我已经在训练炮手。实际上，坦克指挥官是
从我身上出来的。这是我的军事专业。退伍时我
为高级中士。在那个时代，有一些事情要记住，
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吧，有机会的话让我们在纪念日之后再谈。
-如果有的话没问题。在这里，当我说我在佩

奇工作时，我立即对自己感到尊重。每个人都知
道那所学校，在那时更是如此。

-这甚至就是里夫纳分部的历史-实际上，这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联合历史。对您来说，我们共

同过去的哪些历史看起来最有趣？尤其是，我们的
英雄：Pilip Orlik，Ivan Fedorov是白俄罗斯人。

-我还没有听说过Ivan Fedorov的白俄罗斯血
统。我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工作，然后在
利沃夫工作。他与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

-最直接的关系！Vileika地区的博物馆工作人
员谈论了他的身份，他属于白俄罗斯贵族Rago
zov，而该氏族与Radzivils和Khodkevichs十分接
近。在1528年立陶宛大公国的军事普查中，当
地历史学家发现了9名Ragozov家族的代表，所
有这些人都被“分配”给了位于该地区当前边
界内的Khatenchitsa庄园。Fedorov的儿子Ivan
就读于克拉科夫大学。这位年轻人是从立陶宛
大公国的土地上出来的，他不是俄国人。他见

到过弗朗西斯·斯科里纳的一些书籍，莫斯科
拒绝了该版本的印刷书籍：它们甚至在正面被
烧毁。通过Ivan Fedorov，印刷的进步渗透到
了莫斯科。请注意：当俄罗斯的第一家印刷厂
失去他时，他逃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上，
逃到了自己的领土上！在那里他出版了书籍。
其中之一是：“福音正在教导。扎布卢多夫
（G.A.霍德克维奇，1569年）。在我们这个时
代，当地历史学家Anatoly Kaptyug曾考虑过Ivan 
Fedorov与拉各佐夫徽章的相同要素，因此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是侦探的结果！

-很有意思！有必要与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的科学家Vyacheslav Danilovich一起深入探讨
这个话题。顺便说一句，从我在这里住的第一天
起，我就从事“历史、数学”。我发现：我们，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被称为立陶宛
大公国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胞都多。而

伊戈尔•基济姆和弗拉基米尔•马基于2020年5月26日举行白俄罗斯外交部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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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们共同历史的这一部分仍未得到很好的研
究。事实证明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看来，超过200年。根据历史资料，基
辅于1362年至1654年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立
陶宛联邦的一部分。请注意，波兰立陶宛联邦（
成立于1569年）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联
邦。结果证明，是将近300年。

-实际上，整个乌克兰右岸都是立陶宛大公
国的一部分。由于某些原因，这在我们所教导的
苏联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住！记得立陶宛大公国
与莫斯科旅行有关。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自古以来
就团结了各国人民，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记住的是
Pilip Orlik，他是乌克兰光荣的黑特曼，他是白俄
罗斯人（1672-1741）。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文化和

历史中寻找这种个性。值得称赞的第二个名字是
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立陶宛大公国stan
tin Ostrozhsky，1460年-1530年），第一位因1497
年在Ochakov附近击败Khan Mehmet-giray的部队
而获得立陶宛大公国黑特曼头衔的人，立陶宛大
公国的继承人。的确，在他的领导下，立陶宛大
公国在1514年的奥尔沙战役中赢得了对莫斯科人
胜利-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顺便说一句，
今年是他的诞辰560年。乌克兰的电影院向我们求
助，要求他们协助拍摄有关他在白俄罗斯的历史
影片。此问题仍在解决中。我对此主题感兴趣。
康斯坦丁的儿子-Konstantin Vasily Ostrog创立了奥
斯特罗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 关于他
的一些材料已经在乌克兰和立陶宛拍摄，但是如
果没有在白俄罗斯拍摄，这部电影就不会完整。
白俄罗斯是这个独特的历史人物的生活和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冠状病毒疫情结束后，这

个具有电影和科学意义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
宛项目将完成。

-请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Pilip Orlik及其成
就。

-如您所知，未来的盖特曼（Orlik）出生于Os
hmyany volost的Kosut村（现为Vileika区），一个
高贵的捷克-白俄罗斯-立陶宛家庭。他的童年时
代和他的青年时代在Vileyshchina度过，上了圣巴
西利安当地修道院的小学。在十七世纪80年代后
期，Orlik一家移居乌克兰，进入了基辅·莫哈拉
学院。

盖特曼流亡者去世后,Orlik当选为乌克兰右岸
的盖特曼。 1710年4月5日，盖特曼宣布他起草的
《扎波罗热军队的法律和自由盟约和宪法》，被

称为“皮利普·奥利克宪法”
。今天的政治思想纪念碑在其
相关性和高法律水平方面令人
震惊。Pilip Orlik的宪法在世界
历史上第一次将权力划分为：
立法、行政和司法。作为流亡
的盖特曼，Pilip Orlik采取了认
真的步骤，努力团结乌克兰：
他试图争取土耳其和法国的支
持，并担任了证实乌克兰人享
有其本国权利的出版物的作
者。

在比利利普（Vileika）区科
苏特（Kosut）村的Pilip Orlik家
中，安装了纪念他诞辰335周年
的纪念标志。白俄罗斯的乌克
兰“Vatra”公共协会及其明斯克
的“Zapovit”分支机构的乌克兰
公共组织的负责人Galina Yukhi

movna Kalyuzhnaya于2002年和2010年开始从事此
项目。在比利卡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纪念牌揭
幕。顺便说一下，今天Kalyuzhnaya来找我-我们正
在准备将Pylyp Orlik宪法翻译成白俄罗斯语。这将
是我们法律和法律文件的第一本乌克兰-白俄罗斯
共同的出版物——扎波罗热军队的自由公约。

2017年10月，在使馆的倡议下，并在白俄罗
斯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协助下，举行了一次
国际圆桌会议，讨论了18世纪上半叶Pilip Orlik和
欧洲法律思想在欧洲的活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的科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出版了一本关于Pylyp 
Orlik的小册子。

但是，我必须遗憾地注意到一个事实，尽管我
们两国总统之间就在白俄罗斯竖立纪念碑奥利普
的纪念碑达成了现有协议，但使馆的这一倡议并
未得到白俄罗斯当局的支持，而且仍未实现。

-战争把你我团结在一起...

为亚历山大•西尔瓦什科墓碑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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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回顾我们共同历史的悲惨故事。在
20世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确实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团结一致。如果我们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了解不多，那么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历史应该进行很好的研究。

数十万乌克兰人在白俄罗斯献出了生命，使白
俄罗斯脱离了纳粹入侵者。在白俄罗斯境内，有许
多纪念1941-1945年解放该国的乌克兰英雄的纪念
碑。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纪念英雄们永远安息的地
方。今年5月8日至9日，我与使馆工作人员和地方
当局代表一起在明斯克州乌兹里亚尼村的英雄炮兵
纪念碑英雄炮台（安托·莱昂蒂克上尉的炮兵连，
安德鲁·伦蒂乌克上尉的炮兵连）向苏维埃英雄第
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的纪念碑献花。纪念玛丽安
娜·高卡市传奇的“英雄炮兵连”瓦西里·托卡列
夫的战士，也是传说中的坦克乘员的埋葬地点，他
是波尔塔瓦州本地人的指挥官、中尉、苏联英雄、
明斯克州鲍里索夫市的帕维尔·拉克。

-是的，在更古老的历史中，团结了我们各国
人民的生活。

-当然！从基辅罗斯的历史来看，怎能不记得
弗拉基米尔大帝，拉涅德·波洛茨基和奥尔加公
主（创立了维捷布斯克）。

-拉涅达的儿子雅罗斯拉夫·怀斯是最著名的
王子之一，他曾坐在基辅王位上。波洛茨克的圣
欧弗洛森的遗物在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洞
穴中保存了多个世纪，直到1910年5月被移交给波
洛茨克。还有-Turovsky的西里尔。毕竟，图罗夫
教区成立于1005年，主教区的主教由基辅大都会
派往该部门。顺便说一下，有一些合理的说法是
Turovsky可能是著名的《伊戈尔军团之言》的作
者。此外：白俄罗斯的上古情人已经证实了大胆
的假设，即Murom的Ilya，以其城堡而闻名，现在
位于格罗德诺州的科雷里奇地区。提议仅在白俄
罗斯领土上搜寻他“史诗般”走向基辅的活动。

-有一个著名的表达：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所
写。甚至在苏联时期，立陶宛大公国被人说成是
完全“未被人注意”，“微不足道”的事实，这
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且我不排除在乌克兰-白俄罗
斯历史上，并非一切都像现实中那样书写。我提
请我们注意一个非常接近且非常有趣的故事。我
们想起了一个可以被视为时代象征的人。您还记
得著名的照片“易北河聚会”吗？美国中尉罗伯
逊和苏联中尉席尔瓦什科的拥抱。

-记住！我们知道，席尔瓦什科在明斯克地区
的克列茨基区住了很长时间，他的祖先是乌克兰
人。战争爆发前，他似乎是一名共青团工人...

-是的，这是正确的！您是否知道亚历山大·
萨夫罗诺维奇·西尔瓦什科是莫罗克村学校的校
长，在这里从事过启蒙运动？

-当然，我们也听到弗罗斯特的声音。毕竟，
我们在距克莱茨克9公里的村庄里有他的父母。

-因此，在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想起了这位著
名人物，一些政治家最近称亚历山大·席尔瓦什科
为“俄罗斯士兵”，但这是不公平的！毕竟他是乌
克兰人：最初来自Cherkasy地区Kavunovka村。他在
战后住在白俄罗斯。正如他们所说，让我们恢复历
史正义。故事的这些细节并不是次要的。

我们对他的记忆表示敬意。白俄罗斯外交部副
部长奥列格·克拉夫琴科出席了典礼，与他一起是
美国驻白俄罗斯代办珍妮弗·摩尔、英雄的女儿塔
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杰拉申科，以及我们大
使馆的军事人员。他们在一起在坟墓上献了花。白
俄罗斯中央电视台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从军事和战后历史来看，仍然有非常有趣的
事实。电影制片人谢尔盖·邦达祖鲁克是乌克兰
人，最初来自赫尔松地区，来自Belozerka村。他
的著名电影《人类的命运》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
注。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安德烈·索科洛夫的
原型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是同名故事的英雄，
也是电影的英雄，他是一名飞行员。还有格里高
里·多尔尼科夫，一名飞行员，来自莫吉廖夫州
Bykhovsky区萨哈罗夫卡村的白俄罗斯人。战后时
期的多尔尼科夫已经成为苏联的航空英雄。如您
所见，在苏联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细节。但这
是必要的。正如您所说，以历史正义的名义。

-不幸的是，从表面上看，我们受到我们共同
历史事实的指导。所以我要去一个我以为自己知
道的国家-我在这里自己发现了多少新东西！比
方说，读在基辅大学学习过的弗拉基米尔·科罗

伊戈尔•基济姆与乌克兰作家和出版商出席2020年2月举行的第十七届

明斯克国际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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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维奇在一个乌克兰村庄的老师中工作真是太
有趣了！顺便说一句，他的著名文章《扎姆利亚
的白色翅膀》是为乌克兰人撰写的，并首次在乌
克兰发表。瓦西里·贝科娃读到：“高山民谣”
、“没有死伤”。他与乌克兰息息相关-在那里，
战争给了他灵感，为他写出所有精彩的作品。真
是一个福音！阅读他的作品-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在那些写过有关战争的文章中，他和维克多·涅
克拉索夫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如果谈到拜科夫
的“麻烦迹象”，那么一部作品中的世界是如此
巨大！最近我重新阅读。在乌克兰，瓦西尔·拜
科夫诞辰90周年之际，出版了他的书的重印本，
其中包括乌克兰语的新译本。去年，这些书籍在
乌克兰最大的书籍展览会-基辅书库中展出。 今

年，在大使馆，拜科夫乌克兰语的现代翻译，以
及罕见的拜科夫的第一版之一被转移到白俄罗斯
文学史博物馆的收藏中。

-我们听说，在波尔塔瓦教育大学对这些出版
物进行了介绍-是在一位白俄罗斯祖先格列布·库
德里亚索夫的老师的倡议下进行的。

-是的，我们正在与Gleb合作。去年，我们庆
祝了《埃涅德》的作者伊万·科特里亚列夫斯基
（1769-1838）的周年纪念。在去年秋天大使馆的
支持下，明斯克主持了格列布关于科特雷亚列夫
斯基的生活和工作的演讲。你知道他在部队服役
吗？在利达！是的，在白俄罗斯城市！ 

-还有扬·博尔切夫斯基的命运，《奇妙出发
地白俄罗斯的Shlyakhtsits Zavalnya》的作者连接了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毕竟，他出生于白俄罗斯（
现为维捷布斯克州Ross sky区的Muragi村），在圣
彼得堡生活和工作，并在乌克兰度过了生命的最

后几年：他于1851年在沃伦的楚德诺夫市去世。
他在那里被埋葬。去年，他的坟墓被发现了……
顺便说一下，在Kupalovsky剧院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表演“ Shlyakhtich Zavalnya ...”！

- 谢谢您的提示。是的，我不会记住我们亲密
关系的所有表现。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作为酿
酒师，我会说：有些人喜欢一种葡萄酒，有些人
喜欢另一种，对吗？

-瓦伦蒂娜：我怎么能解释为什么我四岁的儿
子博格丹一直要我读给他听《埃涅提》。用乌克
兰语。我是乌克兰人，来自哈尔科夫的Volchansk
市。虽然我们在白俄罗斯没有说乌克兰语，但乌
克兰的基因，血统显然在我们儿子中很强。乌克
兰语言的旋律显然落入了他的灵魂。舍钦科还向
他朗诵诗歌。我的最爱之一是Lilea ...

