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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17 ліпеня, 2020

Лад, су лад насц
ь, зла джа

насц
ь, зга

р ма ні за в
а насц

ь… У 

лю бым зда ро вым ар
 га н

із м
е ад



бы ва юц ца ш
то хві лін на т

ы ся чы 

роз ных мік ра пра цэ саў —
 і ў

се 

пад па рад ка ва ныя ад ной вя лі

кай мэ це: ж
ыць. Іх

 зла джа насц
ь 

і ёсц
ь га р

ан ты я та го
, што на 

хіст к
ай кла дач цы па між быц

цём і не быц цём — вы жы вем, 

аца ле ем
. Гэ так і ў ве лі зар

 ным 

гра мад скім ар га н
із м

е ў свя ты, 

свя точ ныя да ты
 ад бы ва ец

 ца 

гар
 ма ні за ц

ыя ка лек тыў най на

шай свя до мас ц
і. Каб су поль на 

ўсім
 нам раз в

і вац ца й
 жыць да

лей.

Маг ч
ы ма, 

мно гія за ў
ва жы

лі ці ка выя “су
 па дзен

 ні” 
ў лё

се, г
іс то

 рыі Бе ла ру сі. 
Ме на ві та 

22 чэр ве ня 1941га,
 у па ру най

вы со ка га
 со

н ца —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па ру! — пры ня ла яна пер шы 

бой са смя рот на не бяс печ ным 

во ра га
м. І р

оў на п
раз т

ры га д
ы, 

23 чэр ве ня 1944га,
 па ча ла ся

 

бе ла рус кая на ст
у паль ная апе

ра цыя “Баг р
а ці ён

”, якая за в
яр

шы ла ся
 29 жніў ня. Гіс то

 ры кі 

ка жуць: гэ т
а бы ла са мая маш

таб ная ва ен
 ная ап

е ра цыя Вя лі

кай Ай чын най вай ны. У хо дзе я
е 

й быў вы зва ле ны М
інск ад

 на

цыс таў: 3 лі пе ня. Па су
т нас ц

і, у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па ру. А
 яе, м

яр кую, 

акрэс л
і ва юць да ты

: ад
 22 чэр ве

ня да 7 лі пе ня. Ад аст
 ра на міч най 

да ты
 па чат к

у лет н
я га с

он ца ст
а

ян ня да х
рыс ці ян ска га

 пас л
я ку

паль ска га
 Дня Свя то га Я

на.

Вель мі сім
 ва ліч на, 

што й 

Сон ца 
на шай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

і 

мы ця пер так са ма ўша ноў ва

ем у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па ру: 3 лі пе

ня. А
ле ж

 па мя та ем
 пра в

аж ны 

юбі лей: ш
то 27 лі пе ня 1990 го да 

Вяр хоў ны Са вет 
БССР пры няў 

Дэк ла ра цыю аб дзяр жаў ным 

су ве рэ ні тэ це. 
30 га д

оў та му 

БССР бы ла п
ры зна на я

к са ма

сто
й ная дзяр жа ва. І з 1991 па 

1996 га д
ы га лоў нае н

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е с
вя та —

 Дзен
ь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і —
 ад

 зна чаў ся 27 лі пе ня, быў 

пры мер ка ва ны да тае д
а ты

. А на 

рэс п
уб лі кан скім рэ фе рэн ду ме 

1996 го да на род пры няў ра шэн не 

свят ка ваць Дзен
ь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

і 

3 лі пе ня, ка лі ад
 зна ча ец

 ца Д
зен

ь 

вы зва лен ня Мін ска ад
 на цыс таў. 

І нібыта тры свя ты сыш лі ся ў 

ад но. Іх
, ск

а жам так, эн
ер ге т

ыч

ны за р
ад знач на ўзмац ніў ся.

Ку пал ле, В
ы зва лен не, Н

е за

леж насц
ь —

 вось якая ма гу
т ная 

трой ца с
та іц

ь над на шым Свя

там! Ку пал ле — як знак та го
, 

што мы ўбі ра ем
 у ся

 бе ж
ыц ця

дай ныя рыт мы Су све ту
 ў па ру 

най вы шэй ша га
 га д

а во га 
роск

ві ту Пры ро ды. Вы зва лен не — 

як памяць пра вы ха д Бе ла ру сі 

з па ло ну “ка рыч не вай чу мы”. 

Не за леж насц
ь —

 як зн
ак усве

дам лен ня та го
, ш

то ма ем
 пра ва 

мы пад гэ т
ым сон цам, на гэ

 тым 

бе лым све це ж
ыць у сва ёй

 су ве

рэн най кра і н
е. Б

ез чу жое ап
е кі.

За га д
ы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

і Рэс

пуб лі кі Бе ла русь ад ла дзі лі ся й 

свя точ ныя, м
ож на с

ка за
ць, ры

ту аль ныя дзеі,
 што паў та ра юц

ца ш
то год з не вя ліч кі мі ўдак лад

нен ня мі 3 лі пе ня. Ура чыс тас ц
і ў 

ста лі цы па чы на юц ца з 
па тры я

тыч на га
 шэс ц

я “Б
е ла русь пом

ніць!”. 
Так бы ло й сё л

е та. Як 

заў
 сё д

ы, Прэ зі д
энт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паў дзел

ь ні чаў у 

народным шэс ц
і, а ра за

м з ім 

і тры яго сы
 ны, ве тэ ра ны, во

і ныін тэр на цы я на ліс ты
. 

Іш лі 

па 
Пра сп

ек це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

і 

да Пло шчы Пе ра мо гі кі раў ні

кі дзярж ор га н
аў,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і 

куль ту
 ры, сп

ор ту, 
ме дый най су

поль нас ц
і, вы ха ван цы Мінск ага

 

ка дэц ка га
 ву чы лі шча й пі я не ры, 

а т
ак са ма п

рад стаў ні кі гр
а мад

скіх ар
 га н

і за ц
ый, м

о ла дзі, 
пра

цоў ных ка лек ты ваў і ду ха вен

ств
а.

Пры го жыя лю дзі. К
аш тоў ная 

тра ды цыя. Сім ва ліч нае с
вя та!

Іван Ждановіч

Працяг размовы пра тое, я
к 

дапамагчы юным беларускім 

карыстальнікам “сусветнай 

павуціны” ўмацаваць свой ім
унітэт 

супраць ін
фавірусных ін

фекцый

Пэў на, ш
то ўсе ін

 тэр нэтк
а рыс таль ні

кі хоць трош кі чу лі пра ві ру сы, ш
то гу ля

юць на вір ту аль ных пра ст
о рах “су

 свет н
ай 

па ву
 ці ны”. Зма га

 юц ца з імі кар па ра цыі 

да св
ед ча ных ІТсп

е цы я ліс таў, 
ств

а ра ю

чы ан ты ві рус ныя пра гр
а мы. Ад нак па

ста віць ней кія філь тры, рас п
а зн

а валь ні кі 

на ў
зроў ні ча ла ве чай свя до мас ц

і су
 праць 

фэй каў, 
раз б

у раль ных і дэ ст
рук тыў ных 

ідэй — яшчэ больш скла да ная за д
а ча. 

“Ну ці ж ву чы лі нас б
аць кі зм

а га
ц ца з ф

эй

ка мі? У
ся му не на ву

 чыш. Але вы ха ван не, 

куль ту
р ная тра ды цыя, раз в

іц цё ін
 тэ ле кту 

ств
а ра юць ня бач ную лі нію аб

а ро ны асо


бы. Ка лі яна ёсц
ь, та ды й кі ну ты фэйк 

не л
я жа ў

 св
я до масц

ь як ідэя ка ра нё вая, 

асн
оў ная,” —

 лі чыць ды рэк тар кам па ніі 

“Сак ра мент ІТ
” В

а ле ры Яго раў. 
Па ча так 

гу тар кі з і
м мы па да лі ў № 11 (“К

аб не ст
аў 

ін тэр нэт п
а ву

 ці наю” —
 ГР, 1

5.06.2020).

“Сіс тэ ма 
аду ка цыі 

— стра тэ гіч


ная га лі на для кра і ны”. Тое пад крэс л
іў 

Прэ зі д
энт Б

е ла ру сі 2
9 чэр ве ня, ка лі су



стра каў ся са школь ны мі на ст
аў ні ка мі 

й вы клад чы кі ВНУ, пра фе са ра мі, вы ха

валь ні ка мі дзі ця чых са доў. З
 усёй

 кра і ны 

з’е х
а лі ся гос ці ў Вы ста вач ны комп лекс, 

які на ст
а ліч ным пра сп

ек це П
е ра мож цаў, 

пры Па ла цы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
і.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на вя лі кай су стрэ чы з п
е да га

гіч ным ак ты вам пра па на ваў аб мер ка ваць 

раз в
іц цё сіс т

э мы аду ка цыі. За кра на лі ся 

роз ныя пы тан ні: ад но вых пра ві лаў па

сту
п лен ня ў ВНУ да м

ес цаў у ін тэр на тах, 

рос ту
 за р

об каў на ст
аў ні каў і в

ы клад чы

каў. 
Ка жу чы пра важ насц

ь аду ка цыі ў 

на шым ча се, К
і раў нік дзяр жа вы звяр нуў 

ува гу й на тую пры ха ва ную не бяс пе ку, 

якую ўяў ляе са бой для юных су час н
ая ін

фа прас т
о ра: “

Вы ве да е це, ш
то ад бы ва ец

ца з 
мо лад дзю, якая за с

та ец
 ца самна сам 

з ін фар ма цый най пра ст
о рай. Я шчы ра 

ка жу: там ёю
 ўжо зай

 ма юц ца ін
 шыя вы

ха валь ні кі, з
а меж ныя ідэ о ла гі,

 а ч
а сам і 

зла чын цы. І т
ое, ш

то сён
 ня ад бы ва ец ца з 

не ка то
 ры мі на шы мі дзец

ь мі, гэ
 та не то

ль

кі да баць коў пы тан не, а
ле й

 да ўсіх нас, 

да ўсёй
 сіс

 тэ мы на шай аду ка цыі”. П
а су

т

нас ц
і, в

ы ха ван не м
о ла дзі н

ай цес ным чы

нам спа лу ча на з п
ы тан ня мі дзярж бяс пе кі, 

бу ду чы ні на шай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Н
е бу

дзем
 зай

 мац ца св
а і м

і дзец
ь мі —

 імі зо
й

муц ца ч
у жыя “н

а ст
аў ні кі”. 

Та ды ў гіс
 то

рыі не за леж най Бе ла ру сі, 
якую па він ны 

пра доў жыць на шы дзе ці, мо жам па ст
а

віць кроп ку. Н
а ват т

лус ту
ю”.

Ле та, ш
коль ныя й сту д

энц кія ка ні ку

лы —
 як раз тая па ра, ка лі, м

а ю чы больш 

воль на га ча су
, школь ні кі й мо ладзь ак

тыў на зд
а бы ва юць но выя ве ды, до свед, 

ура жан ні ў ты
м лі ку і ў

 ін тэр нэтп
ра сто

ры, у якой іх мо гуць пад сце ра гаць роз ныя 

не бяс пе кі. На пры кан цы пер шай част кі 

раз мо вы Ва ле ры Яго раў раз ва жаў: “Вось 

ця пер вя лі кая праб ле ма ін фап рас то ры —
 

фэй кі. 
Як су праць ста яць ім? Ду маю, 

най леп шы сро дак аба ро ны су праць ін

фа ві ру са — ву чыць ча ла ве ка з м
а лен ства 

ана лі за ваць, пе ра пра вя раць, па раў ноў

ваць ін фар ма цыю. Ка лі ты
 не пры ву ча ны 

тое ра біць гэ т
ак жа, як мыць ру кі пе рад 

ежай (а ця пер і зн
ач на час цей!) —

 то ты
, 

воб раз на ка жу чы, ча ла век без куль ту
р

нааду ка цый на га ім
у ні тэ ту

. І 
та му лёг ка 

да ся галь ны для лю бо га ін фа ві ру са. Д
зе 

та кія на вы кі на бы ваць? У сям’і, у
 шко ле, 

у на шым жаб ні ку (ма ец ца на ўва зе пра ект 

Ме га бук. —
 І.Ж

.). К
а лі ёсць на вы кі, то

 ў 

жыц цё вым пла ван ні, су стрэў шы ней кія 

но выя па ве вы, ін фап лы ні, з’я вы — ты 

змо жаш пра віль на вы ста віць вет разь, 

па пра ца ваць вяс лом, за р
ы ен та вац ца па 

зор ках ці пры бо рах, аца ніць па ра мет ры 

й сі лу вет ра ці плы ні…
 Наш Ме га бук —

 

“трэ на жор” для ўма ца ван ня на ас фер на га 

іму ні тэ ту
 асо бы. ➔

 С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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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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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н бу да ваў 

куль тур ныя 

мас ты
Стар. 8

Жы ві ў шчас ці,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а!

Стар. 3

БЕЛ
ТА

БЕЛ
Т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е  

Ку пал ле  

на бе ра зе  

Бал тый ска га 

мо ра

Стар. 4

СветаПогляд

Свята

Зімой і летам —
 з бяспечным інтэрнэтам

Пад сонцам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Бе ла русь шы ро ка свят ка ва ла Дзень Вы зва лен ня і Д
зень Не за леж нас ці —

 у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па ру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ў святочным ш
эсці  

“Беларусь помніць!”

Мінск. 3
 ліпеня. Ш

эсце па праспекце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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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серада, 29 ліпеня, 2020

Розныя, здавалася б, кам

паніі: уборачная ды выбарчая.

Але ж, калі ўдумаццаразва

жыць з менталітэтам нашым

спрадвечна сялянскім, хлеба

робскім,тознойдуццапаміжімі

цікавыясэнсавыяпаралелі.

Кожныхлебароб,яккажуць

здаўна, менавіта ў жніўную

пару трымае галоўны экзамен

года. Іатрымліваеўрэшце“ад

знаку” — вядома ж, ураджа

ем! — за працу ў чарговым

жыццёвымцыкле.Якіўключае

процьму работ: угноіць глебу,

заараць яе, пасеяць збожжа,

дагледзець пасевы належным

чынам,своечасовасабрацьура

джай. А як жа ўсё дасканала,

рупліва, з захаваннем агратэх

налогійпавіннабыцьзроблена,

зулікаміўмоўнадвор’я,іасаб

лівасцяў глебы, гатунку насен

ня,кабкожныгектардаваўаж

нопад100цэнтнераўпшаніцы!

Лічбу прыводжу не выпад

кова. Днямі яна прагучала, ка

лі Прэзідэнт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

шэнканаведваў аграгаспадарку

“Новае жыццё” ў Нясвіжскім

раёне Міншчыны. Гэта й ад

маёй малой радзімы недалёка.

І згадалася,што ў 70я, калі я,

школьнік, працаваў на жніве ў

калгасе“Беларусь”Ляхавіцкага

раёна Брэстчыны (памочнікам

камбайнёра ў таты, Івана Іосі

фавічаЖдановіча), то пра ўра

джайнасць такую мы й не чу

лі.Якза40цэнтнераўячменю,

пшаніцы на асоб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накругбралі—о,гэтабыўпос

пех! Аграном, брыгадзір, стар

шыня калгаса маглі разлічваць

на высокаемесца ў сацспабор

ніцтве,камбайнёры—таксама.

Душа ж радуецца, калі добра

сыплеўбункер,іможнанебла

гую капейчыну на жніве зара

біць.Іславу,хайсабеіўмежах

раёнацівобласці.Прыемнабы

ло, калі тата з братам Пятром

(ёнранейзамянепайшоўупа

мочнікі)нанекаторычас,маючы

новыкамбайнСК4,аказалісяў

лідарах сацспаборніцтва. Ся

ляне,бацьказсынампадлеткам

зневялічкайвёскіЯцкаўшчыны

трапілінараённуюдошкугона

ру, а ў таты журналістка ўзяла

інтэрв’ю: у раёнцы “Будаўнік

камунізму”надрукавалі.

Ды слава, ужо тады я пера

канаўся,—пані яшчэ тая.Кап

рызная й недаўгавечная бывае.

Трохізкамбайнамнештанеза

ладзілася—ілідарстватагояк

не было. А хлеб — ён значна

больш надзейны. Заўсёды па

трэбен:іў70я,іцяпер.Дарэчы,

у развіццё агракомплексу бела

руская дзяржава ўклала звыш

40 мільярдаў долараў толькі

ў апошнія дзве пяцігодкі. Так

умацоўвалася харчовая бяспека

Беларусі.Своечасова!Цяпержа

ў свеце зза каранавіруса праг

назуюццапраблемызхарчаван

нем,наватголад.Івартазгадаць

сёлетнюювясну,калінапасяў

ную наступала “інфавірусная

інфекцыя”, бо некаторым гара

чымгарадскімгаловамздавала

ся:трэбаўсіхпагалоўнаўкраі

непасадзіцьукаранцін.Алеж

і на “форсмажорны” выпадак

беларусы даўно маюць мудрае

выслоўевакцыну:памірацьзбі

райся, а жыта сей! Умелі дзя

ды расстаўляць прыярытэты!

Непрасябе,чалавеча,думай—

прасвойрод,праблізкіхлюдзей.

Ніхтожневечны:хтонароджа

ны— той і сыдзе, як пара на

дыдзе.Датагож,пісаўУладзі

мір Караткевіч, саван кішэняў

немае.Ахлебнасталейпасля

наспатрэбенбудзе.Тамунашы

сялянедыаграгарадкоўцыўсёж

яравыя сеялі, азімыя даглядалі.

Звыклі на сябе спадзявацца—

не на чужую, а тым больш за

межную, дапамогу: там дарма

недадуць,аяшчэйпапракнуць.

➔
 Стар. 3

Напярэдадні Дня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2

чэрвеня 2020 года, супрацоўнікі Даў

гаўпілскага Цэнтра 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

туры (ЦБК) з актывістамі Беларуска

га культурнаасветніцкага таварыства

“Уздым” правялі флэшмоб “Віват Бе

ларусь!” у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консульстве

Рэспублікі Беларусь у Даўгаўпілсе. У

такім нязвычным фармаце беларусы

Даўгаўпілса павіншавалі прадстаўні

коўГ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а,сваюБацькаўшчы

нусасвятам.Уяркіхнародныхстроях,

з паветранымі шарамі ў руках юных

удзельнікаў дзіцячай студыі “Скарбні

ца”, супрацоўнікі ЦБК, чальцы праў

лення“Уздыма”прайшлісяпасонечных

вуліцахгора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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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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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ворчасцьСтар. 6

Весткі з суполак

сВетапогляд

Флэшмоб “Віват Беларусь!” каля Г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а Беларусі ў Даўгаўпілсе

Крэатыўнае віншаванне

Рас цём і жы вём сяў бой ды жні вом

Сё лет няя га ра чая жніў ная па ра ў краіне на бы вае асаб лі ва глы бо кі сэнс:  

бо як раз ця пер мы ў чар го вы раз рых ту ем ся да вы ба раў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Беларусі

Прадстаўнікі Даўгаўпілскага Цэнтра 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туры й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культурна-асветніцкага 

таварыства “Уздым” правялі флэшмоб “Віват 

Беларусь!” прама ў Г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е Беларусі

Жніво-2020. Старшыня Гомельскага аблвыканкама Генадзь Салавей  

дзякуе за ўдарную працу на жніве механізатару Аляксандру Белавусаву  

з аграгаспадаркі “Калінінскі” Добрушскага раёна.

1Голас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14 жніўня, 2020

У краіне 9 жніўня прай
шлівыбары.Наступнымднём
Цэнтрвыбаркам абвясціў па
пярэднія іх вынікі. На Бел
ТА з’явілася інфармацыя: у
дзейнага Кіраўніка дзяржа
вы Аляксандра Лукашэнкі
80,23% галасоў. Паводле па
пярэдніхдадзеных,якпаведа
млялася,заСвятлануЦіханоў
скую прагаласавалі 9,9%, за
Ганну Канапацкую— 1,68%,
АндрэяДзмітрыева—1,04%,
СяргеяЧэрачня—1,13%, су
працьусіх—6,02%.

Адметнасць сёлетніх вы
бараў была ўжо ў тым, што,
знаёмячыжурналістаў з іх па
пярэднімі вынікамі, старшыня
ЦВК Лідзія Ярмошына казала
наступнае: “Яны літаральна
атрымлівалісяўручнымрэжы
ме ў сілу таго,штоЦэнтраль
наякамісія,паменшаймеры,я
з аналітыкам, нас было толькі
двое,угадзінуночыбыліэваку
яваныязДомаўрада.Тамумы
непрымалівынікі.Мыпрынялі
іхтолькіцяпер,літаральнана
пярэдаднігэтагабрыфінгу”.

Эвакуацыя ЦВК? Такога ў
нас яшчэ не бывала.Падобная
інфармацыянасцярожвала.Тым
больш,што з’яўляліся весткі ў
інтэрнэце,прайшлічуткі:неза
даволеныя вынікамі галасаван
няграмадзянеўжоўночз9на
10 жніўня выйшлі на вуліцы,
патрабавалі“честных”выбараў,
абвінавачвалі ўлады ў махіна
цыях з выбарчымі бюлетэнямі.
Пазнейз інфармацыі,якуюда
вёўСледчыкамітэт,сталавядо
ма:тамсапраўды“працягваецца
расследаванне крымінальных

спраўабмасавыхбеспарадкахі
гвалцеўдачыненнідасупрацоў
нікаўорганаўунутраныхспраў,
якія адбыліся 9 жніўня ўМін
ску”. Распачата 21 крыміналь
ная справа. Прычым “паводле
дадзеных следства, масавыя
беспарадкі ў краіне адбывалі
ся не спантанна: каардынава
лі дзеянні грамадзян і кіравалі
імі спецыяльнападрыхтаваныя
асобы.Уходзевывучэннязапі
саў камер відэаназірання след
чыяпрыйшліда высновы,што
каардынатарыпрафесійнаарга
нізоўвалінатоўпізаклікалігра
мадзяндаактыўныхдзеянняў”.
Паведамляецца,што ў натоўпе
быліправакатары,якіяпадбух
торвалі ўдзельнікаў да гвалту
ў дачыненні да супрацоўнікаў
органаў унутраных спраў, пра
вакуючы такім чынам прыняц
цесілавыхмер.Саміжпадбух
торшчыкі ў часе дзеянняў ад
месцаўсутыкненняўграмадзян
зсупрацоўнікаміАМАПадыхо
дзілі.

Ці абяцала нешта бяду ў
нашым доме? Так. І сам Прэ
зідэнт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не раз публічна гаварыў, што
сёлета краіну чакаюць вялікія
выпрабаванні. Пра шэраг роз
ных пандэмій, якіх налічва
лася ці не з пяць. Безумоўна,
каранавірус прыўнёс немалое
эмацыйнае напружанне ў гра
мадства. Беларусьжа выбрала
свой шлях у змаганні з пан
дэміяй, таму пачаліся атакі з

розных бакоў на кіраўніцтва
краіны.Зчасам,аднак,многія
зразумелі: стратэгія й тактыка
былі апраўданыя. Але “інфа
пандэмія” нарастала. Стабіль
насць і спакой у грамадстве
пачаліразбівацьрозныя“даль
набойныя”фэйкі.Якія,вядома
ж, абвяргаліся ў афіцыйных
СМІ— але ж сляды ад іх за
стаюцца. Была разгорнута ў
часе перадвыбарчай агітацыі
“массированная”інфабарацьба
супраць дзеючага Прэзідэнта,
найперш у інтэрнэце. Фікса
валіся шматлікія парушэнні
правапарадку ў ходзе збору
подпісаў,перадвыбарчайагіта
цыі.Закруціласякрымінальная
справа з “Белгазпромбанком”,
былі затрыманы на тэрыто
рыіБеларусілюдзізрасійскай
прыватнай ваеннай кампаніі
“Вагнер”, гаварылася пра гіб
рыдную вайну, якая вядзецца
ззамежжасупрацьБеларусі…

Калі пішацца гэты тэкст,
супрацьстаянне пратэстантаў і
прадстаўнікоў сіл правапарад
ку прадаўжаецца.Намжа, хто
апелюедарозуму,анеэмоцый
узбуджаных людзей, застаецца
толькі як малітву паўтараць:
хайбратнеідзенабрата!Іспа
дзявацца,штоўгэтымканфлік
це ўдасца, праявіўшы лепшыя
рысы беларускага характару,
вырашыць супярэчнасці не ў
крывавыхразборках—заста
ломперагавораў.

ІванЖдановіч

звёскіруціцыкарэліцкагараёна
Гродзеншчыныбыўродам
ФёдарШугля:афіцэр-ардэнаносец,
удзельнікВялікайайчыннай
вайны.Памяцьпрабацьку-героя
вызначаежыццёвыяарыенціры
йдлясынаягоУладзіміра:паэта,
ГанаровагаГенеральнагаконсула
Беларусіўцюменьскайвобласці
расіі.

СёлетанапачаткучэрвеняўЦюме
нівыйшлаздрукукніга“Исновамай,
победныймай”—зборнікцюменьскіх
паэтаў, прысвечаны 75годдзю Пера
могі. Гэта вершы, паэтычныя абраз
кі больш чым 20 аўтараў. Як расказаў
журналістамадзінзіх,МікалайЗензін,
важкім аргументам за тое, каб зборнік
абавязкова выйшаў, сталі выказванні
некаторых замежных палітыкаў і гіс
торыкаў на пачатку года. Яны гавары
ліпраперамогукраінантыгітлераўскай
кааліцыі над фашысцкай Германіяй,
неназываючыСавецкагаСаюза!Дэпу
татыЕўрапарламентапалічылі:гэтадва
таталітарныя рэжымы для перадзелу
свету й захопу чужых тэрыторый раз
вязалі вайну. “Жаданне супрацьстаяць
плынітакойхлуснійбылоаднымзпа

буджальных матываў аўтараў”,— ад
значыўМікалайЗензін.

Якбачым, эстафетуподзвігу гераіч
ныхбацькоў,дзядоўгоднанясуцьсыны,
унукі.Убойзагістарычнуюпраўдуідзе
іх паэзія. А на 4ю старонку вокладкі
106старонкавага зборніка (якую абды
мае Сцяг Перамогі) вынесены чакан
ныя,бызмарша,радкіМікалаяЗензіна:
“ВбояхсврагомОтчизнуотстояли,/И
никомуПобедунеотнять!Историюмы
кровьюнаписали,/Инедадимеепере
писать!”.

ЗгордасцюзабеларусаўЦюменічы
талімыўінтэрнэце,штотворчуюйматэ
рыяльнуюпадтрымкупрыпадрыхтоўцы,
выданнізборнікааказаўУладзімірШуг
ля—кіраўнікРэгіянальнайграмадскай
арганізацыі “Саюз— інтэграцыя брац

кіхнародаў”,паэт,ГанаровыГенеральны
консулБеларусіўЦюменьскайвобласці
Расіі.Ягонаяпрадмовапададзенаўзбор
ніку,івершынаваеннуютэмутаксама.
➔ Стар. 5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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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карцін 
і 30 гравюр 

у падарунак 
Радзіме 

Стар. 7

Хлеб у хаце 
гаспадар

Ста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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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ў ста год дзя 
ў ад кры тым 

мо ры 
Стар. 4

75ГадОЎПЕраМОГі

СВЕтаПОГляд

Уладзімір Шугля

звёскіруціцыкарэліцкагараёна СёлетанапачаткучэрвеняўЦюме буджальных матываў аўтараў”,— ад

75ГадОЎПЕраМОГі75ГадОЎПЕраМОГі

У бой ідзе паэ зія сы ноў

СВЕтаПОГлядСВЕтаПОГляд

Хай брат не пакрыўдзіць брата!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рай шлі вы ба ры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На жаль, вы бар чая кам па нія ў кра і не тым не за кон чы ла ся...