是的，美妙的诗歌无处不在。但是，我将向
您展示我们出版的《科特雷亚列夫斯基》的精美
程度（展示这本书）。但这是从伊琳娜·丹内夫
斯卡娅的三部曲“Baguslav Radzivil”从乌克兰语
到白俄罗斯语的翻译。他们在明斯克国际书展上
展出。如您所见，有很多东西可以团结我们。而
且，我们彼此了解文化成就，因此相互丰富。所
以在2018年，当时我们在白俄罗斯度过了乌克兰
文化日（展示了精美的相册）。首先，在共和
国的宫殿中，有两千五百人参加。然后在亚历山
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故乡-在戈梅利完成独特的
事件。我希望今年能够在乌克兰举办白俄罗斯文
化日。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并且已经为该项目分
配了预算资金。不幸的是，冠状病毒介入了，计
划有变。当我们感谢上帝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
事实。在结束关于我们共同历史的对话时，我想
说：我们有彼此展示的东西，也有共享的东西。
来自立陶宛大公国的友谊传统将得到加强和延
续。

-显然，人们的吸引力和睦相处的时期受到某
些自然节奏的影响，他们成群结队。而现在恰恰
是我们两国有共同利益的时期。

-我同意。我们曾住在一个叫做苏联的国家。
关于其他共和国生活的信息很少。他们对乌克兰
一无所知：乌克兰、库帕拉、可拉斯、佩斯尼
里……对白俄罗斯也了解甚少。我们以苏联文化
为基础，致力于建设美好的未来。在十月革命前
所谓的人民历史上，如果他们深入研究，展示被
压迫人民在1917年之前的生活状况。

- 是的。正如他们所说，现在有机会深入研
究。请告诉我，您读过哪些乌克兰诗人的作品？

-你知道，我对Lina Kostenko的诗歌印象深
刻。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更加了解她的
作品的深度和深情。但是，老实说，我没有丰富
的诗歌经验。一切都在学校，大学里接触的。对

位于鲍里索夫附近的彼奇城为战争服务多年之后



26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高层外交

于Lesia Ukrainka的作品比较熟悉。现在，我开始
发现自己是哲学家。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当
然，在学校，大学里，还需要阅读更多内容。

-瓦伦蒂娜：我记得我在基辅学习的方式，学
生们聚集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上，在那里
读了诗。特别是不在学校课程中的Vasil Simonenk
的作品。

-不幸的是，当时规定了苏联人民需要阅读
的内容。在任何此类未经授权的聚会中，总是有
人穿着夹克。正如他们所说，浪漫史是用铅笔记
录的。这样的岁月是我们经历过的故事。感谢上
帝，我们走出了这条路，走了自己的路。

-在乌克兰读过哪些白俄罗斯书？他们说，弗
拉基米尔·科罗特克维奇是白俄罗斯最受欢迎和
发行的图书。毕竟，正如您所知，他曾就读于塔
拉斯·舍甫琴科基辅州立大学。顺便说一下，在
故事“栗子狐狸”中，科罗特克维奇特别写了关
于基辅的文章。你读过白俄罗斯作家的书吗？其
中哪一个最接近？

-在乌克兰，他们都认识雅库布·科拉斯，
扬卡·库帕尔和阿洛兹·帕什科维奇，但也许
您是对的，弗拉基米尔·科罗特克维奇是白俄
罗斯人读最多的书。也许这确实是由于弗拉基
米尔·科罗特克维奇非常热爱乌克兰，经常来
到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并且与许多乌克兰
著名作家成为朋友的缘故。2011年，在基辅市
中心开设了一座美丽的弗拉基米尔·科罗特克
维奇纪念碑。

-您如何评价Pavel Tychina的诗：
如果我没有燃烧着-我就活不下去。
如果我不喜欢-我就不会歌唱。
我不知道害怕。
因为我如火焰一般。
我燃烧着。
我与火同住。
我不知道我如何死亡。
我的生命，
是永恒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而且我是这样理解它

的：您不应该像昆虫那样生活，最好是自己保持
良好的记忆力，并活下来以便记住我们的事情。
如果你活着但不燃烧，那有什么意义呢？你会温
暖谁？在这里，我将回到亚历山大·席尔瓦什
科。他的一生值得尊重。尽管他没有任何特别奖
项。但是生活是诚实的，是别人的榜样。顺便说
一句，他的女儿说乌克兰语-她知道自己是乌克兰
人。因此，这个人对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
们决不能忘记他。您可以在不同领域实现自己的
才能-这取决于您的喜好和实力。在家庭中，您可
以在自我、专业、创造力，帮助邻居中实现自己

的成就……但是，您肯定需要燃烧。在接受采访
时，他们莫名其妙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人生中最
重要的是什么？我说：运动。还有成功。毕竟，
没有什么能像您当前的成功一样激发您前进。为
了取得成功-您需要做一些事情。努力，向上。

-伊万：在艾修伯里，我们发现了类似的说
法，即观察“生命体现在行动中”。当我写有关
最近在明斯克举行的胜利日游行时，我甚至还给
我的一篇文章取了名字。

-显然，聪明的想法浮在空中-您只需要抓住它
们即可。确实如此：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
需要行动。站着不动，或者等待“顺风”，或者
是特殊条件才能自我实现-这不是我的工作风格。
也不是我的生活方式。

-可以这么说，让我们试着把乌克兰驻白俄罗
斯大使馆的活动数字化，以确认你们为我们国家
的利益所做的集体努力的有效性。

-第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工作的
效率——贸易额。作为您和我们双方双边关系活
动的标志。根据2020年第一季度的结果，白俄罗斯
共和国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名第二，在世界各国（
中国、德国、俄罗斯联邦、波兰）中排名第五。 
2019年的总贸易额为5.507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
增加了2.496亿美元或4.7％。2020年第一季度，我
们的贸易额为1.214亿美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
少了3640万美元。美国或3.1％。同时，2020年第
一季度乌克兰商品和服务出口达到3.936亿美元，
比2019年同期增加2130万美元，即5.7％。

根据您的统计，去年的贸易额超过60亿美元，
而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一数字还不到六。这是我

伊戈尔•基济姆出席白俄罗斯举行的乌克兰文化日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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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我们经济的一项伟大成就。我们肯定会
记得，我们是白俄罗斯在独立国家联合体领土上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的第二位。如您所见，我们
的关系非常密切和互补，互惠互利。2014年达到
峰值：80亿。但是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
事件，影响了我们的关系。2016年12月，当我开
始在这里工作时，贸易额已经有所增加。巧合并
非重合，但有持续的增长。从4亿到60亿。这是良
好的成长。

-实际上，是一年半...
-更确切地说，甚至两年。因为他们开始从数

字3.6中恢复。
 -什么样的人物表现了乌克兰人散居白俄罗

斯？

-当然，白俄罗斯有乌克兰侨民，他们在各行
各业工作。另一方面，我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过，
我知道散居国外的活动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在白
俄罗斯，我经常听到同胞的声音。但是这里我们
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一点。我们都是平等，相同
的，我们兄弟民族……苏联的心态反映在这样的
世界观中。

-那么，是否存在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
-是的，白俄罗斯有乌克兰人。有人积极地认

为我们进行了民族革命。我强调：不是我们的敌
人所说的民族主义！有人这样说的目的我不太了
解。但是在加拿大，乌克兰人的动员能力更好，
具有较高的乌克兰人认同感。他们尊重自己的根
源，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但是在这里已经有
近一百年没有实行了：这里的每个人都被改造成
苏联人民。包括在乌克兰。感谢上帝，我们的民

族觉醒在过去的25-30年中一直在进行，在2004年
橙色革命之后更积极地进行了-在先申科的领导
下。特别是在2013年尊严革命之后。现在人们开
始为自己是乌克兰人而感到自豪。正如我们的总
统所说，这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乌克兰人。
因为如果您失去了根基，您将以另一种方式成为
人。这是总统说的。您可以处于任何社会，处于
任何状态，但是您应该感到有参与感。在假期里
唱乌克兰歌曲或在舍甫琴科纪念碑上看诗。

-有一句话很奇怪：没有什么是偶然的。而
且，如果您认为某事是随机的，那么显然，您根
本就不知道事情的所有隐藏原因。在这方面，您
如何看待：为什么您这次要代表乌克兰在白俄罗
斯的利益？您有想过吗，也许是遥远的世袭根源
将您拉到了白俄罗斯？

-正如他们所说，外交官不会影响自己的命
运。通常是别人为我们选择我们将服务的地方。
作为副大使，我在伦敦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有
很大的计划和前景。当他们打电话给我，并说总
统想要指派我到这里，我别无选择。但是有一种
感觉-当我在这里工作时，我忽略了白俄罗斯的
某些事物（大笑）。两年来，我在白俄罗斯只
到过树林里、田野里、训练场上、穿过装甲。但
是没有全面的看到白俄罗斯。当他们问我：这些
年来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回答：没什么！什
么，明斯克没有改变？我说：伙计们，那时我没
看到明斯克。我只在森林和垃圾填埋场看到了蚊
子...

-您如何评价区域论坛这种合作形式？达到期
望了吗？下届论坛的准备工作如何？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伙伴对它有兴趣吗？

-这是个重要问题。我有信心举行区域论坛，
将其作为扩大贸易、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
区域间合作的强大动力的可行性。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和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2019年10月于日托米尔举行的第二届论
坛上的会议上确认了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原则是
积极的。

在2018年和2019年在戈梅利和日托米尔的两
个区域论坛的框架内是否满足期望？由您自己判
断。他们签署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之间的1个
政府间，4个部门间和21个区域间合作协议，以及
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商业合同。

我们认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发展是增加双
边贸易的储备之一。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与2018年相比，2019年有16个乌克兰地区增
加了对白俄罗斯的出口。另外，在乌克兰的9个地
区，白俄罗斯产品的进口有所增加。下列事实证
实了这一点：举行区域论坛有助于增加乌克兰-白
俄罗斯贸易。

在"库巴林"节期间， 

伊戈尔•基济姆和他的家人在亚历山大农业小镇。



2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高层外交

一

关于定于十月在格罗德诺举行的第三次区域
论坛的筹备工作，我要指出，在乌克兰-白俄罗
斯工作组最近的一次会议（关于区域间和跨境合
作的讨论，今年6月9日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
上，各方通报了该活动的筹备情况，主要内容和
地点。该论坛的计划草案计划了几个专门工作组
会议（包括关于增加农业、食品和其他产品在乌
克兰和白俄罗斯市场上的相互影响的工作组，关
于工业合作领域的合作的工作组，科学技术合作
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工作组）、商务合作咨询
委员会的会议、两国企业和公司产品的展览，以
及两国总统参加的全体会议。

我们注意到，乌克兰地区越来越有兴趣参加
论坛，这体现在，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的倡议
下，提出了发展与白俄罗斯合作和签署相关协议
的建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基洛
沃格勒，捷尔诺波尔和切尔尼戈夫州国家行政当
局）。

正如我最近关于双边贸易合作的视频会议所
显示的那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商人提出了许
多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发展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很感兴趣。在视频会议期间，我建议企业考虑在
白俄罗斯建立业务结构以促进乌克兰产品进入白
俄罗斯市场的可能性。令人欣慰的是，该倡议现
已由个别企业家积极谈判，我们希望将其切实执
行。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我们各国对区域间和贸易
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怀有浓厚的兴趣，而每年举行
的区域论坛成为其扩展的机会和便利的平台。

-您如何看：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国家之间合作
的动态发展？

我们在经济领域加深互利双边合作的一系列措
施众所周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间贸易和经
济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举行了27次会议；多个机
构间工作组；双边协议。

这些机制有助于寻求旨在扩大经济联系的解决
方案。

关于协定，我要强调，在第一和第二届论坛
期间，我们极大地扩大了区域间关系的双边法律
框架。我相信，这方面的进展正在逐步转变为我
们区域一级的贸易量的增加。我希望今年我们将
举行贸易和经济合作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

防御措施严重阻碍了双边贸易。我想说，欧
亚经济委员会通过的有关乌克兰商品的决定在减
少其方向上对乌克兰-白俄罗斯贸易产生了重大影
响。消除这种措施符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双方的
利益。

我想说，在国外市场开展业务的工作特征是
众所周知的，不是问题，而是计划业务时要考

虑的组成部分。是的，在白俄罗斯，与在其他
任何国外市场一样，要取得成功，您需要了解
某些功能和方法。伙伴国家的商业环境问题不
在双边关系议程上，但我们已经开始与该国的
商业协会以及商会合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不幸的是，由于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4月1日
举办的“乌克兰-白俄罗斯2020”商机论坛必须
推迟。该论坛的目标之一是向乌克兰企业介绍
在白俄罗斯市场工作的特殊性。

但是，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为第三届区域论
坛做准备，希望在这一轨道上取得良好的成果
和经济效果。

 -大使馆是否处理我们两国之间的旅游业发
展？

当然，使馆特别注意这一领域的工作。同
时，乌克兰的旅游发展问题目前由乌克兰经济
发展，贸易和农业部、旅游部负责监督。

但总的来说，应该理解，旅游业是一项业
务，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任
何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国家创造了商业中的
游戏规则，保持规则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关于使馆的作用，我可以指出，我们对乌
克兰参加在白俄罗斯举行的国际旅游展览会
的支持。过去几年中，我国积极参加了4月在
明斯克举行的国际旅游展览会“Rest”。不幸
的是，由于冠状病毒疫情，今年的展览没有举
行。