Сям'я на выбарчым участку ў Наваполацк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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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秋收图展

10	超级大家庭
莫洛德奇诺地区最好的机械操
作员之一弗朗兹·卢日斯基的
愿望是让孙子们生活在一个和
平，平静的白俄罗斯，没有饥
饿和灾难

18

界各地许多研究人员纷纷投入
寻找靶向抗冠状病毒制剂

21	地方性问题的讨论
波兰国立大学举办了第75届联
合国青年在线论坛

22	盖房子，开垦花园，	
养活三个孩子
拉里昂·索罗卡是两次战争的
参与者，是一位贵族木匠，也
是维捷布斯克州Beshenkovichi
区Skakunovshchina村的一名
木匠，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他一生的善行激励了他的儿
子——企业家，白俄罗斯作家
协会的成员

收割节奏

一个在各方面都很舒
适的城市

4

12	坚强的性格有利于事业
机械工程业是白俄罗斯经济的
重点。每年生产成千上万的拖
拉机，卡车，成千上万的收割
机、公共汽车，以及汽车和电
动汽车

16	结果证明筛选有效
如何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问题
仍然悬而未决。毫不奇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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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精
彩
继
续 华丽、多样的遗产

28	来自沃尔科夫斯克的普
希金学者拉里萨·切尔
卡申娜
文学家、文学历史学家拉里
萨·切尔卡辛是主要的俄罗斯
普希金学者。她出生于白俄罗
斯的格罗德诺。常游历于美丽
的白俄罗斯土地上。她了解的
不仅有格罗德诺，还有维杰布
斯克、波洛茨克

34	如果你想身体健康
人可以不吃肉并保持身体活跃
吗？生物活性添加剂有害健康
还是有益健康？如何始终保持
良好的身体状态？

44	对于每位喜欢戏剧的人
来说
理查德·博列斯拉沃维奇撰写
的《20—21世纪白俄罗斯剧院
历史》的新教科书已于最近出
版，这是一个了解这一精彩历
史的绝佳机会

46	故乡
阿列克谢·杜达雷夫的两幕喜
剧。未完待续

32	走进童话故事—步行或
骑单车
生态休闲正在成为出境旅行的替
代选择

留影
52

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

“创作最重要的是对自
己负责”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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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让我们从数字开始吧。它反映了收割的真实

情况，当您翻阅杂志时，收割就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截至8月17日，全国共有86%以上的庄稼被收
回，收集了超过700万吨粮食。预计将总共收割
950万吨谷物。

顺便说一下，今年的天气对农民来说是有利
的。是的，有时会下雨，但幸运的是没有持续
很长时间。但是对于那些正在收割的人来说，即
使是轻微的恶劣天气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
此，他们在每天的晴天都尽可能多地工作。

今年的粮食还不错：甚至都塞满了谷物。
至于这段时期的白俄罗斯媒体，我们注意到

他们对收割工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中央报
纸和相应站点的页面上充斥着最重要的机器操作
员（老人和年轻人）的照片。其中有女孩，有家
庭工作人员，有儿子和女儿的父亲，兄  弟姐妹，
丈夫和妻子也一起工作。年轻人也很活跃。青年
大约750名！

来自我国不同州的新闻和事实的拼接，在这
里推出了收割-2020，据联合收割机的一位经营
者称，这是农业工作的王冠，我们为该杂志的读
者提供服务。

为婚礼工作！
来自格罗德诺州Berestovitsky区的一个家庭成

员，女学生与父亲一起工作，收割了1000多吨谷
物。今天，收获的司机们在这一领域受到了尊敬。
经验丰富的联合收割机操作员Alexander Maksimik
受到了祝贺，他20岁的女儿Elena是他的助手。他
们和家族人员在“Palesse GS10”联合收割机上的
工作-他们也是该州的领导者之一，对于机械操作
员来说，这已经是第20次收获，对于他的女儿来
说，这是第一次收获。现在，她正在休假，完成了
扬卡·库帕拉语言学院的三年级学业。

“从小开始，我在田间求助于父亲，看看他的
工作方式。今年，我决定与他合作。当然，刚开始
时很难，然后我就进入了这种节奏，”女孩说。她
强调了很多责任：帮助悬挂或移去割台，清洗，吹
扫，保养联合收割机，必要时进行润滑。有时我不
得不使用镰刀，以帮助收割下垂的作物。

这个女孩承认她很疲倦，她了解到粮食从来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我们工作了两个
多星期，没有休息日。只有在恶劣的天气里才有
休息的日子。

“但是我当然不后悔自己从事了这样的工
作。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明年我一定会请父亲当
助手，”女孩笑了。她计划在婚礼上的花费是从
收割服务中赚来的钱。婚礼定于9月举行。

父亲高度赞赏她对最终结果做出的贡献：
与亲人合作总是比较容易。我们彼此完全了

解。女儿本人很活跃，很努力，所以没有问题。
收成很好，他们每天要收割100吨或更多。因
此，心情很好，操作员说。顺便说一句，他很快
就会跟上拖拉机的脚步，进行耕作，为明年的收
成做准备。

在格罗德诺州，收成已经达到高潮。越来越
多的农场和那些在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的农场。

收割节奏

埃琳娜•马克西米克帮助布列斯特地区收割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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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涉及谷物运输的驾驶员中，有90多个工
作人员克服了打谷的第1000个里程碑。领导人中
既有青年成员，也有家庭成员。

联合收割机操作员aksakal
参加第55次收割的联合收割机操作员根纳

季·茨维尔科在Stolbtsy区获得了荣誉。他今年73
岁。他一生致力于农业。

他在“Agronemansky”股份公司工作：在收获
期间他担任联合收割机的操作员，其余时间担任生
产现场的管工。因此，他一年四季都在农场工作。
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联合收割机工作，始终显示出
良好的效果。根纳季·茨维尔科认为，联合收割机
操作员的工作没有特别的秘密。最主要的是系统
地，仔细地工作，以便及时清除粮食和小穗。

他有许多荣誉，其中包括“辛勤劳动”勋章
（1970年），最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
荣誉勋章（1974年）和“红色劳动大旗勋章”
（1975年）。 2015年，他被授予荣誉勋章。根纳
季·茨维尔科并没有止步于这些成就。他兴高采
烈地说：“我很健康，我会努力工作。”

他不厌倦工作，乐于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
轻人。Agronemansky公司主管Denis Zakharchuk
说：“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人是对土地，对我们
的工作的榜样。”

农业和粮食部长伊凡·克鲁普科向根纳季·
茨维尔科颁发了农业部“优异奖-农村加斯巴达
里亚人”荣誉徽章。他说：“感谢您为我们的
青年树立榜样。要工作这么多年，收获那么多面
包，您必须真的爱这片土地，爱我们的国家。”

根纳季·茨维尔科还获得了白俄罗斯农业工
人工会，Stolbtsy地区执行委员会和Agronemansky 
公司的奖项。Agronemansky是Stolbtsy区的一个
大型农场，拥有6000公顷耕地，雇用约230名员
工。在今年的农业组织中，已经收获了超过40％
的谷物面积。

安吉丽娜+叶甫根尼
在莫吉廖夫州，有13名妇女担任联合收割机操

作员的助手，与父亲，兄弟，丈夫配对。Shklov
地区有3名女性工作人员-同样比其他地区多。这
些工作人员受到高度重视。例如，在Khotimsk地
区，Larisa Andreichenkova和她的丈夫一直在为收
获季节进行收割工作。斯拉夫哥罗德地区的娜塔
莉亚·拉科维奇和她的父亲第一次进入田野。他们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新职业感到自豪。全体工作人员
将自己美丽的另一半与白俄罗斯农民大军中的所有
人同等工作。许多熟人仍然不相信安吉丽娜·安德
烈科维茨一直在第二季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助理。今
年，女孩从戈梅利州立大学语言学系毕业，一个月
后她将去学校教孩子白俄罗斯语。同时，他和他的
朋友叶夫根尼·舍甫契克在Shklov Govyady Agro（
控股公司的管理公司）处理面包。这对年轻夫妇很
高兴，一年前他们决定一起去粮田。尽管女孩必须
克服内心的恐惧——既要面对乍一看强大的机器，
又要面对女性传统与男性事业的碰撞。

“我不会抱怨助理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工作
很困难，”安吉丽娜承认。我工作的愉快。叶甫
根尼会照顾我、帮助我。当然，尽管我有在学校
获得的拖拉机驾驶执照，但我仍不会坐在联合收
割机的方向盘上自如的架势。我的职责包括进入
田间后清洁设备，确保途中没有石头或其他障碍
物，并注意收割的谷物没有损失。

早上七点，联合收割机操作员们已经在现场
了。晴朗的天气到九点钟，联合收割机就可以
出发了。只有下雨才能中断收割的速度，那时必
须在田野边等到轮胎晒干。联合收割机的机舱舒
适，凉爽，有空调。冰水和午餐要带到现场，周
围是广大的粮田。在那里舒适地工作。

年轻的机器操作员叶夫根尼·舍甫奇克三年
前从布列斯特州来到农场，那里给他配备了新的
收割机。现在，他为选择安吉丽娜作为助手感到
非常高兴：

联合收割机司机根纳季娅•茨维尔科的第55次收割 安吉丽娜•安德烈科维奇和叶夫根尼•谢夫切克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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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机工作正常。我的机舱整洁有序，安吉
丽娜总是会做小吃，因为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们要
在田野里直到天黑，有她在食物方面不是问题。
她为我们带来了饭菜和水。这样的联合工作，我
们凝聚在一起。我的助手勤奋，负责，美丽。

与艺术家马列维奇同姓
的联合收割机操作员

最好的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瓦西里·马列维奇正
在格罗德诺州农场“前进-Vertelishki”进行他的第
37次收获工作。这个星期他已经64岁了。和往常一
样，生日那天，他在野外驾驶自己喜欢的装备。

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联合收割机的
工作。马列维奇开玩笑说，当他以初次以机器
操作员的身份进入该领域时，他目前的同事中有
一半还没出生呢。然而，这个笑话与事实相差不
远：瓦西里刚开始工作时，他的驾驶室还是敞开
的，而且还有浅色的帆布雨棚。在2020季，克服
了标志性的千吨收割谷物的困难后，马列维奇并
没有放慢脚步。他已经收割了1650吨。

拉康尼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毫无保留
地谈起他的成就：

我在乡下长大，不需要童年的玩具，只需让
我用手触摸农业机械并坐在车上我就很满足了。
结果，我所追求的目标实现了。我从16岁起就在
集体农场工作。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可能是我们
农场中最老的机器操作员了。我对管理人员说：
只要需要我帮助，我就会在现场工作。他的姓氏
居然与世界著名的《黑方》作者的姓氏一样。

卡基米尔·马列维奇？是的，我对他的工作
有点熟悉。他是著名艺术家。我知道这幅画《
黑方》。虽然我在这里有自己的工作！例如，今
天，他们下令收获一个100公顷的春季油菜田。
顺便说一句，我通常工作到22:00，然后我赶快
回家。整个夏天，孙子孙女都从城市来到Vertel

ishki。他们等到我，和深爱的祖父交谈之前，不
会上床睡觉。而且，无论我多么累，我都会一直
查看明天的天气预报：看看会下雨吗？它能影响
所有的收成计划。

德罗兹一直在领先

来自莫吉廖夫州基洛夫斯基州的兄弟机器操
作员安德烈和谢尔盖·德罗兹是基洛夫斯基著名
王朝的代表，他们在以奥尔波斯基命名的拉维特
共同工作。他们延续农业事业：他们的双胞胎父
亲尼古拉和阿纳托利仍在股份公司工作。此前，
他们的祖父安德烈和谢尔盖也在这里工作。德罗
兹家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尼古拉多次成
为国家收割比赛的获胜者。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为他们工
作，”谢尔盖回忆说。如果爸爸或叔叔把我
们和他们一起带到收割机里，那就太好了！
随着他们的成长，对农业的兴趣越来越浓
厚。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并注意在哪里，
做什么以及如何完成。现在，我们以亲戚为
榜样，从不后悔。

不必过分谦虚，我会说我的兄弟和我很大
方，而且车辆的良好状况只允许我们成为领导
者，安德烈微笑着说。谢尔盖是设备维修专家，
他的工作进展顺利，但我也不落后。幸运的是，
我们有经验。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个收割季
节：在被征召服役之前，我设法在Rassvet工作，
今年我从部队返回后，又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德罗兹强调，与亲人并肩工作更容易。
我们不仅是血浓于水，而且是精神兄弟。我

们在分配责任方面没有困难，我们将工作平均分
配。我们快速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依赖。

这种互助，支持和全面理解使我们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兄弟不仅在自己的家庭中是最好的，
而且在该州也是最好的。

瓦西里•马列维奇是最好的联合收割机手之一 机器操作员安德烈和谢尔盖•德罗兹兄弟是他们同辈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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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莫吉廖夫州有不错的收成。相比之
下：如果去年夏天的平均单产为每公顷25.9公
担，那么这个季节为33.1公担。

农民的基因

玛丽娜·库列索娃现年26岁，是一名英语老
师和语言学硕士，她在Chaussky区的Mirny 农场
担任父亲的联合收割机助理。每年夏天，谷物种
植者的情节都使她和哥哥从城市来到田野。

早上6点醒来。库列索夫家族——父亲Svyato
slav Vasilyevich，女儿玛丽娜和她的哥哥安德烈
吃完早餐，急匆匆赶往机械旁：露水消退后，就
开始在田里工作了。昨天的天气正常，我们晚上
11点回到家。

四 年 前 获 得 驾 照 后 ， 我 就 在 我 们 的 农
场“Mirny Agro”获得了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工
作。我的兄弟和我从小就帮助父亲。起初，我们
小的时候，要求坐在驾驶舱里，然后爸爸开始允
许我们使用工具和润滑零件。现在我可以自己清
洁割台，拧紧螺母，转动管道，使谷物溢出，并
在必要时发动联合收割机。我正在考虑获得驾驶
拖拉机的许可证，然后我可以成为联合收割机操
作员。

当然我离我的父亲和兄弟很远，因为他们有
很多奖项。父亲曾经在“Dazhynki”地区获奖，
安德烈去年赢得了地区青年车手的  比赛。

库列肖夫家族也种地。曾经有段时间，斯瓦
特斯拉夫·库列肖夫的助手是他的父亲，他在农
场当操作员。每年，他的妻子都想过去帮忙，当
时很遗憾：她没有驾照，因此不允许。

这是我的第28季收割，斯瓦特斯拉夫·库
列肖夫在田间午饭时说道：“每一分钟都很重
要。”女儿作为助手对我很有帮助。她像女人一
样照顾我。她会在工作中喝一杯俄国冰啤酒，她
不会忘记工作，保持机舱的整洁和秩序。我们四

手操作更容易：可以同时完成文件办理工作和设
备调整。

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只有下雨才能休息一
会。因此，他们试图抓住每一分钟。的确，安德
烈落后了一些：联合收割机坏了两次。但是你能
做什么，在铁打的纪律面前。玛丽娜不仅是农场
上最可爱的农民，而且具有学士学位，她会说英
语，德语和波兰语。她在学校担任的英语老师，
国家分配的5年工作已经完成了3年。

白俄罗斯像瑞士，很热！

这里确实很美。难怪他们说Novogrudok是瑞
士的缩影。这里的地形使人们想起了在涅格涅维
奇农业小镇附近，该地区的收割机驾驶员之一伊
万·扎科在这里工作。

在边缘停下他的联合收割机——这是农业工
作的顶峰，这是成百上千那些耕种，播种的人辛
勤工作的结果。今年是大丰收。我环顾四周，我
的灵魂欢欣鼓舞！让我们一起吃面包吧！

排成一列的其他联合收割机一致、自信地爬
上山坡。您想知道在如此困难的地形下，每公顷
可能收获超过50公担！同时，在联合收割机后面
仍留有平茬，没有见到溢出的谷物。

伊万·扎科在他的第九季一直在从事联合收
割机操作员的工作，他知道这台机器的最后一个
嵌齿螺丝，并已收割1390吨。

他说：“我们正处于收获的高峰。曾经的记录
是2500吨。从收成率来看，现在我将超过这个结
果。我将给孙子和孙女送礼物。我和我的妻子会
留下来。顺便说一下，我的妻子瓦利亚很开心，她
说，我似乎应该为收获而减肥，我太胖了。但是，
如何减肥呢？如此丰富的罗宋汤，酸奶油，美味的
炸肉排和香肠被带到田间，哪里忍得住啊！”

米哈丽娜·切尔卡什娜
本文使用了白通社、今日白俄罗斯的资料

语言学硕士玛丽娜•库列索娃与联合收割机是朋友 联合收割机手伊万•扎尔科夫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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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面包的
意 义 ，
我 思 考
了很长时
间。在幼
儿 园 时
期，我父
亲是一名

音乐家，兼职总务主任。有
一次，他穿过厨房走向“没有
窗户的办公室”，当他在一个
杂货仓库开玩笑时，在大箱子
中间放着一张有台灯和椅子的
桌子，我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
东西。坐在椅子上的厨师费奥
多罗夫娜吃着她的手掌上的东
西。一件雪白的长袍使她看起
来像只大白鸟。还有黑色闪亮
的眼睛珠子……看到我在对面
徘徊，费多罗夫娜笑了笑：“
你要来一块煎饼配肉，我刚卷
的？”我摇了摇头，然后盯着
她的手。费奥多罗夫娜笑了起
来，打开了她的手掌心。我走
过去，看到面包屑。我感到我
的小手掌变成一条船，伸手去
拿费奥多罗夫娜的东西。她从
椅子上站起来，为我倒了面包
屑，继续在一块大木板上切面
包块。准备好下一部分后，她
将长方形的块放在侧面带有木
托盘上，然后小心地将碎屑

扫成一堆。她说：“来吧，闻
一下气味。还热着呢。”面包
略带酸味，混合着棕色煎饼的
味道，在大煎锅，豌豆汤和浆
果果冻中散发出淡淡的味道。
顺便说一句，果冻是用生长在
幼儿园院子里的浆果制成的，
那里还有樱桃和苹果。我们帮
助费奥多罗夫娜的学生在那里
采集了醋栗果、红树莓、黑加
仑、红加仑、还有樱桃。

我不会忘记老师教我们如
何区分浆果的口味。当然，那
时我们才四、五岁。上课时间
是在午餐前的一个小时，在凉
亭的院子里，那时是七月，很
热。但是我们可以忍受干燥的
夏季高温。

我记得轮到我了。他们蒙
住了我的眼睛，带我去老师旁
边，老师告诉我张开嘴。我感
到一大勺浆果碰到了我的牙
齿。芬芳的混合物被咀嚼，吞
咽然后蒙着眼睛描述什么浆
果。

我记得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无
法完成这项美味的任务。每个
人都在玩，特别是当红加仑的
酸味被发现时。嚼着浆果，看
上去令人垂涎，尤其是皱眉的
时候。毕竟，基本上，在那些
幼稚的童年里，我们都是爱吃

甜食的人。我们会给觉得面包
是酸的。

那些放在费奥多罗夫娜旁
边的面包屑我都吃了。从那时
起，我开启了我的面包世界。
我看到我们的厨师做的面包有
多精致。没有碎屑掉在地上。
更不用说如何保护它了。这是
我关于尊重面包的最深刻的记
忆之一。

在苏联那个遥远的时期，乌
克兰的面包种类并不丰富：黑
麦和砖头形是灰色的，白色的
则供不应求。我必须去面包店
送货。但是，小时候我们并没
有考虑这些微妙之处，我们既
没有考虑商品短缺，也没有考
虑我们Volchansk镇的面包店工
作顺利的事实，并且出于某种
原因没有任何白面包。有人告
诉我们：我们必须去买面包。
五、六岁的我们高兴地跟着
他，买了一条面包，那是一个
假期。我忍不住笑了，回想起
与我们一起回家的那条面包，
它被剥了皮。

面包皮真的又好吃又香！
小时候，我感到面包在一年
中的不同时间闻起来是有所
不同。夏季是甜的，充满蜂
蜜和香草的香味，尤其是您
如果有幸购买新鲜蜂蜜的

面包就像呼吸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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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在寒冷的冬季-仿佛
它的香气在寒冷中消失了。
在冬天，我甚至不想咬它，
更不用说捏它了：我的嘴唇
和手指很冷。当三月的太阳
开始暖和时，我们手中的面
包开始在回家的路上呼吸。
它微微温暖的气息向我们许
诺：很快我们将成群结队地
去看雪花莲、粉笔山、以及
在山上飞机场后面长出的柳
树。当天气完全变暖时，预备
飞行员们将开始练习飞行。我
们将观看他们进入飞机，在内
斯特罗夫回旋……我曾经和朋
友Allochka站在桥上，观看泉
水从融化的雪中奔腾而下。

她是如何在那儿拿出面包
的，我无法想象！我记得湿的
面包卡在灌木丛之间，我们试
图将其拉出。她说没事，我把
它留在这里，鸟儿会吃掉的。
我们会回去购买更多的面包。
幸运的是，被称为“ Belgorod
skaya”的商店距离我们只有五
分钟的路程……

面包是一个奇迹！它为我
们服务。极其好吃的面包不是
在家里就汤吃的面包，而是在
街上的面包。有一次邻居瓦莱
卡带着一片在我看来上面撒了
雪的面包走在街上。它让我垂
涎欲滴。我赶忙回家，也想得
到这样的一块。祖母笑着，切
了面包，将顶层略微浸了一下
水，并在上面撒了糖。她递给
了我，说出了奇怪的话。之后
她不止一次地这样做，直到
我离开乌克兰。我听说：我
们，Khimo也是人……这意味
着我们并不比其他人差。

我以一种自豪的眼神走到
瓦莱卡面前，坐在板凳上，
重复祖母的话：我们，Khimo
也是人……糖在我们的牙齿上
嘎吱作响，我们很开心。在大
街上，我们还吃面包、果酱、
黄油和盐。甚至还有猪油。因
此，在乌克兰，他们称其为猪
肉脂肪。

我也喜欢吃黑麦饼干，我
的祖母在烤箱里烤了黑麦饼
干。他们的气味散布在我们只
有一间厨房和一个房间的小房
子里。我还从食品储藏室拿来
了些饼干，把它们放在一个大
亚麻布袋中。当我还是一名学
生时，假期时我来看望父母，
那个书包仍然挂在衣橱里。我
告诉父母说是时候丢掉了：现
在有很多面包。我的母亲对他
说：“我们将在大饥荒时期或
被占领期间拿到那个袋子。”

然后我们把薄脆饼干交给了
邻居，玛莎姨妈将它们浸泡，
然后喂给了鸡。

正如他们所说，确实——我
们的所有都来自童年。我们的
习惯、性格、喜好都源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喜欢新
鲜面包的紧缩感和风味。每
次我们去位于布列斯特的Yats
kovshchina村时，我们都会经
过Kletsk。在那里，我们在市
场上停下来，买面包。在明斯
克，这很少见。这里的面包质
量很好——可以在手里跳舞！
当面包被挤压再松开时，立即
恢复其原始形状。这种面包是
在Kletsk面包店烘烤的。我喜欢
将其切成小块，撒上油、盐，
然后在路边喝茶时吃。在父母
伊凡·伊索福维奇和埃琳娜·
格里戈里耶夫娜的古老苹果园
的樱桃树下摆桌子已经成为了
一种传统。在周末的第二天，
他们记住了联合收割机的嗡嗡
声，这种联合收割机从早上一
直工作到深夜。在白俄罗斯，
有收获。而且天气很好。我的
丈夫告诉我，在炎热的日子
里，从田野里拿出面包时，他
看到小男孩帮助联合收割机操
作员的父亲干活。

我们还路过了村子后面，
看着收割机在田间移动。早
晨，第一个“玉米田”完工
了。收割机留下两条车辙后离
开了农场。然后又有四辆车到
达。联合收割机操作员一言不

发地来到现场。装载车已经
在等他们。在路边，有一台消
防车：以防万一，因为天气很
热。

当你看到谷物以倒入高大
的重型卡车中时，这真是个神
奇。成群的鹳同样也是一个奇
迹，注视着在残茬上的联合收
割机上行走。它们并不害怕！
丈夫说：“很快，老鼠们将大
有作为！”我补充说：“还有
猫。”

我们还讨论了联合收割机
操作员的工作有多艰辛：嗡嗡
声、灰尘、炎热……对于我们
这些乡亲来说，观看户外收获
粮食的过程令人愉悦。捆包用
的稻草从联合收割机的轮子下
面散开，撒成一排。咀嚼小麦
粒真是一种享受！此外，取五
到六汤匙的谷物倒入温水种，
浸泡二个小时。就成为了斯拉
夫人的一种饮料，称为 surit
sa。父亲喝着suritsa并祝愿家人
身体健康！喝完一杯还可以再
续水。如果谷物一直留在罐子
中，它将发芽。许多人知道嫩
芽是有用的，富含维生素和矿
物质。

这就是谷物，面包的基础！
多年来，对我来说面包

的重要性与厨师费奥多罗夫
娜的面包屑有关。因此，一
旦知道她一家人对面包的态
度，就永远不会浪费一块面
包。但是面粉和磨碎的谷物
的价值几乎没有人去想。我
们上学时只知道玩，跳上一
堆稻草，爬到最高处然后滑
下来。是的，从很小的时
候我就没有意识到那些播种
和做面包的人的工作多么艰
辛。它是神圣的。现在，我
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了解到面
包确实是一切的基础。这就
像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
命。在家里，它是主人。

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面
包，就会有歌声。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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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
“爷爷，爷爷！”当机械操

作员关闭了他的“Amkodor”发
动机时，孩子们好像接受命令
一般冲向那里。 

情况还是一样！有20个子
孙冲过田野去找他们的祖父。
然后他们拥抱他，有的玩弄拖
拉机把手，有的进入拖拉机机
舱，有的爬上一堆稻草。在喧
闹声中，摄影师捕捉到了动人
的镜头。祖父弗朗兹·卢日斯
基很开心，但有些困惑，他看
着太阳：日落前几个小时，天

气不错，他本该卸载更多的
稻草，但这却分散了他的注
意力。我们坚持认为：他不
仅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劳工，
而且是莫洛德奇诺地区农业
服务机构的最佳机械操作员
之一，他和4个女儿，以及33
个子孙值得我们登上报纸的
头条！ 

在工作日把三代卢日斯基
成员聚集在一处，确实花了很
多心血，但它是值得的。这个
家庭很棒，而且非常友好：如

果建筑工地没有工作，如果是
假期，那就更好了！假期对他
们来说并不罕见。弗朗兹和克
劳迪娅在哈萨克斯坦生活了半
个世纪，并于2010年返回了他
们的故土。我们已经扎根了！
这是给您的事实：33个子孙中
有22个在白俄罗斯出生。这很
容易计算：在过去的十年中，
每年我们称其为“白俄罗斯”
年。 17个孙子和16个孙女。年
龄最大的迪玛已经入伍，而小
的埃琳娜仍是婴儿。 