每年参加该展览会的乌克兰公司的数量都在
增加。顺便说一下，我们有一个传统-参加展览
的所有旅行社都聚集在使馆，我们讨论计划并
提出一些建议。尽管在我们看来，白俄罗斯的
展览仍很少公开。我们敦促旅行社来到这里，
因为乌克兰正在等待热爱白俄罗斯游客。

-您喜欢什么白俄罗斯美食？您喜欢做饭
吗？例如，土耳其大使穆斯塔法·奥兹詹先生
一问到美食我们就变得非常活跃，因为他是烹
饪的狂热爱好者。在电视节目《烹饪外交》
中，您谈到了乌克兰菜——克鲁切尼基。看起
来您真的很喜欢美食。

-它做得足够快，所以我在节目中选择了
它。我最喜欢的是罗宋汤，还有白菜卷肉和乌
克兰饺子。总的来说，我喜欢我妻子塔蒂亚娜
做的所有饭菜。有时我自己做饭，虽然很少，
但是有些菜由我专门负责做。我跟记者说过：
最好的炒鸡蛋和煎蛋只有男性才能做。家人们
还称赞我做的汤。

-您认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时代想要作为使者成功地交流，

双方需要互相对视。
采访：伊万和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29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家庭价值观

一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一年前，公共协会“父亲委员会”出现在明

斯克。该组织是国际活动“世界需要白俄罗斯
的父亲”的正式合作伙伴和代表。早些时候，社
会教育机构“父亲”被注册。实际上，这是两个
从事同一件事情的组织。只有在“父亲委员会”
中，父亲才能参加培训并获得支持，从而实现其
在社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因此，例如，一
位父亲-“父亲委员会”的成员接管了维护公园
的任务-位于明斯克南部的一个广阔的绿地。“
父亲”的法律形式并不意味着成员身份，也没有
赋予组织采取联合行动的权利。但是，它可以让
人们进行各种教育计划：男子家长会，培训研讨
会……按照法学语言，“委员会”和“父权制”
被称为附属组织。因此，以不同的方式称呼它不
是错误的。

“几乎每一个严重的心理疾病都与父爱的缺失
有关”-这句话是霍华德家庭、宗教与社会中心的

研究人员兼美国父子联盟主席（2005-2007年）斯
蒂芬·巴斯克维尔教授提出的。从地球上不同地
区定期发生的社会灾难来看，缺少父爱的问题是
全球性的。有这样一个统计指标-一个确定父亲参
与家庭事务的水平的指数。在白俄罗斯，这一比
例为3.8％，每天大约12分钟。父亲和孩子们度过
的时光（强调！）这么少。但以摩尔多瓦为例，
这个数字是1.5％。在哈萨克斯坦是15％，这被认
为是相当高的比率。虽然总的来说还不够。

在各个圈子都有加入我们白俄罗斯“委员
会”的人：歌手、自媒体人、心理学家、语言
学家、记者。顺便说一下，所有人都是有很多
孩子的父亲：有四个孩子，有六个孩子。我们
制定了O4策略，该策略代表“负责任，有意
义，有意识的父亲”。据父亲委员会主席亚历
山大·维利希科称，该战略的目标是让白俄罗
斯家庭中的男人们致力于陪伴自己的孩子。实
际上，一切始于他。“父亲”有一个铁律：养
成“我们”的习惯。在谈话中，亚历山大反复

关于父亲的活动在108个国家存在。白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在明斯
克，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组成的社区，他们教所有的爸爸让他们的孩
子开心。

新潮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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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所
有的发展都不是特别属于
任何人的，即使它们是由
一个人创造的。”

“爸爸Skype，爸爸Face Time， 
爸爸What`s up”

他承认，以前，他为在国外出差六个月而感到
自豪。但是后来我看到孩子们自己成长，家庭内部
的磨擦和困难开始了。亚历山大作为一名合格的心
理学家，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现在是改变生
活优先级的时候了。他将国外旅行的次数减少了三
分之二，开始恢复家庭关系，以弥补失去的时间。
然后我发现在讲俄语的世界里，关于亲子关系的话
题没有信息，方法和建议。是的，鄂木斯克有一些
发展，但尚未完成。此外，一名妇女领导了这一过
程。亚历山大相信，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男性的
心理与女性不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经过长时
间的搜索，他去了芝加哥州立大学，并在美国俄亥
俄州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有一天，他应邀参加了
一次商务会议，在那里亚历山大会见了神经科学
家，生理学家，父亲和儿童领域唯一的领先专家
Cassie Carstens博士。在开普敦大学担任校长一职
时，他邀请亚历山大学习。因此，白俄罗斯父亲
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因此接受了父亲心理学
领域的研究生教育。

最初就是这个词

回国后，亚历山大首先在他的熟人和老师工
作过的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研讨会。他们当然
也加入了社区。教育部的雇员参加了其中的一次
会议，然后邀请了一批有爱心的人来建立法律体
系。那里有“父亲”组织，有专家和教学建议，

男士俱乐部。这些研讨会是由该组织的成员自己
开发的，他们是医生和“心理学家”候选人，我
会这样称呼科学，即心理学家、教师、社会学
家。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是男人。白俄罗斯教育
大学对所开发的方法也有评论。

现在，白俄罗斯有与“父亲”相关的100余所
学校。并且有500多个申请和邀请来做演讲。

亚历山大回忆说，第一个研讨会的主题是“
把父亲交给孩子”，它的诞生本身就是这样：一
次会议上，一个男人问：我的儿子生日时我应该
送给他什么？答案很简单-把自己给他，即所有的
空闲时间。该研讨会的实质是向父亲展示存在问
题，应该由男人来解决。但是，如果他是主要的

养家糊口的人（在大多数白俄罗斯家庭中是），
父亲应该给孩子多少时间？当然，孩子总是想见
他的父母，许多孩子的父亲被亚历山大说服了。
因此，您必须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没有
其他方法。据统计，到37岁时，爸爸正在失去他
的家庭。数据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白俄罗斯的平
均离婚率为54％。分离的主要原因是男性很少参
与家庭事务：平均为8％。这里所说的参与并不意
味着“爸爸回家并坐在沙发上”。这应该是一项
积极的活动，父亲可以自觉地塑造孩子的个性。
但是首先，您需要了解广播的内容。确实，正如
著名的《教学诗》作者安东·马卡连科所说，榜
样不是抚养孩子的主要方式，而是唯一的方法。

亚历山大说：“父亲变得不愿与人往来。” 
为什么？因为习惯了。关于此主题有多个版本。
根据其中一个也许是最普遍的缘由，战后没有人
留下。妇女被迫履行职责。现在他们不想负责
了。但是在爱尔兰没有战争！而且那里的参与
指数仍然很小-8％。伊斯兰国家的情况略好一
些。但我认为，当父亲完全控制一切时，存在偏
见。但是我们的父亲们无动于衷：好吧，孩子在
成长，任其成长。我们在青少年中进行了一项调
查：父亲与你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的比率。在80

“亲子关系社群”的第一任父亲

亚历山大•韦里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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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答案是“从不”，不记得。但是父
亲不仅是家人。他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家之主（在对家庭负责任的情况下）。仅仅说“
我负责”是不够的。权力和责任是同一枚硬币的
两面。一个是没有，另一个就是专制或草率。

因此，亚历山大说，男性社区的首要任务之
一是“达到”父亲的意识并让他们看到问题所
在，并帮助改变他们做父亲的方式。那是个大
问题。他们不去学校开会。为什么？好吧，例
如，妇女为祖国的捍卫者举行会议……因此，
她们开始邀请各地的父亲参加。男人很快就能
理解男人。

“总的来说，他们不喜欢分享，揭示。亚历
山大说，和一个男人说话完全是不现实的。为什
么许多人喝酒？来自绝望。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
他们的问题。后苏联时代没有文化可寻求帮助。
它被认为是软弱的体现，是一种耻辱。”因此，
当男人来参加培训时，首先要他们分享好消息，
然后再谈论问题。 “只有五个人，但是敞开心扉
真吓人！”但是一年后，当他们成为朋友时，他
们已经在寻找彼此的乐园，整个团队都在为某人
买车。一开始，他要寻求帮助并承认自己是不懂
汽车的男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

社区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教会您成为其他父
亲的教练、老师、助手和顾问。这是亲子运动的
本质-吸引和团结尽可能多的男人。该组织的一
个网站上写道：“到2025年，我们希望覆盖全国
40000名父亲，并向他们传达有关真正的亲子关
系的信息”。听起来很美。但是，“父亲”究竟
为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做了什么？

学校不只是为母亲敞开

在明斯克、布列斯特和维捷布斯克（该组织
有分支机构）进行的培训名称是“ 50个父亲的习

惯”，该培训每周一次，由父亲、祖父、未来的
父亲、商人和工人组成，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具有
不同的社会地位。顺便说一句，亚历山大指出，
对于男人来说，亲子关系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父
亲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意识就越强。据统
计，白俄罗斯父亲响应这一呼吁，要求变得更加
公开。在俄罗斯，父亲的参与程度占1-2％，而
我们的为5-7％。据亚历山大说，这已经算多的
了。在乌克兰，情况与摩尔多瓦相同——不好。
在“父亲学校”的班级中，大多数是有意识的父
亲，而不是那些“我不想与之接触的人”。这有
其优势，亚历山大不会灰心，因为团队正在这样
成长。然后，这些“有责任心”的父亲获得了技
能，在城市乃至全国的各个地区开放了他们的团
队。因此，在明斯克，已经有大约一百个社会成
员。

“父亲的50个习惯”培训分为7个主题模块，
共50个主题。“但我们不坐下来讨论，这没有成
效。”应我的一贯要求，亚历山大略微讲述了培
训的实质。第一堂课是由所谓的主持人，小组教
练进行的。剩下的六次会议由这些参与者自己进
行。我们给他们一个主题的要点，并请他们解释
例如责任的概念。毕竟，正如马卡连科所说：学
习的最好方法是开始教别人。下一点是问责制。
比方说，父亲做了功课：制定家庭预算。然后他
来报告结果。想象所有人互相报告！这是有效
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没有充分的理
由就不会做这项工作。”

妈妈们在学校那里讨论。亚历山大坚信，孩子
最想要的礼物是对母亲的爱，对母亲的积极态度。
一个有趣的事实：5岁以下的儿童如何感知他的母
亲。许多人不了解：例如，为什么女孩不喜欢蓝
眼睛金发的男孩。她自己无法解释。貌似他是一
个好人，一个英俊的人-但我不喜欢他！最有可能
的是，在她母亲的环境中，有一个类似的人对她不
好。这是固定在潜意识里的，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初
几年。但是许多父亲为他们给孩子送礼物而感到生

阿列克斯.维列奇克的办公桌上---都是必需品

有爸爸陪伴时总是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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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孩子们根本没有反应。“不必对妈妈大吼大
叫！” 亚历山大说。男人经常发誓：我永远不会
对我的妻子大喊大叫，因为我的孩子会学我。在培
训中，这个问题直到培训结束才能找到答案。“一
个人说：我开始改变了！另一方面，当妻子确认其
改变时，那才叫真正的改变。”发生了这样一个荒
谬的案例：他们指示父亲每天拥抱他的儿子七次：
要让孩子感到被接纳。然后妈妈说：丈夫回家后，
呼唤儿子：过来，我会拥抱你七次。一二三。教室
里有没有讨论过这样的身体接触？“但是今天，这
位父亲是最成功的教练之一。顺便说一句，这位男
士之前曾经酗酒。但是后来戒了。尽管培训没有关
于酗酒的主题。当一个人意识到时，甚至家庭暴力
指数也会下降。我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要求，就青
少年自杀的原因提供统计数据。他们告诉我，他们
没有对此主题进行研究，但是在那些留下遗书或幸
存的人中，有70％的人表示家庭的功能失调。这主
要是由于父亲像一名侵略者。对您的父亲说这些话
时，他们会感到震惊。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对孩子
大吼大叫，孩子能从屋顶跳下来吗？是的……”与
保护、安全、力量、可靠等词语相关的爸爸开始大
喊大叫，这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心理。有时候，当
父亲最终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会哭泣。亚历山
大讲述，在明斯克Kommunarka糖果工厂的150名员
工组织的一次会议中，一位父亲突然说：我意识到
我的儿子是差生，是我的错。他已经14岁了。但是
亚历山大深信，重新开始永远不会太晚。这将很困
难，但一切皆有可能。

“委员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例如，由于
该组织的一位成员，国家儿童心理神经病学诊所
与“父亲”之间建立了友谊。男人会为诊所提供
所有可能的帮助：他们涂油漆、增白、修理电子
设备。与年轻的病人在一起，打扮成圣诞老人。
他们经常去孤儿院。由于这些活跃的父亲，组织
了排球比赛，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比赛。
亲子足球杯已经开始。还有骑自行车，徒步旅
行……例如，一位父亲想出了一个名为“四个火
枪手”的项目：72小时没有工具在野外生存。只
有盐，火柴-在喀尔巴阡山脉，在高加索地区。
爸爸和男孩们真的很喜欢这种极限运动。我们也
考虑女孩的感受-最后，我们决定组织Papa Ball。
计划于12月12日在国家工会文化宫举行。他
说：“我们男人并不真正了解跳舞，所以我们当
然会担心。每周末排练。但是女儿们很高兴！”

当妈妈担任爸爸的角色时

当亚历山大详尽地讲述了他改造现代家庭的愿
景时，我想所有这些听起来都非常美好和乐观。但
是，如果没有父亲，没有人可以参加培训和研讨

会？毕竟，我们有很多单亲家庭。亚历山大提出的
争议是客观的数字：在白俄罗斯，单亲母亲占46％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数字仍然很高。但是，我
没有考虑“不满的杯子”，而是直接问：如果没有
爸爸，该怎么办？“至少有祖父，”亚历山大笑着
说。教练在父亲的某些职能上也做得很好。”在西
方，“伙伴关系家庭”计划效果很好。其实质是，
完整家庭要照顾不完整家庭。“父亲委员会”已经
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但亚历山大承认，他尚未完全
了解这种计划如何在我们的现实中发挥作用。毕
竟，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
孩子，都并不需要。瑞典人进行了这样的实验：将
儿童收容所与疗养院相结合。结果，根据调查，老
年人的孤独感减少了，孩子的孤独感也减少了。亚
历山大给说，这样的系统也可以与我们合作。由“
父亲”开发，并为单身母亲提供培训。“总的来
说，这是一场悲剧，”亚历山大做出了全球性结
论。在摩尔多瓦，无父爱的孩子很流行。父亲们无
一例外地赚钱。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离开该
国工作一两年。80％的同性恋者是在没有父亲，对
男性气概一无所知的家庭中长大的。不管妈妈有多
好，她都不能给他一些男性最基本的东西。首先是
保护。他曾与女权运动的代表争论过一次。他们争
辩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男女之间没有区别。所
以我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会有一群人不在

爸爸,妈妈和我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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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你的观点，他们将开始强奸和殴打你。然后你把
自己变成了农民，与其他农民一起躲在树林里。好
吧，或者去服兵役。但是你的女人离开了！亚历山
大说，自我认同的形成也纯粹是由于父亲，还有道
德教育。妈妈可以很积极，孩子甚至会欣赏她，但
是孩子会更大程度地模仿父亲。在60％的情况下会
发生这种情况。父亲是任何孩子的第一合法权威。
如果父亲宽恕，孩子的态度将是相同的。如果父亲
是一个暴君，那么警察似乎都是他要逃离的最可怕
的人。因此，在家里营造爱，而不是恐惧的气氛是
父亲的任务。

爱的痛苦

在“父亲委员会”中明确反对离婚。他们甚
至就这些问题进行家庭咨询。顺便说一下，在90
％的情况下离婚的发起人是女性。在第一次正式
缔结的婚姻中，离婚率是51％，第二次是70％，
第三次是90％，第四次及以后是100％。这项公
开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第一个负面经历在下
一次留下了印记。离婚是一个鸿沟。这是永远存
在的疤痕。因此，从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的角度来
看，保持旧关系比建立新关系更为正确。

妻子是男人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俗话说：
丈夫是头，女人是脖子。无论脖子转到哪里，头都
去那里看。“为什么不利用它？显然，亚历山大转
向我，我是人类女性一半的代表。当然，您可以使
丈夫为之发誓。例如，您可以写信给我们，参加研
讨会。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每个人来的前夕
打电话，他们指定了谁会来。原来，有27个人完全
不知道自己被记录。但是每个人都来了！其中有五

个是我们今天的教练。女人的作用是在家里营造一
种使丈夫想回到她身边的氛围。亚历山大开玩笑地
说，这个人是一匹马：他被驾驭了。反之亦然：如
果他能不工作，因为妻子把一切都交给了自己，那
么他就能不工作。丈夫作为轰炸机：升空并飞翔。
在这种比较中，如果一个女人是一名战士：她可以
上升，高于男人，他也可以调整，支持妻子。毕
竟，关系不是要寻找，而是要建立。

我们谈到了人口状况。“对我们来说很不
好，”亚历山大说。进入良好的状态大约需要30
年，在此期间，我们将陷入人口统计学的深渊，
整个国家将会灭绝。但是，我们似乎是在一方面争
取人口统计信息，而另一方面却在杀害儿童。我说
的是曾经在“委员会”中发现，80％的男性不知道
自己的伴侣想要堕胎，而在50％的男人不知道伴侣
怀孕。他们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他们强迫一位女性
伴侣同意堕胎。宫内杀伤率下降了五倍！如果没有
人堕胎的话，那么今天的白俄罗斯将有五千万人。
我问其中有多少个功能失调。毕竟，生育还不够，
还需要教育。据亚历山大说，处境最不利的是家庭
中有一个孩子，尽管您经常能听到有关大家庭的情
况。“我们到过一个家庭：一切都干净，美丽，但
女儿却神经质。父母在赌场里待了几天。他们不在
家。一个六岁的孩子总是一个人。”于是出现了一
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意思？亚历山大本人曾用祖父
的靴子上学，父亲也穿着这双靴子。服装是从他叔
叔那里来的，比他早20年从学校毕业。不过，亚历
山大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快乐。他的父母离婚了，但
亚历山大小时候从未见过他们的冲突。如今，没有
人因为在儿童面前起冲突感到尴尬。在已经提到的
神经病学中，有很多孩子用来起诉配偶，就这样，
一个孩子被带到了医院。也就是说，孩子是讨价还
价的筹码，而不是爱的果实。

亚历山大说，问题不在于婚姻。问题出在头
脑，缺乏理解，意识。您可以与任何人建立关
系，也可以爱任何人。您只需要为自己清楚地定
义更重要的一点：维持家庭幸福还是个人幸福？
如果第二个——为什么结婚，要有孩子吗？爱是
一种牺牲。对于谁会受苦的问题，她总是回答：
我！

***
尽管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质性交谈，但是在

面试之后，我仍然有一种轻描淡写的感觉。如果
没有祖父，叔叔和教练呢？如果父亲去另一个国
家谋生，不能回家？如果没有爱呢？

在我看来，无论一个人多么希望，都不可能
使生活适应某种和谐构建的系统。但是我绝对同
意，父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快乐。
如何做到——孩子会提示的。

爱丽丝·冈格父母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孩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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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里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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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个节日之
际，我们全
家决定制作
自制的焦糖
糖果，例如
公 鸡 棒 棒
糖，送给我

们院子里的男孩和女孩。我的
儿子和女儿将这些糖果带到街
上时，孩子们像一群鸽子一样
飞来飞去，有时他们会在院子
里吃。但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糖
果，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相同的
问题：我们需要保护儿童免收
什么样的侵害？

这是我们听到的回应。
“冠状病毒”，9岁的亚瑟

敏很快回答道。
“打架”，她的弟弟达米尔

说。
“寒冷的天气”，同伴雅西

敏•阿里纳若有所思地说，并舔
了舔冰淇淋。

“还有饥饿”，埃琳娜补充
说，她比他大一岁。

必须保护儿童免于火灾！8
岁的泽尔塔用严肃的表情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并非所有孩子
都知道火柴不是玩具。

9岁的热尼亚说：“免受各
类不同的侵害。”然后，他

认真看了看，拿出一部智能手
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保护儿童免受什么伤害？是
的，一切都好，请放心。你只
需回答问题，我需要你的帮

助……”。 “让孩子们不受
欺负”，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
音。

“疾病！” 7岁的萨沙说。
“飞盘。”骑着滑板车路过

的西里尔开玩笑说。 （但是谁
知道呢？正如他们所说，在每
个笑话中，好笑的只有一小部
分。）

“交通事故”，米兰说。她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升入四年
级！

众所周知，国际儿童
节于1949年在巴黎设
立。战后，白俄罗斯
同样把6月1日设为儿
童节。 
在目前的冠状病毒疫
情期间，全国各地在
线上举办了各类活
动，而线下活动需要
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的孩子有未
来吗？”这是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国际专
家委员会进行的研
究主题。 2月，专
家们比较了世界不
同国家的生活条
件。在全球排名
中，白俄罗斯领先
于所有独联体国
家，超过了其邻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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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因为他们可以
绑架你！”这个六岁的男孩
说。

未来的一年级生卡佳补充
说：“强盗。”

“自己和很多教训”，伊格
纳特平静地说。他上七年级。
答案表明，男孩正在思考自己
的行为对其个人影响的问题。

他 的 7 岁 姐 姐 乌 尔 亚 娜
说：“陌生人、迷路，还有在
未建好的房屋内做游戏。”

三岁的基拉思索了很长时
间。然后她去找妈妈，与她一
起去接受采访，她说：“妈
妈，抱我。”好吧，一切都清
楚了：与妈妈一起什么都不怕。

4岁的贾尼斯脱口而出：“
需要保护儿童免受白鲨的侵
害，因为它们会吞噬人，并注
入毒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
趣。

纳迪亚已经14岁了。女孩大
声说道：“不应有家庭暴力，

遭到殴打和侮辱。”她的大姐
姐玛丽亚今年18岁，她说她想
免受不良伴侣的伤害。

有趣吧？我认为是的。
我听了院子里“团队”的回
答，并想道：每个孩子都有
权享有幸福快乐的童年。我
们的责任是千方百计，使男
孩和女孩在充满爱、安全、
繁荣、创造、自由的氛围中
成长，而他们的空闲时间应
该充满有趣的游戏。

5月31日晚-6月1
日，在首都公园
的中央入口处，
用粉笔绘制了巨
大的笑脸。白俄
罗斯艺术家以这
种不同寻常的方
式关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在白俄
罗斯开展的“只
关于儿童”宣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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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忽
略的细节。当我们解散时，我
注意到附近有位中年女人坐在
长凳上。她仔细，友善地看着
我，看着孩子们。好像她想说
些什么。我在附近停了下来。
而且我听过卫国战争退伍军人
经常重复的话：如果没有战争
就好了……那位女士补充说：
真是幸福，孩子们不知道我们
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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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平均而言， 
2019年有186.9万名18岁以下的儿童。

按年龄划分的儿童人数分布 
（2019年18岁以下儿童人数的百分比）：

0-6岁

78万

7-14岁

82.5万

15-17岁

26.4万

超过一半的妇女生二胎、 
三胎……

每年出生的男孩更多。
2019年，出生了8.76万名儿童
包括1056对双胞胎和14对三胞胎。

男孩4.52万 孩4.24万名

一次性福利：*

第一个孩子出生： 
2467.8白俄罗斯卢布

第二个和第三个孩
子—— 
3454.92白俄罗斯卢布

三岁以下孩子的每月津贴：
第一个孩子——405.48白俄罗斯卢布，
两个以上——463.4白俄罗斯卢布，
残疾儿童——521.33白俄罗斯卢布。

十大最受欢迎的儿童名字：Maxim，Artem，Mikhail，Alexander，
Matvey，Sofia，Anna，Maria，Ksenia，Anastasia **。

* 2020年5月1日。
**截至2020年1月1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白通社 。

6月1日设为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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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维度中的未来形象
去年，白俄罗斯三个城市（新格鲁德克、新波洛茨克和波洛茨克）的地方议会代
表首次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前景，批准了绿色城市发展计划。这些文件是由工作组
制定的，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和开发计划署绿色城市项目专家、地方城市行政管理
专家以及公众参与了工作。从本质上讲，绿色城市规划计划形成了一个战略愿
景，也就是说，一个特定城市希望实现的未来形象，同时考虑到其今天的状况、
当前的挑战和现有的潜力。这些计划不多不少，体现的是未来20年的一项完整的
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
今年已经有四个城市制定了绿色城市发展计划——泽尔瓦、格鲁德克、科尔马、
克里切夫。现在，对这些重要文件进行着公开讨论。

城市开发项目“绿色城市”---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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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瓦、格鲁
德克、科尔马、
克里切夫……
谁是下一个？ 

一年前，泽尔瓦、格鲁德
克、科尔马、克里切夫赢

得了中小型城市开发绿色城
市规划的竞赛。比赛是全球
环境基金项目和开发计划署
绿色城市项目的一部分。对
申请进行技术评估的标准是
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已经实施
的社会、经济、环境项目对
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经验。
此外，地方政府的重点是让
地方社区参与绿色城市规划
的设计过程：企业、非政府
组织、地方活动家。 

“该项目的活动集中在白
俄罗斯的中小城市”，绿色城
市规划专家、建筑师维拉·塞
索耶娃解释说。 “首先，因
为国内有许多类似的城市。确
切来讲，有一百多个。因此，
该项目能够在许多地方复制最
佳解决方案，这些地方的情况
各不相同。第二，中小城市很
难获得国际技术援助，掌握新
的能力和经验。在这里，他们
就能够前进。” 

我必须说，比赛中的经
验因素比学习新技术的重要
性要小。难怪获奖者包括既

有在城市治理中实施国际项
目的城市，例如泽尔瓦，也
有经验很少的城市。但这
对应用先进的国际建议是开
放的。作为乡镇，科尔马、
克里切夫长期以来一直在
掌握“智能城市”概念的发
展。现在，为了使这些住区
在其发展中变得可持续，得益
于“绿色城市”项目，有可能
在考虑到环境因素的情况下协
助他们制定和谐计划。 

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专家——
来自社会经济发展、住

房、体育和旅游部门的工作
人员，以及地区自然资源和环
境保护监察局的代表——是绿
色城市规划工作组的核心。但
是，塞索耶娃说，参与此事并
不仅仅取决于工作地点。“我
们一直在指导地方行政部门尽
可能广泛地组成工作组，在各
个城市，小组成员包括退伍军
人组织、社会服务中心、青年
团体和城市活动分子的代表。
特别是，图书馆员和当地历史
学家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
为编写必要的文件做了大量的
工作。” 

全球环境基金和开发计划
署的项目在这一问题上自觉地
发挥了咨询作用。鉴于之前的
三个城市（新格鲁德克，新波
洛茨克和波洛茨克），项目承
担起了制定绿色城市规划的责
任，而这次主要工作是由行动
小组在项目专家的协调下完成
的，他们传达了方法并帮助组
织和开展活动。 

城市去向何方 

全球环境基金和开发计划
署的绿色城市项目似乎强

调，没有适合每个城市的通用
解决方案。是的，在制定绿色
城市发展计划时，该项目使用
已经测试过的相同方法。但是
针对每个特定城市的解决方案
是独特的。 

今天的中小城市面临的问
题大致相同：人口的负迁移、
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减
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现
代化所需的资源有限以及公共
空间的改善不足。但是，绿色
城市发展计划可以找到将这些
问题本地化的具体点。因此，
每个城市的解决方案集将有所
不同。 