超级大家庭
莫洛德奇诺地区最好的机械操作员之一弗朗兹·卢日斯基的愿望是让子孙们生活在一个
和平、平静的白俄罗斯，没有饥饿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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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承认：“我们来白俄
罗斯是为了孩子们，今天我一
点都不后悔。” 娜塔莎是第
一个定居在莫洛德奇诺的。然
后安娜也来了。她喜欢这里，
找到了工作，最终结婚。2007
年，阿列夏和她的家人也来到
了白俄罗斯。对于我的妻子和
我的长女奥利亚来说，这是一
个难忘的回忆。搬迁日期——9
月7日。两个月后，我获得了白
俄罗斯护照、驾驶执照、拖拉
机驾驶执照，并在区农业服务
局找到了工作。 

整个家庭对这一举动感到高
兴。我们欢呼！团聚！其次，
弗朗兹多年来第一次承认，这
里给他一种感觉：这是他的归
宿，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在哈
萨克斯坦，越来越多的私人商
人：你做三个人的工作，但只

能获得一份工资，如果你不想
做，那么雇主会跟你说再见。
在白俄罗斯，我立即找到了工
作，他们多次邀请我参加地区
的庆祝活动。 

区农业服务局局长塔德乌
斯·扎列茨基并未掩盖仍然需
要寻找像弗朗兹这样的勤奋工
作的员工的情绪。他认真负
责，关心着自己的每块土地，
而且热爱技术： 

您可以购买价格尽可能昂贵
的拖拉机，但是在不好的操作
员手中它一文不值。因此这项

工作完全掌握在操作员手中。
我们的领导很少会夸赞一个
人。我们没有失去物质基础，
我们坚定地站了起来，对为我
们工作的人们的未来建立起了
信心。 

所有这些并不是敷衍的夸
赞。我在该领域第一次看到弗
朗兹·卢日斯基如何用一台能
拖拉机将50卷200公斤的稻草一
口气收割。塔德乌斯·扎列茨
基笑着说，双侧转向架是他自
己身体的一部分。秸秆收割的
燃料成本降低了14倍！ 

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嬉戏为摄
影师摆姿势时，我与他们的母
亲交谈。他们所有人都定居在
莫洛德奇诺及其周围。阿列夏
和奥佳在Khozhevo有自己的小
屋。后院有牛，肉鸡，蛋鸡，
兔子——一切都确保8–11个

孩子的粮食安全。在温室有黄
瓜、西红柿。我们在阿列夏家
前停下来，然后惊讶道：这座
房子真是大饱眼福，多达200
个“正方形”！庆祝活动进行
时，卢日斯基夫妇来到这里，
进入了宽敞庭院。 

作为一个大家庭，我们获得
了建造小屋的补贴。公司帮助
建设了它，从国家支持中获得
的资金足以完成“内部”的装
饰。这甚至是最好的。丈夫从
头开始学习铺设瓷砖、灰泥、
抹平。今天他用它赚钱。我们

想在场地周围开一个澡堂，并
架上围栏。在房子附近，她和
丈夫租了三公顷牧场，租了20
年（家里孩子超过3个以上是免
费的）。 

祖父来找过你吗？我问阿列
夏的孩子们。 

是的，他有来找过。然后我
们跟他吃晚饭，起初我为面包
屑感到难堪。之后，他们在院
子里展示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娜塔莎有9个孩子，因此她
和丈夫不仅在城市的有公寓，
在莫洛德奇诺也建造了私人住
宅。现在，阁楼将被改造成
功能完善的二楼，设有五间卧
室。最小的安娜，她的丈夫和
五个孩子住在她自己的城市公
寓里。 

有这样的家庭非常高兴。
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友好的，

他们简单地生活在一起。当被
问到是否想念哈萨克斯坦时，
他们回答：一点点。但是他
们并不后悔定居在白俄罗斯并
回到了曾祖父居住的地方。这
里对儿童的条件很好：医疗、
教育、艺术学校、道路……最
后，弗朗兹的话让我感动，他
在晚上的祈祷中提到了所有的
子孙，并向上帝起到：让他们
过着和平的生活，成为好人让
白俄罗斯平静，没有饥饿、灾
难。 

娜塔莉亚·奥斯塔普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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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俄罗斯吉利公司也许是我国机械制造业中

最年轻的品牌。在短短的几年中，许多世界制
造商都在遵循合作原则，这使它步入正轨并获
得了全速发展。国内企业的主要合作伙伴和零
部件供应商是中国，中国则使用瑞典沃尔沃公
司的技术。正如他们所说，一切都掌握在我们
手中。连续两年生产乘用车，本地化水平已超
过50％。白俄罗斯吉利合资企业的总监Gennady 
Svidersky说，这是关心自己未来的生动例子：

鲍里索夫有一家发动机厂，他们进行了完整
的组装。BELAZ-Service企业生产后桥和前桥。
有散热器工厂、座椅工厂。就是说，白俄罗斯
企业提供的基本零件补充了工厂的整个周期。
如果今天我们按照整个技术周期生产汽车，即
我们从事焊接、喷漆、测试、组装、制造塑料
和金属零件，那么所有这些工厂都有大量的本
地化储备。

我们企业未来的问题是在乘用车行业领域
的生产与发展。首先，满足本地化条件使在欧
亚经济联盟市场上免税成为可能。如今，任务
已经设定为在国内满负荷发展。这将确保高效

率，并因此与货运、拖拉机和道路机械业建立
了合作网络。

机械工程的情况需要彻底纠正，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在2016年11月的一次致力于行业发展
战略的会议上表示。机械工程一直是国家关注
的焦点，但是五年前，由于世界市场的下滑，
该领域急剧下降，受到了特殊控制。我必须
说，尽管经历了艰难的过渡阶段，但国家还是
设法保护了这一工业部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
前进。

顺便说一下，在今天的明斯克汽车厂中，有
五千多种车型，不仅有针对西欧市场而且针对
邻国的新型欧5和欧6标准。大多数设计师都在
努力扩大模型种类，其中一项重点是开发新的
公交车系列。原型已经准备就绪，例如303rd模
型和基于它的电动客车。就像工程师自己说的
那样，复制绝对是无用的，对于特定的市场，
目标机器的技术特点必须具有竞争力。

机械工程业从1970年代开始在白俄罗斯得到
发展，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行业。农业和交
通领域正在特别积极地发展。一直以来，明斯

坚强的性格有利于事业
机械工程业是白俄罗斯经济的重点。每年生产成千上万的拖拉机、卡车，成千上万的收割机、
公共汽车，以及汽车和电动汽车。它们大多数销往国外。在外向型经济中，该行业仍然是国家
预算的可靠支持，为国家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为成千上万的白俄罗斯人提供了体面的
工作。下文就介绍该行业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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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拖拉机厂的产品是旗舰产品之一。在许多方
面，该公司被认为是保守的。这并不奇怪，因
为经典的拖拉机“ Belarus-80”在某些世界市场
上仍然很受欢迎。但是，坚持上个世纪的成功
在战略上是错误的。MTZ制定了直到2030年的
发展战略，旨在面对更严格的环境要求改善消
费者的特性和新产品的质量。Sergey Ilyukevich
工厂的设计处处长解释说：

“我们非常重视本地化。例如，在2018年，
我们开始开发除雪机，以前在白俄罗斯没有生
产过。最初，此机器的本地化水平不超过40％， 
而今天大约为75％。”

是的，您需要依靠自己的思想和技能来生活
和工作。该公司已经有了数十年的经验。MTZ
是该领域的十家世界级制造商之一，约90％的
拖拉机从此出口。这是拥有22000人的控股团
队。这类产品的竞争是巨大的，保证质量是重
要任务。可以说，这是我们工程行业的主要 
问题。

随着卡车行业的发展，专家们在前景广阔
的范围中挑选出专用设备。目前，Amkodor系
列产品包括约120个装置-附件和各种用途的设

备。其中90％是国内生产的。Amkodor控股公
司Udarnik工厂组装车间的负责人Dmitry Shapel
指出：

“对于我们生产工人来说，本地化很重
要，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解决外国供应
商可能不知道的某些设计缺陷。而且，我们不
必为在国外购买零部件花费金钱，我们支持我
们自己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我们也在
不断改善。”

白俄罗斯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具有
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工业制成品的一半
以上销往国外。对于高度发展和经济开放的国
家来说，这是典型的，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机
械工程可能是知识密集度最高的领域，也是资
本密集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每年有数十万，甚
至数百万美元投入其中。是回报应该也是相对
应的。例如，马兹公司的新观光巴士。

白俄罗斯吉利工厂去年生产了2万辆汽车，
甚至在白俄罗斯市场，销售数字也从10％增
长到17％。该公司有信心，如果人们用他们
的钱包投票，而且产品销往国外，这将是成功
的明证和正确选择的标志。但是考虑到邻国也
引入了自己的本地化要求并加强了市场保护措
施这一事实，白俄罗斯制造商在制定营销策略
时不应失去灵活性。我们应具备坚强的性格。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照片来自白俄罗国家通讯社

例如，白俄罗斯吉
利的一个工作场所
可以在相关行业，
服务和支持中再提
供7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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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道上的“
绿 色 汽
车”已经
成为我们
的现实。
它 们 不
需 要 燃
料——只

需在固定的插座充电。设计也
非常简单：电动机、电池、四
个轮子。而最主  要的优点是没
有废气排放。

六年前，白俄罗斯只有三个
电动充电站。明斯克一个、戈
梅利两个。给汽车充电最多需
要八个小时。虽然方法可靠，
但并不总是很方便：它限制了
电动汽车所有者的机动性。 
2015年，充电时间减少到半小
时。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可
以加油——波罗的海国家的驾
车者感受到了这种优势，他们
当时正在前往欧洲最“电动”
地区之一的明斯克—维尔纽斯
高速公路上。 2018年是一个分
水岭，当时确定了国家运营商
以及进一步扩大电动汽车便利

性的路线。这些创新的逻辑很
简单：随着基础设施的发展，
白俄罗斯人将有更大的愿望购
买电动汽车。如今，“白俄罗
斯石油公司”的电动充电站网
络拥有267个充电站，以后还会
更多！ 白俄石油企业主管亚
历山大·德拉贡表示，2022年
的计划是增加服务的规模和功

能，以服务9000辆汽车而不是
3500辆。

充电站的容量为50千瓦。
每100公里充电25-30分钟。将
来，将会有250千瓦的高速充电
站，这将使电动汽车的充电速
度提高五倍：每100公里5-7分
钟。电网的发展方向正朝着更
强大的充电站发展。

不久前，对于白俄罗斯人来
说，电动汽车还不算便宜。价
格高且有关税。如今，继取消
道路通行税和关税之后，增值
税也取消了。还有六年的免费
停车。最近优惠政策中又增加
了另一个特色功能——“绿色
牌号”。

时尚、环保，它们是大城
市的理想规划方案。今天，白
俄罗斯的电动客运业正在积极
发展。经典、动态和超快速充
电。2016年，白俄罗的电力公
司首次亮相。我们是独联体国
家中第一个将其生产付诸行动
的国家。

“最近，我们与自动驾驶这
一主题紧密合作，” 白俄公共

可持续	
发展之路

当然，经济是任何国家稳定的

最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加强当

然对白俄罗斯也同样重要。今

天不了解这一点至少是没有远

见的。经济是重中之重，如果

具有创新性就更是如此。

根据国际机构的预
测，到2040年，全
球汽车总量的三分之
一将是电动汽车。今
天，白俄罗斯有超过
400辆这样的汽车，
但这是暂时的。 
向电动汽车过渡是未
来五年计划的主要任
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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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运输公司生产部第一副总
经理德米特里·帕科夫说：“
这是充满希望的方向，我们将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今天，我
们致力于开发自己的电池并批
量生产，已经创建了第一个样
品。我们也在努力开发用氢燃
料公共汽车。”

如今，白俄公共电力运输公
司是国内市场的主要电动汽车
供应商。对外供应的能力也在
增长：现在超过90％的国内产
品出口到国外。

我们的电动公交车已经在
23个国家或地区的40个城市中
行驶！明年，白俄罗斯制造的
设备将运往英国、波兰、西班
牙。

电动客车和非接触无轨电
车已成为交通运输和环境革命
的驱动力。今年春天，明斯克
汽车厂也生产了第一辆电动客
车。最新一代的特点就是能够
在不充电的情况下跑遍大城
市。动力储存长达300公里，
可与世界制造商的先进型号相
媲美。在加速动力学和平均能
耗方面，电动客车超过了许多
类似产品。如今，明斯克汽车
厂已准备好将此类设备投入生
产，明年，电动公交车的数量
将增加到10辆，甚至更多。

当前，白俄罗斯正在制定
一项综合计划，将大城市中
的所有公共交通过渡到电力
驱动。计划到2025年完成该

项。白俄罗斯在奥斯特罗韦兹
核电站的投资将为发展环保运
输提供强有力的帮助。能源部
长维克多·卡兰科维奇表示，
电力运输是白俄罗斯的重要方
向之一：

“国家高层已经做出了许多
决定，以刺激电力运输的使用
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为
在国内市场成功使用电动汽车
奠定了基础。充电功耗增加。
因此，去年约为380万千瓦时，
那么今年我们预计为1200万千
瓦时，增长超过三倍。在世界
范围内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技术
问题上，尤其是未来的汽车方
面，科学是不可或缺的。到
2020年底，一辆完全家用的电
动汽车看起来将是这样：可充
电电池、电子控制设备、充电
模块。几乎所有零件都是白俄
罗斯产的。国产电动机非常必
要——然后就像俗话说的，一
路平安！这种车时速可达120
公里，一次充电就能行驶300公
里。白俄罗斯电动车很快将成
为企业和组织的可靠助手。在
商业运输领域，科学院成为了
里程碑。”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
的，因为目前许多组织、企业
和私人机构都对这种商用汽车
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如今，联合机械工程学院可
以完成一切：从设计、计算、
工程到电动汽车的原型和测试。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科学
与工程中心负责人亚历山大·
贝列维奇说：“我们从零开始
到现在能设计牵引电动机、电
力电子设备，控制这些电动
机并为汽车提供电池充电的转
换器。就容量和成本而言，牵
引电池是最大的组件之一。这
是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
掌握了如何利用元件组成电
池。结果是，我们可以放心地
说，知道了如何制造零部件，
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制造电动汽
车。”