例如，在泽尔瓦，为了吸
引游客并建设经济，必须恢复
泽尔瓦河的自然景观。相反，
格鲁德克有旅游业，但它已经
用尽了所有可能的资源来容纳
旅行者。现在的任务是在吸引
游客、创建新的基础设施和维
护现有景观系统之间找到平
衡。 

绿色规划中科尔马在切尔
诺贝利事件后的发展重心已
转移到为健康生活方式创造条
件。特别是生产健康食品以及
生态产品。 

对于拥有丰富历史的水泥
厂垄断者克里切夫，我们添
加了现代数字技术，并为精神
发展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追
求相同的目标——为城市的
可持续绿色发展创造条件，
在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性和对
环境的关注之间保持平衡”，
维拉·塞索耶娃说。“重要的
是，计划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所有活动都可以有效利用自然
资源。” 

公众讨论——
仅供参考 

绿色城市规划的制定者尽量
保持工作合理。在设计阶

段，征求了当地居民的意见。
现在，各工作组成员想说明如
何在计划文本中考虑到城市居
民的愿望。开发人员通过这种
方式来确定是否正确地听取了
意见。这对确保绿色城市规划

维拉·塞索耶娃， 

绿色城市规划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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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可持续性很重要。而
且，如果在协商阶段有人民的
支持，这就为它们的成功实施
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我们不需要一份架子上
的文件，我们需要一份有支持
者的工作文件，他们不仅监督
文件的实施，而且自己也参与
了这个过程”，维拉·塞索耶
娃说。 

今天，各行动小组的代
表以印刷和电子两种形式分
发反馈调查表。参考问卷中
的链接，可以查阅绿色城市
规划本身，如果愿意，可以
提交一份反馈。此外，调查
问卷使居民能够影响优先事
项的选择。它们只有九个，
对20 4 0年前的城市可持续
发展都很重要。然而，在短
期内，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
源立即执行所有措施。因
此，开发人员希望在城市居
民的帮助下，确定资金流向
何处。对于特定选择的优先
事项，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计
划。 

开发人员对城市居民的活
动非常高兴。例如，在科尔马
不到24小时内收到了341份问
卷。鉴于这个城镇的居民数量
很少，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
的结果。 

在为该镇制定绿色城市规划
工作组的生物和化学教师

玛丽娜·蒂莫费耶娃看来，该
计划帮助该镇从侧面看自己，
能同时看到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 

“我们的强项是拥有自
然资源、娱乐设施”，玛丽
娜·蒂莫费耶娃解释道。“
我们只在市区就有五个湖
泊，一个完整的水文综合
体，还有一片松林。加上国
家级滑雪道。这些合在一
起，是发展旅游业非常不错
的起步条件。” 

城市的经济状况被认为
是一个弱点。和今天的许

多小城镇一样，小镇上也有
倒闭的企业，有破产阶段的
企业。在制定绿色城市规划
时，工作组成员看到了一种
平衡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
下，长处可以对弱点产生积
极影响。例如，计划在关闭
的企业地区建立一个大型农
业森林工业园：“花果林”
，该园区将拥有加工和储存
森林产品——蘑菇和浆果
的现代化生产线。计划建立
药用植物和野生药材加工生
产，发展农林和林业耕作，
启动农产品加工生产线，生
产蔬菜汁、果汁、浆类及其
他混合物。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项目
的实施将推动我们城市的经
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季节
性就业形式”，玛丽娜说，“
与此同时，城市的优势将进一
步发展。计划给这座城市配备
有趣的设施，使它对游客有吸
引力。旅游业的形式多种多
样，从熟食、有机食品，到极
限运动，城市已经有足够的体
育场地。” 

“我们也希望利用湖泊为
当地经济提供新的动力”，玛
丽娜分享着计划：“一部分湖
将留作旅游之用——休息、疗
养、娱乐。在另一些情况下，
计划在"花果林"农业森林公园
进行挖掘和投资，以养殖鱼
类以提供给游客，并进行加
工。” 

根据玛丽娜·蒂莫费耶娃
的说法，绿色城市规划的整
个设计都考虑到了居民的意
见。在准备阶段对城市居民进
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优先事
项应该是解决哪些问题。在规
划阶段，当已经具体决定哪些
活动应该纳入绿色城市规划计
划时，与绿色城市项目的代表
一起进行了公众讨论，从在校
学生到退休人员，不同年龄的
人都参加了讨论。例如，最年
长的参与者，已经86岁了，骑

自行车来讨论绿色城市规划计
划。 

玛丽娜说，“我们希望看
到人民的愿望得到满足，并通
过人民的愿望，能够确定优先
行动，资源将首先用于这些行
动。”今天，我们相信，我们
的人民对我们城市的发展有主
人翁感。 

就泽尔瓦而言，这个小镇没
有有害的生产，事实上，

它是一个生态友好的地区，周
围是森林。从历史上看，泽尔
瓦的发展一直与水有关，与泽
尔瓦河有关。 

“我们的亮点是格罗德诺
州最大的水库”，泽尔瓦区执
行委员会经济部首席专家埃琳
娜·卡兹罗说。因此，绿色城
市规划的主要重点是发展我国
水域的基础设施、相关服务、
利用绿色技术，并再次通过天
然因素——自然美容、保健和
治疗、娱乐、有机食品——推
动小企业。绿色城市规划的制
定者希望，所有这些都将有助
于发展生态旅游，这是该城市
的一个前景，因为在绿荫地区
没有城市发展企业，大多数人
都从事农业和社会服务。 

“因此，我们看到了根据
我们的自然潜力发展私营企业
的机会”，埃琳娜继续说，“
当前冠状病毒的情况显示了小
城镇的优势。而且我们希望这
也能推动本地区旅游业的发
展。” 

工作组成员在制定泽尔瓦
绿色城市规划时，不仅考虑
到了地方政府的观点，而且还
考虑到了所有居民的意见。据
埃琳娜·卡兹罗说，过去，行
政当局承担责任，根据自己的
愿景制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计
划，这种做法很普遍。但是，
现实情况表明，如果没有城市
居民的参与，这种计划并不完
全有效。 

专家解释说，“我们让不
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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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文件的编写工作。”地方
政府可能不知道，例如，有年
幼子女的母亲或老年人面临什
么样的问题。城市居民必须自
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由于目前
的流行情况，很难组织一些会
议，因此开发商向城市居民提
出了一个“网上”讨论绿色城
市规划计划。然而，我们也没
有忘记那些没有抓住这一机会
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当地的
社会服务机构提供了帮助，并
把问题单送到家里填写。 

“科尔马——一个有切尔
诺贝利历史的城市”，私人机
构“ 21世纪发展领土”的负
责人伊琳娜·博格达涅茨介绍
道，她是戈梅利州该地区中心
绿色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组的成
员。我们希望通过该计划看到
一个新的、复兴的城市，这个

城市不仅会遗忘切尔诺贝利的
后果，而且会为住在这里而感
到自豪。 

根据伊琳娜的说法，“绿
色城市计划”的工作可以重
新思考，转移重点，改变活动
方式。先前流行的信息“我们
的孩子不住在这里”已变为积
极——“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
方”和“不可能的可能”。绿
色城市发展计划清楚地确定了
城市的潜在增长点。 

“经济增长是通过以前不
可思议的方法和技术来计划
的”，伊琳娜表示赞同：“例
如，通过创建和发展旨在生产
基于亚麻和其他植物材料的食
品和化妆品的企业。” 

计划组织针对各种人群的
各种主题的培训，包括建立一
个单独的农业教育局。该市将
引入新的交通方式。 

“当然，我们会发展旅游
业，一切先决条件都具备”，
伊琳娜说。计划建立科马基雅
伦农业旅游集群，发展农业旅
游——农业庄园，提供酒店服
务，更新现有旅游设施，并建
立新的旅游设施和活动 (夏松
节、亚麻旋转木马、多利亚-
德纳拉维奇的舞会、莱佩钦斯
基遗产)。我们将对生态区、

公共空间和庭院进行装修和景
观美化。 

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设计者
认为，发展小的小区，在

科尔马有16个。他们的发展是
由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地
形、人口、交通联系和居民愿
望的结合决定的。 

用伊琳娜·博格达涅茨的
话来说，绿色城市规划的的主
要特征是制定战略文件，该文
件是根据科尔马居民的愿望、
抱负、问题和梦想从上面强加
的： 

“今天在城市中进行的关
于未来计划的公开讨论是一
个不仅影响其纯粹的技术部
分——文字，图片或图表——
的机会。这是一个影响城市优
先任务选择的机会。” 

21世纪发展领土机构主任
相信，这种积极的态度使城市
居民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这是
每个人都感到与家乡故事有关
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关于绿色城
市规划整个进展的讨论，可以
在facebook社交网络上观看，
该网络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小
组：科尔马——绿色城市 

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greenkorma/ 

在最近与COVID-19有关的
发展情况下，网上讨论的形式
变得特别重要。可以访问并填
写调查表以影响城市发展优先
事项的选择： 

v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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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公开讨论泽尔瓦绿色城市规划

电话会议讨论科尔马绿色城市规划 

从空中鸟瞰的角度看塞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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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nketa.com/form
s/68wk0d1r6wqkgc9h61jpachq/ 

克里切夫绿色城市规划名为
克里切夫2040：在可靠的

传统基础上创新。 
“我们计划通过采用创新

的绿色和IT技术来发展，同时
保护和增加我们城市的文化和
历史遗产”，克里切夫地区执
行委员会经济部门的首席专家
埃琳娜·拉索夫斯卡说。 

设想在水泥生产的基础上
形成一个建筑生态集群，建
立一个区域生态园区，对建筑
废物进行分类和回收再利用，
并建立一个区域智能中心，除
此，这还将有助于为残疾人创
造远程工作机会。在文化方
面，绿色城市规划的设计者计

划创建和推广《克里切夫马》
的品牌，其中包括举办国际象
棋锦标赛和扩大其地理范围，
包括通过统一的克里切夫门户
网站，以及举办克里切夫马
节，同时举办波季金舞会和博
物馆之夜等活动。 

埃琳娜解释说：“这份文
件的特点是，把克里切夫市
的发展目标、竞争能力、关键
战略方向、主要方案和项目结
合起来。”该战略不仅包括对
2040年城市远景的总体设想，
还包括本地化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环境、社会、经济和治
理)以及与城市现有资源相联
系的优先事项。 

据专家介绍，将逐步实施
改善街道照明、雨水管网、采
用现代固体公共垃圾收集、分
类和处理方法、美化城市区域
和海滩、在生态中心的基础上
组织更多的城市环境研究 (监
测)教育等措施，以使居民舒
适生活。 

为了有效和协调一致地实
现这些目标，起草者积极争
取社会、社区组织和企业的参
与。目前，该计划的工作文本

已经完成，必须表明在文件编
写阶段所表达的意见确实得到
了考虑。因此，开发商和邀请
城市居民加入绿色城市规划计
划的公众讨论。 

可在克里切夫地区执行委
员会官方网站、克里切夫团体
的社交媒体 (同学、VK)上发
表意见，一起发展。此外，可
以访问并填写调查表以影响城
市发展优先事项的选择： 

https://webanketa.com/form
s/68wk0d1r6wqkgc9h61jpachq/ 

接下来呢 

与此同时，绿色城市项目专
家正在为市政府培训制定

绿色城市规划的新手。此外，
还将附有一个视频功能，以补
充文本文档。 

“在我们的项目仍在运行
的同时，我们愿意为城市提供
专家支持，为城市代表提供咨
询”，维拉·塞索耶娃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最终将
引起政府的兴趣，并在全国范
围内得到集中推广。”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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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切夫绿色规划计划的公开讨论

在克里切夫附近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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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白俄罗斯：联合项目

是
是的，在新波洛茨克，新

自行车基础设施的项目出现
在街道上-自行车存放架。它
是绿色城市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资
助，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
白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保
护部合作实施。可持续城市
交通项目专家帕维尔·阿斯
塔佩尼亚希望，自行车存放
架的出现将为城市自行车交
通的发展提供动力。

根据帕维尔的说法，作为在
新波洛茨克进行的各个社会学
调查的一部分，居民表示缺乏
自行车存放地点。由于
这个原因，许多拥有自
行车的人要么根本不使
用自行车，要么很少使
用自行车。

 帕维尔说：“显
然，自行车存放架的出
现可以激发一个从未考
虑过拥有自行车的人购
置自行车。”

该项目总共将在新波
洛茨克安装五个自行车
存放架。每个可存放20
辆自行车。市执行委员
会以及住房和公共服务
部门的代表选择了安装存放架
的场所。

自行车存放架即将投入使
用。但谁可以使用它们，目前
还未知。

 “无论如何，该问题将由
市政府决定，我只能以专家的
身份表达我的愿景，我将坚持
这一观点”，帕维尔·阿斯塔
彭亚说。

据专家说，将使用自行车
存放架的人必须支付某种费

用，尽管这是象征性的。您必
须了解，这样的设施不仅仅是
安装在那里就结束，必须长期
保存。要有视频监视，并且需
要某种锁定设备，并且需要最
少的清洁。如果免费使用存放
架，那么明斯克的经验表明，
这样做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几个月后那些在首都可以免费
使用的存放架变成了垃圾收集
场。

“因此，我明确主张对自行
车存放架进行某种补偿”，帕
维尔总结道。

举一个积极的例子，帕维

尔·阿斯塔佩尼亚提供了“ 
Green Bor”大都市体验，这
里安装了大型自行车存放架，
一切井井有条。当地居民可以
使用它们，每个人都有钥匙，
但是这项服务的费用集中包含
在“房屋”中。

还有其他积极的例子。例
如，当与用户签订自行车存放
合同时，明斯克就有另一种非
常普遍的系统。费用是每月7-8
卢布，自行车上锁，只有车主

有钥匙。所有这些功能也相当
成功。

帕维尔认为，新波洛茨克可
以打开连接到小型太阳能电池
的电子锁，并且基于网络的监
控摄像头可以正常工作，因此
它既可以遵循“普通钥匙锁”
的路径，也可以遵循“高科技
钥匙锁”的路径。该方案是完
全廉价的。

也许在自行车存放架中，没
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
会感到很高兴”，帕维尔讽刺
地说。但是现在可能无法预
测。因此，我们正在引入“试
验”项目，以便首先验证特定
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然后吸取
积极的经验。

帕维尔·阿斯塔佩尼亚认
为，如果在免费使用自行车存
放架的情况下同时又要加以保
护，那么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没有足够的地方。顺便
说一下，存放架的设计
提供了密封性，必要时
增加了存放自行车的地
方数量。如果您仍然需
要为存放自行车付费，
您可能不应该期望对此
类存放架的需求过大。

顺便说一下，在不
久的将来，在新波洛茨
克，骑自行车者活动的
车道数量将显着增加，
这将类似于Molodezh
naya Street的车道。该市
正准备更新道路标记，

绿色城市已经启动了一个适当
的项目，目前正由国家交通监
察局审议。如果获得批准，新
的自行车道将出现在许多其他
城市街道上。

此外，绿色城市项目计划
延长新波洛茨克的自行车道，
该路线目前在Kolas和Naberezh
naya街道之间的公园中。它将
沿着西德维纳河穿过河对岸的
桥梁，长度将超过1.5公里。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便利设施促进生态环境
在绿色城市项目的帮助下，新波洛茨克开始了第一个自行
车存放架的安装

诺沃波洛茨克的自行车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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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前几天，我们去了植物

园，我们欣赏丁香花。明斯克
植物园的sirenarium是最丰富
的。读者可以在下一篇文章详
细了解。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紫丁
香与春天有关，春天带来了美
好的回忆。今天，紫丁香也随
着五月的寒冷天气开花了。在
过去白俄罗斯的这个时期，紫
丁香应该已经褪色了。

在宽阔的灌木丛中漫步，
我们吸入了花朵的香气，享受
着它们的美丽。当然，我沉浸
在豪华的白色丁香花丛中，感
受其精致的香气，并且忍不住
微笑。旁边的女孩摘掉口罩，
弯下腰，对着鲜花嗅着，然后
说：“妈妈，你能闻到吗？冠
状病毒不生活在花朵中吗？”
妈妈微笑着点点头，肯定了她
的女儿，然后照做了。丁香花
丛附近坐在座位上的所有客人
都摘下了口罩。他们靠近白
色，淡紫色，深紫色的花朵，
用手掌，面孔甚至嘴唇抚摸着
它们。到处都充满着喜悦。

对我和我丈夫而言，植物
园每周工作结束的这一天是
令人钦佩的。观察儿童时，我
们还想起了苏联的创新老师瓦
西里·苏霍姆林斯基，他认识
到儿童的性格是生命的最高价
值，必须通过美丽和欢乐来培
养他们。他还说，美丽是一面
镜子，让一个人看到自己，照
此看待自己。多么正确的想法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丁香
花园里看到了人们的友好、欢
乐。

美丽甚至可以拯救冠状病
毒中的我们。一些科学家声
称：冠状病毒是低振动的实
体，具有闭合的电磁回路结
构。他们得出结论：冠状病毒
对生活在高振动环境中的人影
响没那么明显，也就是说，在
高振动范围内，它不活跃。不
管是否如此，量子物理学的科
学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弄清
楚这一点。但是这种想法是我
喜欢的。事实证明，与美丽相
遇，唤醒心灵的喜悦，可以治
愈我们。也有这样的看法。人
脑具有所谓的大麻素受体，主
要的大麻素是阿南达（“阿南
达”（梵语中为“幸福”））
。它也被称为好心情基因。体
内会产生多少阿南达，我们就
会得到多少幸福。

我还记得童年时代，欢乐
是一种自然状态，不满是一
种罕见的感觉。也许我不记得
小时候生气过或是有不满意的
东西。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我
是如何看待一朵花的，就像我
想潜入它的核心一样。那是一
个蓝紫色的长春花，生长在附
近的花园里。因此，在五月，
我穿过春天花园里的厚厚的樱
桃，朝着草地跑去，躺在花丛
中，看着长春花的眼睛，经历
着幸福和无比的快乐，这是完
全无法比拟的欢乐，是极大的

在快乐的道路上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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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这种感觉一直存在于我
内心。在这个世界上，蜜蜂嗡
嗡作响，大黄蜂、蚂蚱跳，草
在我的脸、手上挠痒痒……而
我，一个约5岁的女孩，感觉
就像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我
很高兴，在不了解体内化学反
应的情况下，我感受到了这个
世界。

然后有个问题：这一切是
谁创造的，如何创造的……
祖母说：天哪，这所学校还探
讨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理论。但
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并未解决
这个秘密……感觉逐渐消退，
体验到瓢虫、蚂蚁，看到的孩
子的幸福和快乐的能力逐渐减
弱。在早春的童年花园里，
我仿佛听到了它们微弱的噼
啪声。父母笑着说：做白日
梦……当我谈论每个人都听到
的小太阳在我体内生活的事实
时，他们是多么的开心啊。

不久前，我读了新生物学
创始人之一的分子生物学家布
鲁斯·哈罗德·利普顿的书，
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根据他
与同事进行的最新科学实验，
这本书的简介说细胞不能控制
我们的身体。相反，来自外部
的信号（包括我们的消极和积
极思想）是DNA形成的原因。
因此，我们的身体能够根据我
们的习惯和思想而变化。也就
是说，我们的意识影响基因！
利普顿的发现，即他所谓的信
仰生物学，与关于基因的主导
作用的公认的科学教条相矛
盾，并且它们预定了当今最重
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表观遗
传学。有观点认为，表观遗传
学是基于意识的力量对人类生
物学的新理解。

就是这个！再次证实了人
们对世界的积极感知的情绪可
以治愈我们。结论本身表明：
要学习快乐，幸福，积极的思
考应该来自童年。让这个世界
没有幸福或愤怒的，这些感觉
存在于我们体内。而且只有我

们有能力生产它们。正如印度
神秘主义者萨德古鲁所说：我
们需要一种喜乐的宗教，一种
喜乐的政治甚至是经济学。这
方面应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起
作用”。而且他需要从小就被
教育。但是如何实现呢？

有什么方法？为什么长大
后，我们对琐事越来越难过，
甚至越来越生气，失去了幸福
感，只是生活和度过每一天。
为什么不能学习充满喜悦，工
作充满喜悦，甚至洗碗充满喜
悦！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该
如何与激怒我们的人保持距
离？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意识
到自己的死亡？与永恒相比，
我们的生命有多短？

贤者说，秘密在于欢乐。
知道快乐就知道存在的秘密。
这多么难以理解。记住鲍里
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话：

在任何方面
从本质上讲
都要寻找一种方法
解决心理烦恼
了解过去种种的本质
了解其中的原由
刨根问底
正中核心
做不到！这有必要吗？
多年来，自己越来越屈从

于生命的伟大和秘密。
因此，就像在童年时代一

样，我凝视核心——玫瑰、
郁金香、猫的眼睛，甚至忘
我。它们都有不同的性格，
更不用说人了。每个人都在
观看和体验幸福。而且我认
为：有必要在我们房屋的窗
户下种植一个长春花，以便
使它更经常使我想起我童年
时魔幻般的感受。因为我知
道：这是启动有用的化学反
应并产生阿南达的方式。这
里就有一个大簇丁香花，一
只蚂蚁在上面坐着。

大自然的另一个未知奇
迹。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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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植物园的丁香花可以说是明斯
克最香的丁香花。在白俄罗斯的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丁香
花品种。中央植物园有200多个来
自国内外的品种。

有一个说法：如果您发现了五瓣的丁香花并
许愿，那么这个愿望一定会成真。有兴趣？那
就来植物园看一看吧！

生物科学的教授候选人，丁香花收藏馆长娜
塔莉亚·马克多斯科几乎了解关于丁香花的所
有知识。她自己选择了七个品种,向我们解释
说，开花时期才刚刚开始。天气状况将会影响
花期。

---现在，主要是早熟品种的花期，而中熟
品种才刚刚开始开花。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丁
香的花期将持续到月底。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时
间！毕竟，花期通常会在7天之内“燃烧掉”。
夜间霜冻会损害晚熟品种的花芽和花序。受损
后花苞将不会盛开。

“布雷斯特捍卫者”、“非斯特”、“游击
队”、“斯维蒂亚扬卡”……品种不同,丁香花
也不同。例如，“白雪公主”品种盛开出温暖
的奶油色小白花。 “雪眼”这个品种本身并不
大，但是花却可以开满树枝。

---娜塔莉亚·维克多说：“我有一个被称
为“伊琳娜公主”的品种。去年，庆祝鲁门切
夫-巴斯科维奇宫殿和公园建筑群一百周年时，

丁香花的	
美妙香气

在中央植物园举行了 
“丁香花周”

valentIna Zhdan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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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戈梅利市的赞助,我在
那里种了一些香幼苗。他们目
前还很小，还没有开花。这是
记忆的标志。人们将会永远记
得这位“公主”为这座城市做
出的贡献。顺便说一句，其中
一个品种的名字是在短途旅行
时由一个孩子向我建议的。他
说：“洛可可”。我就采取了
他的建议,现已种植,我很喜欢
这个品种的名字！

纳塔利娅曾实施了一个小型
项目：白俄罗斯丁香花只有23
个品种，许多来自各个国家的
植物园游客都对其赞叹不已。
经验丰富的育种者将这种灌木
培育为三合一品种：它神奇地
结合了美丽，充满活力的芳香
和朴实无华的外观。而且，它
还可以净化空气。出于这些原
因，可在窗前的花园中种植此
品种的丁香花。

丁香花还有另一个迷人优
点。丁香的叶子，嫩芽和花朵
闻起来都很香,甚至她周围的大
地也是芬芳的！用丁香花制作
香水很有价值，尽管制造香水
很复杂，而且非常昂贵。据说
想要获得3滴精油，需要处理近
一吨的原料。娜塔莉亚·维克
多说,而且丁香花的香味具有镇
定，放松的作用： 

-这是我们从游客脸上看到
的事实。在这里，他们能立刻
忘记所有烦恼。

茱莉亚·德梅什科

sB
.B

y

白
俄罗斯人用白
俄罗斯语朗诵
这首诗，而波
兰人用波兰语
朗诵这首诗。
如果亚当·米

基维奇的作品在各国之间使
用不同的论点进行论述，那
么共同朗诵就是双方的宝贵
财产。

该活动由库帕拉剧院发
起，并得到了位于明斯克的
波兰学院的支持。白俄罗斯
人民艺术家亚历山大·波多
贝德，帕维尔·哈兰楚克，
玛塔·古鲁贝娃和克里斯蒂
娜·德罗比什共同朗诵了《
潘·塔德伍士》。

以 亚历山大·温格卡命名
的戏剧院由女演员克里斯蒂

娜·卡茨普罗维奇、索科洛
夫斯卡娅、达努塔·巴赫、
伊奥兰塔·波罗夫斯卡娅和
卡塔尔吉纳·迈克维奇出席
了朗诵会。导演艾琳娜.戈古
姆和波兰电台记者贝拉斯托
克.塔拉塔.萨克拉夫斯科和
德米特里.卡斯汀作为波兰方
代表出席了朗诵会。

应该补充的是，这不是
库帕拉剧院的演员们第一次
表演亚当·米基维奇的最
伟大作品《潘·塔德伍士》
：2014年，剧院导演和艺术
总监尼古拉·皮尼金上演了
同名戏剧。库帕拉剧院将提
供传统戏剧以外的其他形式
的选择---将在官网上寻求更
好的倡议。

奥里格·米奇克维奇

共同阅读《潘•塔德伍士》

库帕拉剧院的演员以及白俄托茨克剧院的同事们在网上一
起朗诵了《潘•塔德伍士》。朗诵会是庆祝库帕拉剧院诞
辰100周年的一部分。由于冠状病毒的传播, 剧院用这种形
式取代了庆祝剧院100周年诞辰的原定计划。

由尼古拉•皮尼金执导的戏剧《潘•塔德伍士》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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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次采访中，他
回答了这个问
题：您如何向读
者介绍自己？阿
列克谢·杜达列
夫的回答如下：

“成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形
容词都会离去，而这个人会保
持最纯粹的状态。很久以前，
在塔林附近的一处墓地，我看
到一个刻有铭文的“乔治·奥
茨”，仅此而已。我以为那是
著名歌手的名字，但是当我问
爱沙尼亚人时，他们告诉我他
是。然后，我意识到，对于人
来说，重要的是被他人认识。
不论他何时出生，拥有什么头
衔。因此，我只是简单介绍一
下自己，我只是个剧作家阿列
克谢·杜达列夫。”

他通常这样说：简短而克
制。尽管他在整个创作生涯中
都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但
是，以及关于他的文章：只需
用Google搜索即可。每位白俄罗
斯高中生都知道阿列克谢·杜
达耶夫是谁：他的戏剧属于学
校课程。