这条漫长的道路已经走了几
十年，我们的科学家在短短三
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研究。
时至今日，科学院还致力于研
制带有电驱动装置的制冰机
和市政设备。对于轻型电动运
输，奥博龙仪器制造厂是最早
进行开发的工厂之一。如今，
企业拥有一整套原型：从电动
踏板车到电动摩托车。白俄罗
斯科学家正在开发锂电池。在
无人驾驶飞机的制造中也使用
了电子技术。

没错，发展电力运输是国
家优先项目。根据科学家的
乐观预测，到2025年，国内
将有大约10万电动汽车的拥
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白
俄罗斯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明天的交通正走在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上！

亚历山大·皮梅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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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治 疗 冠 状
病毒患者的问
题 仍 然 悬 而
未决。毫不奇
怪，世界各地
许多研究人员

纷纷投入寻找靶向抗冠状病
毒制剂。我们的科学家也为
这项工作做出了贡献。项目
负责人——白俄罗斯国家科
学院信息问题联合研究所所
长亚历山大·图兹科夫介绍
了详细情况。

远景

药品研制既有近景又有远
景。通常，它们是针对特定疾
病开发的，这是一个复杂、漫
长、昂贵的过程。但是，当出
现像当前大流行病这样的紧急
情况时，自然的做法是从现
有药物中进行选择。近几个
月来，各种研究团体提供了
大量信息表明，不仅能使用
著名的抗病毒药，而且还可
以利用抗寄生虫甚至激素药
来治疗COVID-19。这并不意
味着它们非常适合，因为它
们最初是为治疗其他疾病而
研制的。但是，当治疗急需
解决并且至少需要一些药物
时，这就是出路。

“事实上，药物不仅是对细
菌和病毒具有中和作用的一种

化合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必
须经过漫长的性能验证测试，
要满足包括安全性在内的许多
要求，并且副作用要最小。因
此，在紧急时刻，在已经通过
临床试验的已知药物中进行筛
选是最快的方法。近来，已经
进行了大量此类研究，发表了
许多文章。但是，至今没有专
门针对SARS-CoV-2的药物。
我们正在研制，这是一个长期
的问题。”亚历山大·图兹科
夫介绍。

该研究小组的成员包括白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信息学联
合研究所数学控制论实验室
的员工，以及美国国家科学
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代
表，化学博士亚历山大·安
德里安诺夫和化学候选人尤
里·科诺申科。这个联盟不
是偶然的。

现在，计算机建模为寻找对
抗这种冠状病毒的有效药物、
在实践中测试这些化合物以及
新药的开发发挥了重大作用。

结果证明筛选有效
计算机建模帮助白俄罗斯科学家找到了阻止冠状病毒的化合物

亚历山大•图济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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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申请人
联合小组早在2月就开始工

作了。那时，出现了有关新冠
病毒各个方面研究的出版物，
公开了它基因组，出现了一些
对其发育、体内繁殖至关重要
的病毒蛋白质的信息。

“二月底，新冠病毒某些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在国际开放
数据库中公布。这些信息是我
们研究的起点。我们可以采用
三维结构，开始着手研究能阻
断该蛋白寿命重要区域的化合
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
奇说，“到3月底，我们得到了
第一个结果。”

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模拟专
家的工作有助于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成这一重要的初始阶段，
以确定最合适的药物，手动进
行将需要数年时间。

毕竟，我们的科学家与之合
作的化学化合物数据库拥有超
过2亿个变体！

“我们的团队利用计算机
的强大功能来浏览该数据库，
并找到了符合药物要求的化合
物：分子量小，具有一定的溶
解度等。筛选的结果是确定了
这个方案。然后，将诸如分子

对接、量子化学计算和分子动
力学之类的程序应用于它们，
这些程序需要大量的计算机资
源，以便选出那些阻断该蛋白
质中特定目标及其繁殖的分
子。结果发现了5种具有所需特
性的化合物，项目经理为此感
到惊讶。

全球挑战

科学界对 C OV I D- 1 9 大
流行做出了及时反应。早在

今年1月，欧洲就宣布了一
项与冠状病毒相关项目的招
标——在诊断、药物、疫苗
研发等领域，共拨款4800万
欧元用于实施其中的18种最
佳方案。5月20日，又宣布了
一项新招标，经费为1.22亿
欧元。美国、中国、俄罗斯
和其他国家也在这个方向投
入大量资源。

“人类意识到这是一个强
大的威胁，而且不会是最后的
威胁。我们需要能够使我们快
速应对此类挑战的技术。”

不幸的是，这一大流行病
表明，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迅速
应对生物威胁。因此，需要新
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快速研发
有效药物。

“计算机可以优化过程的
一部分，除了快速开发别无选
择。”亚历山大·图兹科夫肯
定地说。

白俄罗斯小组在国家科学
院正在进行的基础研究计划框
架内主动开展了这项工作。现
在，我们需要下一阶段——与
化学家和医生的联合，在实践
中测试结果。此类申请已经提
交给了国家科学院成立的抗冠
状病毒工作组。

尤莉亚·瓦西里西娜

这是一种常见的与冠状病毒目标蛋白相互作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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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由全球环境基金供资、开

发署与白俄罗斯自然资源和
环境部共同执行的绿色城市
项目，为该国制定了一份新
文件，即《波洛茨克和新波洛
茨克的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
。毫无疑问，对于现代城市来
说，这样的计划是重要的战略
发展。

白俄罗斯运输工人联盟”
公共协会执行理事、负责制定
波洛茨克和新波洛茨克可持续
城市交通计划的“绿色城市”
项目专家伊戈尔·潘科夫认
为：“首先，流动性是公民对
城市设施、服务和信息的获得
途径。这是实现每个人以便捷
的方式对待特定对象或事件的
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对白俄罗斯
来说，制定可持续交通计划是
毫无经验的，其中包括从理论
转向实践的专家。实际上，这
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新实用
文件。确实，除了道路和城市
交通的质量之外，它还涉及许
多其他方面——环境、健康、
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的城市环境。

“执行这样的计划可以使
我们以崭新的视角看待城市状
况，”伊戈尔·潘科夫说：“
我认为，特别是在波洛茨克和
新波洛茨克的可持续城市交通
计划中，能看出所有白俄罗斯
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
其规模和地位如何。”

“是的，波洛茨克和新
波洛茨克的可持续城市交通
计划提供了一种以前在国内
尚未应用的综合方法。在白
俄罗斯，这是第一次收到
高质量的照片——人们在

常规信息中的移动方式和移
动位置。由于获得了大量数
据，因此建立了对应关系矩
阵，事实证明，一般来说公
民的流动性结构相当稳定。
即使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
情况也很好——每天只有三
分之一的波洛茨克和新波洛
茨克市民乘私人或部门汽车
出行。其余人则喜欢公共交
通、骑自行车或步行，换句
话说，使用可持续的交通方
式。”

“另一个问题，是这类出
行方式的质量和舒适度——这
是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伊
戈尔·潘科夫认为：“无论如
何，市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以及
与城镇居民对话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他们看到了哪些问题
是最紧迫的，应该从哪里着
手。”

据这位专家称，波洛茨克和
新波洛茨克可持续城市交通发
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政
府与城市居民之间对话的一个
重要因素。首先，要从市民的
角度了解存在哪些问题。一方

今天，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的运输部门中，私人和商业公路运输排放的
废气最多。不可否认，私家车最能提供行动自由，提供额外的商业机会。然而，	
不合理的使用造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环境、安全和健康造成了影响。	
“智能”、“绿色”城市……白俄罗斯越来越多住区选择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旨在使人
们更舒适、更方便，而非交通或工业企业。

一个在各方面
都很舒适	
的城市

伊戈尔•潘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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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种对话有助于对问题进
行排序，另一方面，使公民自
主参与解决问题的措施。

“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
做，”伊戈尔·潘科夫可以肯
定：“市政府只需要提供行政
支持，帮助获得许可文件。重
要的是，要让企业参与这种对
话，例如，改善商业中心、办
公楼附近的住宅区。”

专家认为，解决城市发展
问题有很多选择。考虑到经济
形势，开发商在文件中提出了
低预算但高效的解决方案。发
展自行车和基础设施，制定适
当的停车政策，给街道排序，
制定公共交通停车设施的设计
方案，优化交通枢纽的通行能
力，这些都是计划中不需要大
量财政投入的第一步。如今其
中许多解决方案已经由波洛茨
克和新波洛茨克绿色城市项目
实施了。

“过去五年来，我们一直在
为改善波洛茨克的道路交通网
而努力，” 波洛茨克地区执行
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尔盖·莱
琴科说：“经验表明，简单的
预算措施可以改善城市的交通
状况。不必购买昂贵的设备，
而是安装新的交通信号灯，进
行足够的高质量分析并在交通

网中引入欧洲现代的解决方
案。是的，有些变化起初会被
误解，尤其是在驾车者中。但
是，我们必须记住，街道不仅
是为汽车设计的，也是为行
人、骑车人、残疾人设计的。
我们正在与绿色城市项目一起
努力为所有道路使用者创造舒
适的条件。

全球环境基金、开发署、
环境部绿色城市项目正在波洛
茨克实施的最令人感兴趣的创
新之一是引入了新的交通管理
方案，该方案将给城市中心地
区的交通运输功能带来显着变
化。一些解决方案将在白俄罗
斯首次应用。例如，一种新型
的人造装置，即所谓的“汽车
减速垫”。它们不会引起公共
交通及其乘客的不适，而是降
低轻型车辆的速度。

此外，在白俄罗斯，第一次
在当地的小街道上出现了限速
30公里的车辆通行区域。这是
为了行人的舒适和安全。

创新的交通管理方案还带来
了许多环境效益。首先，新的
可持续标记将取代每年用瓷漆
更新的路标，因为瓷漆中含有
一些有害物质。其次，交通是
有序的——行驶稳定，加速-
制动次数少，燃料消耗少。从

而减少了有害物质向大气的排
放，改善了环境质量。第三，
增加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机
会，这对人们的健康也有积极
的影响。

专家们注意到第一批积极的
发展，这证实了波洛茨克和新
波洛茨克市政府正在积极参与
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尤其是
新波洛茨克与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正在
商议一项信贷额度，以扩展该
市的电车网络。对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该市的《可持续城
市交通计划》是合作的前提。
没有计划，就没有资金。

新波洛茨克市执行委员会副
主席阿尔伯特·沙克尔：

“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反
映了我们城市的长期愿景，即
发展电力运输，主要是电车交
通。电动汽车是件好事，但无
论如何空气中都会有细小的灰
尘。在寒冷的天气中，车内加
热将需要大量的电力，或者必
须使用碳氢化合物。新波洛茨
克有强大的工业因素，我们要
非常谨慎地处理环境问题。因
此，我们支持电车网络的发
展，目前正处于融资的谈判阶
段。”

“由于大流行病而加剧的城
市经济状况在未来几年内不可
能迅速改善，”绿色城市项目
专家伊戈尔·潘科夫说：“但

波洛茨克大街

谢尔盖•莱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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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都要发展。从国际
金融机构吸引赠款可以使城市
继续向前。”

根据伊戈尔·潘科夫的说
法，此类战略文件在该市的存
在将大大简化与潜在投资者的
谈判过程。

专家说：“我确信我们的
专家团队将为城市管理部门提
供全方位支持，这将决定是否
需要制定战略性城市发展文
件。”

伊戈尔·潘科夫认为，最重
要的是认识到这个城市的需求：

“市政府需要更加积极主
动，寻找并提交由欧盟、各种
国际环境组织分配的赠款申
请。北欧国家有一项特殊计
划。我保证，如果该城市有明
确的意愿来制定一个可持续的
城市交通计划，那么一定能找
到资金。”

专家呼吁白俄罗斯各城市
的行政部门积极参加每年一度
的活动，例如“欧洲交通周”
。白俄罗斯的许多城市参加了
这一泛欧洲运动已有几年了。
而参加的地区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对于城市而言，这是就紧
迫问题组织与市民进行对话的
良好机会。这是学习和采用欧
洲最佳经验的机会。此外，参
与“欧洲交通周”是一个重新
审视和思考城市环境状况及质
量的机会。

“同样，当城市提交申请以
接收资金实施基础设施项目、
制定战略性城市发展文件时，

参与此类活动的经验始终是额
外的加分项。”伊戈尔·潘科
夫总结说。

“欧洲交通周”每年9月16
日至22日举行，以“世界无车
日”活动结束。世界上有五十
多个国家参加。顺便说一下，
去年白俄罗斯有77个地区参加
了该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项活动的
主要目标是确保城市人口的可
持续流动性，这首先应以发展
公共交通以及为行人和骑自行
车者创造舒适、安全的条件为
基础。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人造汽车减速垫

新波洛茨克

阿尔伯特•沙克尔

fo
to

B
el

.B
y

20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联合国-白俄罗斯：联合项目



在
“走向我们希望的
未来”宣传活动框
架内，平斯克古城
是第一个参加第75

届联合国青年在线论坛的城
市，3月份在明斯克宣布启动
了该活动。波利西亚国立大
学10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在
线听取了专家意见，并就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气候
变化、利用创新技术应急等
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在每
个组别中，与会者确定了当
地现有的问题，并提出了建
设性的解决方案。

改善区域经济的措施包
括建议在大学的基础上建立
一个商业加速项目，以刺激
当地的中小型企业，激励青
年创业，发展和试行新的商
业理念。顺便说一下，几年
来，大学里有一个青年创业
孵化项目已经成功运作，它
有不止一个有趣的商业计划
书。