我们的杂志多次提请人们注
意Alexei Anufrievich的工作。在
他写第一个故事时就已经开始
了。我们并没有忽略在杜达列夫
一生中发生的生动事件。这些是
对剧作家的访谈，关于他的论文
和评论，以及对表演的评论，这
些评论随后在白俄罗斯和国外的
剧院中广泛使用。当然，我们写
的是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
以及在白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根
据《达达列夫·利贝托》上演的
芭蕾舞剧《维陶塔斯》。

今天，我们受人尊敬的剧作
家具有良好的创造力。因此，
在熟悉了他的新剧《小家园》之
后，我们认为有必要使读者熟悉
它。作品引起了什么样的情感和
联想，我不再赘述。我只能说：
我个人感到剧作家的感觉是新鲜
和纯净的，尽管正如他们所说，

剧作家已经接近成熟的路线，但
我并没有失去他们。此外，该剧
还鼓励人们对“小家园”这一概
念有更广泛的了解。让读者得出
自己的结论。

阿列克谢·杜达耶夫于1950
年出生于维捷布斯克州杜布罗
夫斯基区克莱尼的一个农民家

只是个剧作家
著名作品《白玫瑰》和《私人》的作者阿列克谢·杜达
列夫迎来了他70岁生日

在洛戈伊斯克附近的别墅中，阿列克谢.杜德列夫轻松写作并愉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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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就读于新波洛茨克职业学
校，他作为石油工人在工厂工
作了一段时间。他于1976年毕
业于白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
从1978年到1983年，他在青年剧
院工作，在那里他开始从事文
学工作。从1991年到2002年，阿
列克谢·杜达列夫担任杂志《
马斯特斯塔（Mastastva）》的主
编。从2003年到2013年，他担任
白俄罗斯军队戏剧剧院的艺术
总监。自1992年以来，领导白俄
罗斯戏剧工作者联盟。

1979年，他撰写了戏剧《选
择  》，其中反对简化对英雄主义
的理解。1982年，阿列克谢·杜
达列夫凭借这部戏剧和《圣鸟》
一书获得了列宁科莫索尔奖。

他被称为简单故事大师，
这绝非偶然，这同时反映了普
通人的严重问题。在《阈值》
（Threshold，1981），《晚间》
（1983）等小说中，作者探讨了
人类的道德和道德观，反思了酗
酒，精神崩溃和绝望的村庄居民
的命运。戏剧“异化”（1994）
致力于切尔诺贝利悲剧。

1980年代后半期的著名戏剧
是《私人》，其中作家提出了
一个问题，即对于每个普通参
与者来说，战争是什么。1984年
的作品获得了列宁科莫索尔全
联盟奖，1985年获得了苏联国家
奖。

阿列克谢·杜达耶夫在21世
纪初回到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主
题。在白俄罗斯从纳粹入侵者那
里解放60周年之际，他写了戏剧
《你还记得吗，阿利沙…》，旨
在表达战争初期的莫吉廖夫保卫
战。表演在白俄罗斯军队的戏剧
剧院上演。这位剧作家在白俄罗
斯电影制片厂宣布的竞赛（2009
年）电影《第聂伯河边界》的
剧本中，获得了故事片最佳剧
本奖。阿列克谢·杜达列夫的
戏剧“不要离开我……”（2005
年）也为军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到现在为止，它仍然
非常流行。

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阿
列克谢·杜达列夫对白俄罗斯
的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生
动的人物形象和历史形象反映
在戏剧“王子维塔特”（1997
年）、“霍亚纳·潘纳·尼亚
斯维日”（1998年）、“刽子
手”（2000年）、“克里奇”
（2000年）、“乌拉萨·夏拉
泽”（2001年）中。由于撰写了
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剧院舞
台上的历史剧，2001年，阿列克
谢·杜达列夫被授予白俄罗斯
总统特别奖。

根据杜达列夫的剧本，共拍
摄了16部电影，其中包括著名
的《白露》（1983年）、《秋
梦》（1987年）、《布列斯特要
塞》（2010年，作者共同创作）
。 2002年，由于影片《白露》
的剧本，以及戏剧《门槛》
、《晚上》、《私人》、《黄
昏》、《霍纳亚·潘纳·涅斯
维扎》，他获得了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奖
项。 2014年，根据阿列克谢·
杜达耶夫的戏曲拍摄了电影 
《白露归来》。

阿列克谢·杜达列夫是白俄
罗斯荣誉画家（1991）。他被

称为活着的经典。没有他的作
品，无法想象当代戏剧。他的
作品在国外许多剧院上演。阿
列克谢·杜达耶夫撰写、上演
和拍摄的所有作品都包含在白
俄罗斯艺术的黄金基金中。

目前，阿列克谢·杜达列夫
退休了，与家人一起。他有两个
孩子：儿子马克西姆和女儿阿列
夏，孙子阿森尼和安德烈、孙女
伊尔安娜都在成长。他可靠的后
盾是妻子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日丹诺维奇。
本文使用了白通社的资料。

戏剧 «不要离开我……»中的场景。阿列克谢•杜达列夫饰演上校， 

紧随在伊戈尔•菲尔琴科夫身后（篾哈谢夫）。

和妻子瓦伦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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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首日

被遗弃的城市德雷夫扬斯克。
德雷夫扬斯克一栋被遗弃的房
子。

被遗弃的公寓。
房间被舒适地布置。相片挂在

墙壁上。床头柜上有一支燃烧的
蜡烛。

皮肤黝黑的阿泰拉睡在沙发
上。秋风从窗口吹入。

光着身子的洋娃娃加比出场。
加比（跳舞和唱歌）：
暴风雪给她唱了一首歌：
“睡吧，玛莎，睡吧、睡吧！
寒冷的冰雪覆盖了一切：
小心别冻僵了!
寒冷的冰雪覆盖了一切
小心别冻僵了!”
玛莎害怕地走进房间。加比消

失。
玛莎看着熟睡的人。
阿泰拉从凝视中醒来，坐在沙

发上。
玛莎:啊！！！
阿泰拉:啊！！！
玛莎:你在这里做什么？
阿泰拉:我在睡觉。你是谁？
玛莎:我是玛莎
阿泰拉:你是玛莎？
玛莎:玛莎。你是谁？
阿泰拉:我是阿泰拉。
玛莎:那我就是朱丽叶。

阿泰拉:是苔丝狄蒙娜。
玛莎:好吧，我是苔丝狄蒙

娜。你为什么躲在这里
阿泰拉:我在度假。
玛莎:你以为因为你在度假，

你就可以溜进别人的公寓睡在别
人的床上吗?

阿泰拉:这不是别人的公寓。
玛莎:意思就是，这是你的

了？
阿泰拉:不。不是你的，不是

我的，也不是他的。谁的都不
是。

玛莎:谁的都不是？
阿 泰 拉 : 谁 的 都 不 是 。 城

市——意大利语是“再见”，
房屋——英语是“再见”，公
寓——英语是“来吧”！我在度
假。我住在这里。

玛莎:滚开！
阿 泰 拉 : 我 住 在 这 里 ！ 假

期——住这里，然后去上大
学……住宿舍……

玛莎:这是我家！你明白吗？
阿泰拉:我知道。这是无主的

房子。
玛莎:看我怎么告诉你什么

叫“谁的也不是”！我出生在这
里！他们把我从产科医院带到了
这个房间！这是我的床！什么叫
谁的也不是……

阿泰拉:那是过去……现在是
一个死人了。

玛莎:你在胡说什么黑鬼？什

么死人？
阿泰拉:曾经是，现在不是。

什么是，什么不是，那个死人。
城市没有了。

玛莎:是的，他就在窗外！
阿泰拉:人们说——你不能住

在城市里，这意味着已经是一个
死人了。房子没有了。

玛莎:你和我现在在哪里呢？
阿泰拉:人们说——你不能住在

城市里，这意味着已经是一个死
人了。没有房间。如果死人没有房
子，没有城市。房间也没有了。

玛莎:这是我的房间！我的！
这些是我的照片！这是我的画
像！看！这就是我！

阿泰拉:这不是你……
玛莎: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就

被赶驱逐了，什么是驱逐，你知
道吗?

阿泰拉:软禁。
玛莎:你可以这样说（取笑）

。死……人！我不是死人，你才
是……

阿泰拉:你是死人。
玛莎:我会杀了你！明白吗？

如果你再多说一个字。
阿泰拉:好。你还没死。你还

活着。
玛莎:你呢？
阿泰拉:我是个学生。
玛莎:如果你是学生，你在这

儿闲着干什么？
阿泰拉:我在度假。

故乡
两幕喜剧

登场人物：

阿泰拉——男
玛莎——女
加比——洋娃娃

亚历克谢·杜达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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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如果你在度假——你现
在应该是陪着父母在棕榈树下
休息。

阿泰拉:你也在度假吗?
玛莎:我一生都在度假。他们

是怎么把你赶出来的，假期、什
么样的假期、在哪里度假让你晒
得这么黝黑?

阿泰拉:在波希捷利亚……
玛莎:现在那里有革命吗？
阿泰拉:没有，我们的波希捷

利亚……是一个王国。
玛莎:你不是在讨好那个国王

吧？
阿泰拉:不。不是国王。只需

要讨好王子。
玛莎:也不错。
阿泰拉:也不错，也不错。
玛莎:你是怎么溜进来的？周

围都是电网。
阿泰拉:从河里游过来的。用

木头做的舢板……
玛莎:舢板?!
阿泰拉:一根木头、两根木

头、三根木头拼成的舢板……
玛莎:所以这是一个木筏！
阿泰拉:木筏、是木筏……默

默地划着，能听到鸟叫，还能捉
鱼……没有被宪兵发现……你也
做过木筏？用一根木头、两根木
头、三根木头……

玛莎:更糟的是，一个笑声、
两个笑声、三个笑声……

阿泰拉:在笑谁?在嘲笑谁?
玛莎:在笑谁，在嘲笑谁，对

谁笑。各种各样的笑。
阿泰拉:宪兵在笑？
玛莎:他们也是。是的，你的

父母大概是个乡巴佬……
阿泰拉:乡巴佬、乡巴佬……

歌唱！
玛莎:你不能寄一些钱回家

吗？在度假中不能寄？
阿泰拉:不能。法律规定：放

假——回家！或在宿舍住。而宿
舍正在装修。不能回家。

玛莎:那你为什么不能和你的
朋友住在一起?为什么要来这
里？你无法在这里生活！这里
十分拥挤。像蟑螂一样。

阿泰拉:我是学生。
玛莎:感觉像。
阿泰拉:我打扰了谁？
玛莎:我。多久了？
阿泰拉:一年了。没有朋友。
玛莎:还没来得及开始?你不能

租房子吗？这儿离你的波希捷利
亚有多远?

阿泰拉:千里之遥。那里很暖
和。这里很冷。啊!

玛莎:是的，这里确实很冷。
阿泰拉:很冷……很冷……冷

的发抖……
玛莎:你叫什么名字呢？
阿泰拉:阿泰拉。
玛莎:我是认真的！你的绰号

是什么！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泰拉:阿泰拉。
玛莎:好吧，我受够你了！莎

士比亚，可怜虫！
阿泰拉:我就叫阿泰拉！阿泰

拉！阿泰拉！一直是阿泰拉！这
是我的学生证！

给玛莎一张学生证。
玛莎（读）：真的是阿泰拉。

我还以为你在骗我呢……（读）
阿泰拉·阿尔·马巴布……有意
思。你的名字是什么，姓什么？
你是摩尔人吗？

阿泰拉:不是。是波希捷利
亚……波希捷利亚……

玛莎:你以为我知道吗？它在
哪里？

阿泰拉:那里，那里！离着很
远。那是你的鸟去度假的地方。
在这里筑巢，去波希捷利亚度
假。

玛莎:我从来都不喜欢地理和
自然。

阿泰拉:波希捷利亚很好。
玛莎:我相信。
阿泰拉:有香蕉、椰子、木

瓜、竹子……
玛莎:如果我有钱，我一定会

借给你，这样你就可以会波希捷
利亚度假了。

阿泰拉:没有钱
玛莎:没有钱。顺便问一

下，你没动过这里的什么东西
吧?

阿泰拉:我睡着了。
玛莎:我看到了。你有拿走什

么东西吗？
阿泰拉:这里没有钱。
玛莎:是的，没有钱！有一个

洋娃娃。我的洋娃娃。你见过她
吗？

阿泰拉:没见过洋娃娃。
玛莎:她是我的生日礼物。当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送的。
洋娃娃是赤裸的。她叫加比。

阿泰拉:加比……加比不在
这。

玛莎:她去哪儿了？我把她放
在这里了……我记得这里!我不
能带她一起去。我哭了。这是我
的生日礼物。爸爸送的!明天是
我的生日！我只是为她而来，但
她不在这……她不在这！她不在
那里！她不在那里！你知道吗，
罗密欧？

阿泰拉:是阿泰拉。
玛莎:你把她藏在哪里？
阿泰拉:加比在街上……加比

在街上！
玛莎:傻子！
阿泰拉:是阿泰拉，傻瓜赶上

加比，说你哭了，加比回家了！
阿泰拉开始跑。
玛莎:黑蠢货！（哭）。
加比出场。
加比（跳舞和唱歌）：
暴风雪给她唱了一首歌：
“睡吧，玛莎，睡吧，睡吧！
寒冷的冰雪覆盖了一切：
小心别冻僵了!
寒冷的冰雪覆盖了一切
小心别冻僵了!”

渐隐
未完待续



创作

瓦西里•科斯图琴科：

“如果艺术与灵魂无关，	
那么它就毫无意义……”

当然，时间为创作留下印记。例如，艺术家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最后一件
作品叫做《路途》。它以许多剪影为背景，表达了人们的轮廓，在上面的长
凳上休息。但是首先，您需要克服困难。正如科斯蒂琴科本人所说的那样，
这幅画的情节受到当代现实——冠状病毒疫情、自我隔离和最近其他不幸的
启发……

艺术家瓦西里•科斯图琴科在工作室中以他的最新作品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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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无争议，著名白俄罗斯绘画大师瓦西
里·科斯蒂琴科是白俄罗斯总统提名
的“美术”特别奖获得者。他最近几
个月的作品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

品恰好在艺术家的工作室与大家见面。将在公
众面前展示（到目前为止，举办了展览活动）
，并且毫无疑问，这将引起观众的真正兴趣。
与往常一样，当他的个展举行时将展示这些作
品。

我回想起其中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展览中，
瓦西里·科斯蒂琴科展示了许多画作，结合了
现代世界中人的形象的概念。因此，该项目的
名称为“地球人”。实际上，大多数艺术家作
品中的英雄都是象征人物，通常没有传统的分
手主义特征，通常是追梦的孩子。他取得了所
有的技艺成就，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艺术家
的成功在于，他设法证明自己是一位对当时事
件做出积极反应的作家，但同时他仍然是一位
感性而抒情的创作者。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艺术家科斯蒂琴科
的风格适合“新象征主义”的全球潮流。这种
风格结合了无意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元素。一
方面，作者工作中的比喻原则要满足形式上的
要求；另一方面，科斯蒂琴科画布上的斑点并
没有变成抽象色彩，而是与现实保持着联系：
绿色仍然是草的颜色，红色是太阳，透明的蓝
色意味着水元素。正是这种色彩的物质性，就
像作品“夏季”中多汁的深红色西瓜一样，赋
予了科斯蒂琴科多彩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视觉印象。

展览上展出的作品有着不同的情绪，强烈的
戏剧性色彩-“拘束的时刻”、“钉十字架”
、“粉红色的灯光”，以对比色的组合为基
础，以一种明亮的音调和谐地平衡着。作者的
气质最能体现在动感的色彩组合中-红色与绿
色，绿色与粉红色-接近现代艺术风格。

但
是科斯蒂琴科的画作与广告台词相去
甚远，他画布上的对比总是在构图上
协调一致。在他的作品色彩和象征性
填充中，其涵义被猜到了。通常是天

真的微妙风格，色彩丰富的人物形象，动物剪
影-牛和马，这表明该画家属于著名的维捷布斯
克画派（1974年，瓦西里·科斯蒂琴科毕业于
维捷布斯克教育学院的艺术绘画系）。

当然，科斯蒂琴科的一系列城市景观也很有
趣，作者巧妙地抓住并设法以原始的方式传达
了白俄罗斯首都的精神。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反
映大都市外观的积极情绪，一种年轻城市正能
量的感觉。本质上，该系列是对明斯克艺术品
牌发展的巨大贡献。

作者作品中的另一页是基督教主题的绘画
作品（“圣餐”、“Radunitsa”、“会议”
），让人回想起民间偶像绘画的杰作。作者在
这些作品中发现的宗教观点并不像斯拉夫民族
的传统神话世界观，它基于有年假的农历。艺
术家重现了他们每个人的独特神圣氛围。这在
作品“复活节的礼物”和“圣诞节”中尤为明
显。

最近，科斯蒂琴科的作品以大画幅为特征，
这使人们想起了抽象表现主义代表渴望溶解在
风景如画的元素中。

关
于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工作，可以
谈论很多内容。我记得他在明斯克现
代美术博物馆的长期展览“水的标
志”。

是的，水是宇宙的物质之一。毫无疑问，没
有它，地球上将没有生命。不，瓦西里·科斯
蒂琴科当时没有承诺要加强这个真理。在他的
创作周期中，他只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自然赋
予生命的力量。但是，随后的暴露在阳光明媚
的天气中产生了意外降雨的影响，并同时可预
测。这太不寻常了。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最
重要的存在打开了双眼。

水是全球性的。人类已经实现了其价值，并
敲响了警钟。科学家担心冰川正在地球两极融
化。水在不断流动……

白俄罗斯有许多淡水的河流和湖泊。一些国
家富含石油、天然气、煤炭。我们的财富是水。
科斯蒂琴科及时注意这一点并加以强调。他表达
了水与热的价值。实际上，一年前空前的高温加
上森林大火，干旱，促使艺术家在水上进行了一
系列工作，将其作为生命的象征。

作者指出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一
部作品的简单名称“饮水人”，他高举了创作主
题。或者也许只是明确指出水这一元素，就像我
们的生活一样，是不可预测的。水像生命本身一
样流动。

根据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说法，水是一种
范畴和道德。人们关心这个自然现实，保持警
惕，思考后代的生存。

“我想展示你生活的时
代。话题是思考的理由。
但这不是重点。最主要的
是思想要深刻，有一定的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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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然，艺术家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所有思
想思想。从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作
品中，您认为对于作者来说，找到自
己的精神核心，确定人性的本质并揭

示与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专为有思想的观
众设计的作品中，瓦西里借助普通的生活来描
绘整个世界。但是他无形地克服了物质性，并
迫使他打开通信对话者的潜意识。

是的，很多是基于感知。而且只有物体的有
形性才能引起这些或其他思想、情感，才使我
们能够根据已经看到并沉入灵魂的东西来谈论
创造力。以瓦西里·科斯蒂琴科为例，这是在
了解他的工作之后发生的，下面是与他本人的
对话：

问：我想问一下，您在工作中投入了什么？
毕竟，一个画家并不总是只画他现在所看到的
东西。

答：我相信艺术家、诗人、作家都是精神上
亲密的人，只有每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是不
同的。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时有话
要说，有时却无话说？艺术家的职业是命运。
因为一个人想向人们传达新思想。有些人对现
实漠不关心。我的展览“水的标志”，“地球
的雏鸟”-这是我对世界的态度。因此，没有人
给艺术家提供主题。他思考，认为得出了一些
结论，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这一点。

艺术一直以来都存在于世上，它或多或少，
但确一直存在。而且它越多样化，就越有趣。
我将艺术想象为一种大型生物。它不断变化，
但坏的会掉下来，而好的会保留下来。就我个
人而言，我觉得人需要做自己。如果您真诚地
工作，您会发现某些事情有意义，那么对其他

人来说就会很有趣。是的，我知道观众并不总
是能理解我想说的话。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理
解并接受。他们喜欢。

问：对您来说，展览重要吗？
答：当然。我们如何沟通？仅通过展览。
问：尽管您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知道如何

以现实的形式反映出您所看到的内容，但是您
以无法完全称为现实的方式完成了作品。您为
什么偏离现实主义，却找到其他一些形式来表
达自己的作品？

答：什么是现实主义？我走在街上，我看到
森林，我闻到花香，我走在大地上……我的内
心有一些心情，一些情感。如果您用相机拍摄
一片森林，那将只是一片森林。但是除了可视
化之外，自然界还有其他东西。不仅有他所看
到的感觉，还有一种联想感。这完全取决于您
要做什么。想画幸福吗？但这是一个不可见的
类别，尽管它确实存在。为什么不这样做。有
一次，我非常现实地谈到了水这个主题。以及
如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个
人坐在一起。他们坐着，他们很高兴。我为什
么不能画这个？油漆被撕掉，距离拉近了。如
何理解现实主义？我相信，重复我们所看到的
是不可能的。您可以近距离接触，找到一些新
的东西。但是仅仅复制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问：您的作品的总体形象是什么？
答：可能我想传达我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现在我们坐着聊天，汽车开着，刷子掉了。就
是现在，我就表达当下的感受。话题是反思的
机会。但这不是重点。最主要的是，思想要深
入，具有一定的分量。

问：您认为作品应该美丽吗？

最初的草图 新作品始于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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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必要。有人告诉我：你的作品太漂
亮了。对他来说，这很美丽，但我相信它们还
不完美。在“美丽”的概念上应该投资什么？
对我来说，“美丽”是色彩的和谐，不需要改
变任何东西。我确定要去哪里。但这是一回
事。还有另一回事：达到我的想法。有构图感
和节奏感很重要。这很棒，但这还不是全部。
许多艺术家没被人看到是因为他们不习惯独立
工作。

问：您参加了展览，并随作品一起出国旅
行。这些经历有多有用？

答：我认为我们独创时会很有趣。
问：您的创意计划中有什么？还是您认为您

的工作已经达到顶峰，无需多花心思？
答：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大

师，那已经很糟糕了。仅凭以往的经验工作。人
需要不断改进、寻求、战斗，不要冷漠。一个人
将目光投向了某个方向，并且正在朝着这个方向
发展。需要不断工作。我确信完美无极限。我喜
欢什么？是的，只是在工作中表达自己。

评
论家曾经说过：“斯拉夫艺术家的力
量是不确定的。”缺乏理性的团结，
渴望在情感层面上了解我们周围的世
界-这些首先是艺术家科斯蒂琴科固

有的素质。他更欣赏轻描淡写，而不是最后的
判断。在艺术家从画布的合理“构造”中“解
放”出来的地方，很容易看到活跃的色彩斑点
的冲动和弦……故事情节几乎消失了，发生了
一种弥散，在他的画作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瓦萨里·科斯蒂琴科，来自那些设法避免
伪学术传统影响的白俄罗斯艺术家。“他的绘
画中的象征性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具有不同
的含义：它作为有机的绘画成分，“适合”作
品的背景。画布上充满大量局部色点的饱和度
可能会引起对野兽派画家的绘画暗示，但我看
到了不同的动机：一方面，欧洲经验的发展，
另一方面，实现了学术绘画经验绝不可能带来
的可能性。这就是艺术评论家尼古拉·波格拉
诺夫斯基关于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作品的看
法。

应
当指出，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创作
方式具有另一个特点。在他的作品
中，绘画元素有时受到一种局部颜色
的约束-通常是红色。红色渐变可以无

限变化，并且可以平滑地从一块画布“流”到
另一块画布。红色的扩展是许多绘画的交叉。
有时，这被看作是一个系列，这使艺术家能够
始终如一地揭示各种变化中的“红色主题”。

问：“您认为今天没有多少人对艺术感兴趣
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与作者进行对话。

工作时必须站起来

艺术家无处不在

创意中不能没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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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直以来：对艺术感兴趣的
人并不多。”瓦西里认为，显然，这就
是世界的运作方式。

问：但是，现代艺术家仍然要继续
创作和生活，在这种创造力中，您可
能不必将观众视为消费者？

答：这个话题很复杂。有时我会尝
试为特定客户做事。我知道如何让消
费者满意。但是总的来说，这里有一
个谜：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没有为消费
者考虑？我们与合著者曾经说过：您
需要找到吸引观众的东西，让他感兴
趣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
己的方式去做。

问：您是否考虑过要成为观众？毕
竟，形式必须结合含义。

答：问题是，什么是生意，什么是
艺术？为了赚钱而画和用心画是完全不同的事
情。

问：但是，确定拍卖、销售的评估标准又如
何呢？

答：白俄罗斯艺术家也参加了拍卖。通常，
当艺术品交易商想要从中赚钱时，他们便与之
合作。当然存在评估标准。因为有许多艺术家
之所以不为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写作不
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的展示不多。

问：可以说白俄罗斯艺术家清楚地宣布了自
己的世界身份？

答：为什么不？鲍里斯·扎波罗夫在这里宣
布自己。夏加尔？当他到达德国时，他展示了
很多作品，但是没有人需要它们。他仅在法国
得到了支持。这是命运，运气。每个人都有机
会。

问：我们的白俄罗斯绘画学校怎么样？
答：我去过很多地方：在德国、瑞典、卢森

堡、法国……我们似乎不是很差。有一次，莫
斯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年轻时经常去维
尔纽斯：那里的艺术很现代，非常有趣。有很
多教育机构。来自俄罗斯联邦诺夫哥罗德地区
的一位艺术家来找我，他们在那里有一所教育
机构，领土就像白俄罗斯一样大。对于我们来
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有学校。

问：您参加了展览，并随作品一起出国旅
行。这种经历有多有用，有多有价值？

答：我相信当我们与众不同时我们会很有
趣。

问：一次，您成为 “美术”的总统特别奖获
得者提名。

答：是的，这是对白俄罗斯艺术发展做出贡
献的奖项。2007年对我来说尤其富有成果。我

参加了国家图书馆的设计，展览、活动非常火
热。

问：是什么让您取得成功？您的作品是否
基于国家的生活及民族特征？您是国际艺术家
吗？

答：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受到了美术大师的
熏陶：收到民间艺术家Mikhail Savitsky，Leonid 
Shchemelev，Gabriel Vaschenka的作品中……印
记的影响。在我看来，改变某些东西很困难。是
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开始更频繁地访问国外，
我们自己开放了。当然，您会关注世界艺术。当
然，你们大多数人都在白俄罗斯。因为您住在这
里，所以要沟通。主题是最经常基于当地现实的
主题。而且，如果我们选择现在20岁的学生，恐
怕世代相传会消失。我对此很害怕。当我们加入
艺术家联盟时，感觉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年轻
艺术家之间的这种信念还不够。我并不是说他们
不能干。他们只需要有机会相信自己的创造力。
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变得更自信。

问：您是否关心保持传统？
答：当然。传统可以帮助年轻人。必须如

此。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一样。

对
世界及其创作哲学有着独特理解的艺
术家。对于科斯蒂琴科而言，此定义
非常准确。同事们将他描述为对生活
无动于衷的画家。可能是因为他作品

中的真实感具有许多层次和细节。毫无疑问，
在同一个展览“水的标志”中，每张照片都变成
了一个片段，理解了世界和谐的概念。但是对他
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冰冷的真理，他理解了整个世
界。他借助绘画努力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是概念
主义者瓦西里·科斯蒂琴科的创作立场。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一切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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