与会者认为，地方经济发
展的另一个激励因素是旅游
业。白俄罗斯南部地区拥有
丰富的自然遗迹，并以其生
物的多样性而闻名。建立普
里皮亚茨基—波利西亚旅游
聚集区将有助于发展生态路
线网络，包括波利西亚辐射
保护区，并在其周围建立服
务性基础设施。

白俄罗斯南部地区已经感
受到了气候变化——气温升

高、地下水位降低、森林和
泥炭火灾。与会者提出了一
些令人感兴趣的项目，这些
项目将有助于使土地使用方
式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包括
退化的土地，并种植新型农
产品。其中，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鲜食葡萄的种植品种以
及发展波利西亚白俄葡萄酒
产业的项目。

应急板块的主题侧重于
利用创新和数字技术应对和
预防人为、自然和医疗危
机。COVID-19的情况表明，
有必要改变应对紧急情况的
技术方法，改变购买特殊设
备和企业运作的方法。有必
要建立双重用途技术。例
如，介绍了一个建立当地臭
氧发生器工厂的项目，这项
技术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在家
庭和工业领域控制病毒性疾
病的传播。

关于在平斯克建立一个
专门从事危机预测和预防的
紧急信息分析中心的建议也
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有与
会者都注意到了投资创新发
展、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培
训专家的重要性。

今后，与波利西亚大学
的对话将继续进行，以制定
具体的合作领域，为受切尔
诺贝利灾难影响的白俄罗斯
领土的发展建立一个投资平
台。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地方性问题的讨论
波兰国立大学举办了第75届联合国青年在线论坛

涉及所有人
白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新的社
交广告

八月份，google.com主页
上的图片为“戴口罩，挽救生
命，帮助阻止冠状病毒”。为
什么现在出现？答案是显而易
见的：因为现在是时候了。

世界继续与COVID-19作
战，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称这
种流行病为“百年一遇的危
机”。

实际上，这种流行病并没有
消失，而是在世界各地蔓延。
因此，今天的预防措施是一个
新的现实，遵守预防措施是对
他人负责、尊重和关怀的表现。

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一直
寻找有关冠状病毒的新信息。
我们阅读了分析文章，与家人
和朋友一起讨论了如何应对威
胁，用消毒剂清洁双手，并尽
可能呆在家里。如今，我们似
乎对生病的消息有些厌倦，越
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出门却把
口罩忘在家里。

事实是这样：如果关于
COVID- 1 9的讨论和信息减
少，这并不意味着该病毒的危
险性降低了。在专家看来，现
在正是特别需要更多关于预防
和控制措施信息的时候。

前几天，全国16个城市推
出的信息广告牌和海报，标题
是“涉及所有人”。这是联合
国驻白俄罗斯办事处、世界银
行以及白俄罗斯卫生部的一项
倡议。信息海报上张贴着每个
人似乎都明白的简单提示。严
格执行这些措施能够极大地遏
制这一流行病的蔓延。作为宣
传活动的一部分，联合国驻白
俄罗斯办事处再次提醒人们注
意保持社交距离、个人卫生以
及最重要的是，照顾危险人群
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皮梅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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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父亲、父称、祖国……尊重老年人，尤其是父

母，是白俄罗斯民间文化和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胜利75周年纪念年，我们特别感激我们的
父亲和祖父，母亲和祖母：他们是伟大的工人，他
们从战火和废墟中抚养了战后的白俄罗斯人，同时
又是军人。没错，在生活的喧嚣中，并不总是能够
理解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并让自己感受到第六种
感觉，即我们所继承的是无价的赢家基因。毕竟有
时，我们实现了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不怀疑我们的
祖先在自我生存机制中缓慢地适应。即使没有言语
和讲解，依然是榜样。多年以来，我开始想：我要
像父亲或母亲一样，发扬他们的优势，秉承他们的
格言……所以瓦列里·索罗卡坚信：父亲的生命力
刚强，农民的勤奋是他的精髓。在生活中，父子俩
都经历了命运的磨难，正如人们所说，这是许多人
必须经历的。

但是，让我们超越自己吧。首先，我们介绍瓦
列里·索罗卡，与他谈论他精湛的父亲和传给儿子
的经历。当然，我们谈到了战后腹地的重要生活阶
层，以及一个前线士兵的儿子-一个乡村男孩的艰难
道路，对自己的理解，以了解真实，持久的价值。
今天，他成为了一名企业家，私营企业“AUM” 
Soroko的创始人。在著名的明斯克贸易中心“日单
诺维奇”附近的三座建筑物中租赁了场地。在明斯
克海附近的拉帕罗夫希纳村里，他为自己盖了一栋

房屋，并在那里出租。他所在公司的员工还制作并
在互联网上发布了纪录片的视频。例如，最近，电
影“Partisans”出现在瓦列里·索罗卡的网站上，但
这是在今天。在苏联时期，年轻的检察官瓦列里·
索罗卡跌倒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成为自
己检察官系统中政治危机的受害者。”当时正处于
80年代的艰难时期，当时发生了著名的维捷布斯克
事件，改革的势头越来越大。他设法承受住，记住
了老父亲的命令：“记住，儿子，快乐地生活意味
着诚实地生活。”从压力中恢复过来后，他写了有
关磨难的纪录片故事，为此他于1995年被白俄罗斯
作家协会录取。人民作家伊凡·沙米金向他提出
了一些建议。现在瓦列里·索罗卡已出版了有11本
书。一些故事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阅读。

问：“瓦列里·伊拉里奥诺维奇，您最能想起
小时候乡村的什么？”

“我们大房子里的木头味。整个秋天、冬天，
一间屋子里都覆盖着刨花和木屑。闻起来有松木、
桦木、橡树的气味……第二个生动的回忆——天花
板下面父亲工作的材料，大炉子、木板和横梁。然
后，爸爸用它们制成了窗框、门。我父亲有不同的
刨床、工作台、斧头、锯子、凿子……我醒来时听
到了那些乐器的声音，我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最主
要的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问：“具体来说呢？”

盖房子，	
开垦花园，	
养活三个孩子
拉里昂·索罗卡是两次战争的参与者，是一位

贵族木匠，也是维捷布斯克州Beshenkovichi区

Skakunovshchina村的一名木匠，在历史上留下

了印记。他一生的善行激励了他的儿子——企

业家，白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成员。父亲已离开人

世，但他仍然是瓦莱里的守护神。据他说，他甚

至在另一个世界在他困难时提供帮助。

伊丽娜和拉里昂•索罗卡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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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昂·索罗卡于1907年出生于一个有很多孩
子的大家庭，毕业于教会学校。当时，该村的教育
水平很高。他了解很多诗歌，边工作边读诗，我在旁
边听。他一直都说俄语：毕竟，教会的教育是用俄语
进行的。我读过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经典著作。他
告诉我书记是学校的老师。在教室里，有淡黄色的水
桶：它们不会变干，使用时不会破裂。如果你没有好
好上课，那么就会得到教训。表现不好、大声喧哗、
不保持卫生也会受到惩罚。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这
对学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教会了人思考，要
时刻保持警惕，不要放松。这就是激活注意力的方
式，每个人都试图学习一切，并举止得体：沙巴罗克
始终在眼前。爸爸说：每个人都像教室里的老鼠。”

问：“父亲本人严格吗？”
“不，他善良、柔和。我一生都没有被打过。

从没有！母亲会挥动抹布，骂人，但他从不骂人。
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很多。毕竟，这些人
原则上不具备卑鄙的能力。这就像一个特殊的人
群。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中，我记得这样
的事情：我一生中有很多坎坷，这就是为什么我很
软。一个经历过水和火的人，甚至经历过许多次事
故的人，都把一切看得很淡。”

问：“因为他自己遭受了痛苦，并且知道痛苦
是什么……”

“还有恐惧。他了解孩子们的恶作剧：有时是
强大的冲动，爆发，而年轻的灵魂根本无法应付。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因此很努力、友善、明智。
我们很难想象，但他在一个有13个孩子的家庭中长
大！从小就教每个人工作，生活在团队中，乐于助
人。”

问：“谁教他做木材手工艺的？”
“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担任过所有行业的杂

工，还缝了靴子和毡靴。我们
有绵羊，蜜蜂，还有一个50英亩
的菜园——一个大农场。这发生
在1952年，为了纪念我的生日，
我父亲种开垦了一个花园。在
通往Skakunovskoe湖的路上种了
三排、50棵的不同果树，就在那
儿。它被认为是神圣的，与它一
起还有一个教堂，在湖中进行了
顿悟仪式。我在父亲那里看到的
是对自然、动物和人类的热爱。
但是，多年来，我深信我们一生
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爱人：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世界观。因
此，这种与我自己以及家人周围
的人和平相处的能力从小就被培
养起来。并在父母的关爱中长
大。”

问：“你的村庄大吗”？
“比较大：有50口农户。有自己的商店、医疗

站、奶制品厂，但在50年代就不存在了。然后教堂
被拆了。在我看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乡村
社区养育了一批人，我们吸收了它一生的全部经
验，掌握了它苛刻的法律和规则。在30年代，父亲
被提议去领导一个集体农场：他识字。他看到了正
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明白了：领导者需要做很多
事情，而且要改正缺点，这不是那么遥远。我父亲
不是共产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他虽然没有什么
不好，但还是受到了怀疑。他对我解释说：‘人是
不同的，你需要了解每个人。’但是，作为一个习
惯于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土地上工作，拥有自己
农场的农民来说，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集体。
就像所有习惯于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普通人一样，
他们以种地为生”。

问：“显然，您对集体农场工作持相同态
度……”

“好吧，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同了，每个集体农
场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我在这里分析统计数据：
根据2019年的工作结果，白俄罗斯有很多企业没有
利润。无利可图意味着倒闭。如果没有真正的所有
者，那么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订单，对吗？为了使一
切都有效发展，您需要在任何地方都有称职的所有
者和您的业务，您需要付出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以
及力量和意志。为了获得利润，而不仅仅是消耗别
人的收入。”

问：“回到你父亲那里。他在军队中的什么部
门服役？”

“在建筑部门。顺便说一句，他在村子里的湖
边建造了第一间澡堂，然后每个人轮流进入那间
澡堂，是免费的。这是一个不错的澡堂！而且，我

瓦列里•索罗卡（照片中最小的）与亲戚和母亲。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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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他在这件事上是如此坚持且固执。即使每个人都逃
跑了，他一个人也能承受。”

问：“他们说洗澡很健康。他活了多少岁？”
“洗澡显然不会改善健康状况。父亲活的时间

不长：73岁。也许是因为他的生活艰难，但他意志
坚定。有一次，不知何故，到了冬天，湖水被冰覆
盖了，一位身穿羊皮大衣的老大爷用橡皮船驶向湖
上，把鹅赶到了岸上，然后，这位70岁的老大爷的
船翻了，船开始下沉。父亲跑了过去，跳入水中，
天很冷了！父亲那时55岁，游到那个可怜的家伙那
里，抓住头发，但他不会游泳，很快就不能呼吸
了。因此，他不得不上岸，老大爷被淹死了。父亲
是唯一一个试图拯救他的人。虽然他本人从未游过
泳。但是他的意志力如钢铁一
般。很明显，在1939年的芬兰战
争中，他的意志力得到了进一
步加强，当他们得知父亲是木匠
时，他被选拔出来，便让他建
造渡轮。开枪（狙击步枪拍打）
后，他不得不掉进冰冷的水中，
一天10次，并以某种方式摆脱困
境。感谢上帝，他幸运地回到了
家。此外，从那场战争中，他带
来了好的刨床，芬兰凿子，奖
杯。甚至还有重达15公斤的千斤
顶。”

问 ： “ 显 然 这 些 工 具 很
好...”

“当然！不钝。我父亲夏天
的工作：他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棚
子，在那儿放了一个工作台。我
们的房子是集体的。起初有一所
学校，然后举行了集体农场集会。晚上，人们聚集
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设了5张桌子，玩
扑克牌和跳棋。天空飘起了烟雾：男人们在抽烟。
父亲在隔壁房间工作，没有多注意别人。总的来
说，他很少说话，更多的是听。他坐在炉子上，听
他们说的一切。我很快学会了玩纸牌：那时我才八
岁。”

问：“正如他们现在所说，快速的社会化进程
还在继续……”

“非常快！当没有人玩的时候，他会叫上我。”
问：“父亲告诉过您他经历的第二次战争的事

吗？”
“是的，我大概了解。随着战争的开始，他被

征召入伍。他最终成为乌克兰西部的一名信号员。
他告诉我：我们拉着线圈穿过田野，有一队德国人
沿着这条路行驶。还有摩托车、坦克、汽车……我
们扔下线圈，跑进村庄。我们跳进地下室躲了起

来。德国人来了，他们马上找到了我们的伙伴。他
们逮捕了大约50名囚犯，将他们放在栅栏的中间，
不能去任何地方。两公里外的营地有数千人。那里
没有人嘲笑战俘。有时为德国人做饭，有时当地人
带来了一些东西。我父亲的一个同村的人也被抓进
了营地。他们谈到：还等什么？他们决定晚上逃
跑。他们能够进入树林，进入沼泽：他们从营地逃
跑了10公里。黎明开始时，他们听到了狗的叫声、
枪声。他们爬进了沼泽：只有他们的鼻子从水里伸
出来。德军冲过沼泽，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从我
父亲的嘴唇掠过，鲜血流淌。父亲咬住嘴唇以减少
出血。德国人离开了。他们继续寻找逃犯，他们知
道：弱者会放弃，强者会反击，如果不被抓住，就
会有抵抗。我父亲说他在沼泽里渡过了一整天。他

的朋友没有从战争中回来：要么在沼泽中被杀，要
么被发现并带走了。死亡就在我父亲旁边。”

问：“之后他去找我们的同胞了吗”？
“是的，他去了。他立刻意识到，身穿红军制

服，你不会走得太远。他问别人要了旧衣服。他
步行回家，每天走25至50公里。在一个村庄里，他
们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说他是难民，而不是军人：
他的祖母一直在找他。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
家。他说他穿坏了三双靴子。那时全家已经有三个
孩子了，然后我的兄弟在战争期间出生，而我在战
后。父亲开始住在村里。后来有人报告有德国人进
村了。对面住着一个邻居，也叫索罗卡，是班长。
当德国人和警察进入村庄时，我父亲冲进谷仓，将
自己埋在阁楼的稻草里。他们问母亲：‘男人在哪
里？’母亲说：‘我不知道。’他们把母亲拽到街
上并按到墙上说：‘不说我们打死你，赶快说。’
父亲躺在稻草里，听他们的对话。他已经准备起

瓦列里•索罗卡(前排，中间)是明斯克民间剧院“马图琳娜•赫塔”演出的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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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要出来，然后放弃了。他听见了老邻居兼班
长的声音：‘别碰她，她有三个孩子’。他们短暂
的交流后离开了。尽管我的父亲幸免于难，但他仍
然为自己和家人承受着恐惧。他意识到：我必须有
所行动。他去了游击队。1944年当红军发动进攻并
解放村庄时，他再次走到前线。我父亲说战斗很残
酷，同队的有数百名战士，大约有15人生还。指挥
官是一个勇敢、敢冒险的中尉，一个犹太人：向前
走。前进！没有周全的策略，一切都是徒劳的。他
说，没有人考虑过士兵会死多少。指挥官拿着手枪
在前面，其他人用步枪跟在他后面，后来他们都被
包围了。有的被杀死，举手投降的得以活命，共5-7
人。”

问：“这发生在1944年的夏天或秋天？”
“是的，白俄罗斯获得了解

放，他前往立陶宛。他已经是
第二次被俘虏了。条件很恶劣！
人们死于饥饿、寒冷。他讲的
时候我还很小。但是即使到了那
里，我父亲也设法适应了，生存
了下来。毕竟，他知道如何缝制
靴子，修理鞋子或衣服。德国人
会带来鞋子让他进行修补，为他
的工作提供面包。军人们知道如
何适应彼此，以及我们这边的军
事生活。到那时，德国人的弹药
已经用完，没有储备。他说，因
此他得以幸存，立陶宛旁边就是
波兰。当他们被释放时，立即开
始被检查：特殊检查。持续了
一年。他们住在立陶宛的一家特殊住处，被怀疑与
德国人有联系。战争结束已有六个月，但没有关于
他的消息。母亲正要去坟墓。父亲说，那里有目击
者，他们说：他在为生命而斗争，而由于他，这些
得以幸存。于是他们把父亲放了。那时，获奖名单
和奖章已经在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里了。同胞们
正在等待英雄归来。”

“有一次，在46年的时候，他给村庄打电话
说：我还活着！那里的每个人都惊呆了。他返回并
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他促进了家庭经济的发展：
然后我们有了牛，猪，羊，蜜蜂……是的，我妈妈
也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帮助她。父亲做了木工。当
时，集体农场没有人付钱，只给他们谷物和一点
肉。一开始根本没有现金，生活还在继续，并不
容易。我出生于52年，而我54岁的母亲Irina Alek
seevna带着1913年出生的nee Kovalenko患了重病：她
患有脑膜炎。她被带到维捷布斯克进行了手术。她
在医院呆了六个月。当他们带我回家时，我才两两
岁半。我的姐姐齐纳伊达负责对我进行照顾，母亲
不在身边，而我习惯了。他们说：这是你的母亲。

但我不明白，我不认识她。我说：可能是姨妈。她
想拥抱我，我逃跑了。他们抓住了我。我也没拥抱
她。我记得只有晚上，当时的想法是：‘也许这是
我的母亲？’早晨，我醒来，看着她，我试图记
住：‘你是我的母亲吗？’然后我妈妈告诉我，她
没有睡觉，只是闭着眼睛。她觉得儿子在看着她。
悄悄地说：‘儿子。’我记得我喊道：“妈妈！”
终于！我记得这样的时刻，他们感动了我的灵魂，
给予我力量。当我生活困难时，他们不止一次地帮
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

问：“您父亲教您做木工吗？”
“没有特别地教我，当然我帮他做一些东西：

拿一些东西，托着。我看到了他的作品，是它带动
了我。这样的技能伴随我终生。当然，像任何村民

一样，我知道如何与家庭中所
需的许多工具相处。此外，在冬
天，父亲为小屋（窗户、门、面
板、不同的装饰）做木制品，
当温暖的季节开始时，他被其他
人带走，去干活。而且，实际
上，他在战后时期重建了我们的
整个村庄。在其他周围地区，他
的小屋也依然屹立。他一个人工
作，没有大队人马。助手是那些
安置小屋的人。找他甚至还要排
队。”

问：“需要有一些好的木
材，然后开始做木屋。”

“我们做了的一切。谈判、采
购、条款。并且，例如，人们清

理了原木，树皮上的杂物。他从事专业工作。通常
我父亲在那儿两到三个星期，他从早到晚都在那儿工
作：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以交钥匙方式快速完成所
有工作。而我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负责做家务。
小屋是为需要的人建造的。我父亲因工作而获得现
金。而且他特别友善，所以他并没有收太多钱。别人
给他多少他就要多少。那时所有人都很穷。”

问：“集体农场的领导反对他这样做吗？”
“不，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能手。人们需

要小屋。施工完成后，父亲备受夸赞。我父亲虽然
很强壮，但身高和体重却很小，又矮又瘦，他每天
都很努力。有时工作之后站都站不起来。我记得，
他经常劳累过度。我母亲经常抱怨：你做了什么？
我需要一个活泼健康的男人，你为什么老是伤痕累
累！我们扶他进屋，将他放在床上。父亲起床以后
就走了，再次踏上了工作的路。顺便说一句，他不
经常吸烟，但是当他喝酒时，他会吸烟。他总装着
一包烟。他对待所有人，都特别友善，善于交际，
从不一个人喝酒。”

问：“村子里有伏特加吗”？

在互联网数据库“人民的记忆”
中，我们设法找到了一些与瓦列
里·索罗卡的父亲有关的文件。
他在第71后卫步枪师作战，日期
和地点等信息如下：1944年6月
29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维捷布斯克州
Beshenkovichi区。红军士兵拉里
昂·索罗卡，波洛茨克213卫队步
枪团的射手，生于1907年，根据
1944年9月16日的命令被授予 “
勇气”勋章，并于1945年9月5日
颁发。在1941年至1945年的伟大
卫国战争中战胜德国——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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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它怎么可能？还有很多人自己酿
酒。此外，每个村庄有2-3台酿酒设备，如有必要，
村民们可以互相借用。我记得我5岁那年，区警察
走进了家，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我们桌旁
坐下问：‘你有自酿酒吗？’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然后他来找我：‘告诉我，你有自酿酒吗。’我
说：‘如果您给我一把枪，我就有。’他从皮套中
取出手枪，取出弹药筒：‘在这里，握住它。’我
拿着手枪特别高兴！手枪是真的。我会告诉整个村
庄。我高兴地说：‘有自酿酒。在衣柜里。亚麻里
有几瓶，’他拿走了。他对父亲说：‘来吧，拉里
昂，喝一杯，怕什么？’然后他们喝了一杯，讨论
了生意上的事情。有趣的是：我父亲甚至没有因为
我的这种行为而责备我。”

问：“显然他很了解孩子的心理。我明白：这
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孩子的天性。他想和谁一起从
事什么生意？”

“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对话。
我 学 习 非 常
努力。我知
道，否则，
我 将 不 得 不
留在村子里从
早到晚的辛苦
工作。我想学
习，接受高等
教育。我读了很
多书。甚至在上
学时，晚上还拿
着火把，煤油灯
学习，但是煤油
不足。有时，我一
直坐在火把旁直到
早上12点。母亲让
我睡觉，但我很兴
奋！父母很累，只有他们有足够的睡意。”

问：“哪些科目对您来说比较容易？”
“数学对我来说较为容易。首先，我在我们的

乡村学校学习，然后在9公里外的地方，我不得不
步行去Bocheikovo接受中学教育。每天18公里！我
跟一个男孩周而复始的这样，霜冻、寒冷、雪、
雨、泥都挺过去了。有时还可以别人的搭顺风车。
我们走得很快，设法在一个半小时内到达目的地。
顺便说一句，我俩学习都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要
考入大学，必须学习好。我渴望进入法学院。毕
竟，我堂兄是一个警察，他来找我们并告诉了我
们很多事情。我逐渐对这种职业产生了渴望：合法
性，法律和秩序。我也想去警察局。在九年级时，
我已经知道：我将去警察局或检察官办公室。我的
朋友亚历山大·卡纳佩尔科成为军用直升机飞行

员，并在俄罗斯服役。现在他住在维捷布斯克：他
在那里买了房子，我们与他还保持联系。”

问：“瓦列里·伊拉里奥诺维奇，听您一席
话，胜读十年书啊。”

“我从小就与人交流过很多。毕竟，房子里有
一个‘利益俱乐部’，这显然也受到了影响。好
吧，现在已经经历过了，看到，听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与他人分享。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都被我们吸
收，然后展现出来。”

问：“他们还说：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只会助长
我们内部的觉醒。毕竟，我们的生命力来自内部。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好吧，也许是。毕竟，在长凳上交谈是一回
事，而体验也是重要的事情，写一本关于它的书则
是另一回事。而且我想更深刻地理解发生在我身上
的一切，传达我知道 的真相，被倾听，所以我开

始写作。实际上，这就是
我的原因，以便我可以出
版自己的纪录片。毕竟，
正如您所知，这需要资
金。关于才能和能力我
想说一下，我记得我父
亲的一个兄弟，我的叔
叔。在村子里，村民
们经常聚集在我祖父
那里读书。因此，第
二天，我叔叔几乎可
以逐字逐句地讲述一
切。他有惊人的记忆
力。我的哥哥卓拉
12岁时去世了。顺

便说一句，家里还有
另一个女孩，比卓拉大一岁。战争

期间，孩子们独自在屋子里，然后失火了，哥哥因
此丧生。我父母有五个孩子，他们抚养了三个。”

问：“您可能仍然记得整个刑法？”
“（微笑）不是全部，岁月流逝！有时您不记

得昨天发生的事情。（笑）而且，已经经历了很
多事情。明斯克的一名交通警察拦住了我，我说：
长官，我守法，我本人是前检察官。索罗卡是我的
姓。也许您听说过？他说：我确实听说过。”

问：“因此您设法进入法律系？”
“不是立即，是在军队服役之后。起初我于1970

年毕业于金属工人职业学校，然后在基洛夫工厂工
作。然后去了军队，或者说是舰队。当我在克朗施
塔特接受培训时，正在为潜水艇做准备，也是为体
育部门选择实力更强的人。我从事拳击，他们带我
去了那里。 1972年，我在北方舰队的冠军赛中表现
出色：我是获奖者之一。但是后来我患阑尾炎，伴
有腹膜炎，而且病情加重了，虽然我恢复了，但我

伊万•沙米金亲笔签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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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体形。舰队不再需要这样的水手。他们让我
失望了。早在1973年，我就在莫斯科的帕特里斯·
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但是由于经济困难而离
开了。我回到自己的工厂，在生产中担任值班电
工，我还担任过宿舍的工作人员，一年后我当上了
宿管。 1974年，我进入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法学院
通信系。自1977年以来，我开始在明斯克州检察官
办公室工作，担任Slutsk跨区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助
理。那时我父亲不到70岁，病倒了：他不能吃饭。
我带他去看医生，诊断出了胃癌。输了一两个月的
液。该怎么办？善良的人们建议：需要摄取羊肉或
牛肉脂肪，将其融化。喝纯医用酒精，然后用洛伊
洗净。父亲吃了这种药物，然后开始进食。酒精会
燃烧细胞，而洛伊则可以中和。我父亲患有该病四
年。他于1981年去世。”

问：“他如何看待您成为检察官这件事”？
“他担心我。显然，日常经验告诉他，严峻的

考验正等着我。他告诉我：“儿子，你不应该去
做这样的工作。这不是一件善良的事情。你可能不
会被原谅。人们不能做坏事。”但是，如果这些人
犯罪了，怎么能不被惩罚呢？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
他，我知道父亲有一个多么大的灵魂，我可以预见
到他会回答什么。”

问：“显然，我们仍然需要听取看过人生的
人的意见，甚至更多地听父母的话，不与他们争
论。”

“是的，这大概是我多年来得出的结论。我分
析了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与父亲有关的最有
趣的经历是当我被拘留时，因为涉嫌非法行径和滥
用职权，将我关在明斯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审前拘
留所中。我陷入深深的沮丧。试想：从检察官突然
变成罪犯。拘留所就像棺材一样。我计算了两壁之
间的距离：我靴子42号，距离为8和16。墙壁是黑
色的。墙边只有一张床，牢房里如此的安静，就像
在棺材里。没有任何信息。厚厚的墙壁不让声音通
过，顶部只有一个小孔。”

问：“洞穴学家告诉我：在科学家的要求下，
他们在没有外部刺激的黑暗中的狭窄空间内的洞
穴中进行了生理实验。在那里得出的结论为感觉剥
夺。人在心理上难以忍受，然后出现各种身体健康
问题。”

“是的，它在心理上一直在压迫，一直压迫。
我已经想到我必须自杀。可以想象：如果人们评价
我，我将如何看待他们？太可惜了！我心理无法忍
受-即使我是个坚强的人，这也是一种精神崩溃。我
已经在考虑该怎么做。站在桌子上，用床单上吊？
激烈的思想在脑海中滚动。每3-5分钟就去看一次小
孔。摄像机在我面前绕过，盯着我：这样就不会发
生我计划的事情。早晨，也许可以实施计划，监狱
的看守已经感到疲倦。我认为我需要在早上五点下

定决心：然后在十分钟之内解决。我已经想通了。
我躺着静静地等待黎明。我睡不着，突然我父亲来
找我。穿着深色西服坐在我旁边说：‘怎么样，儿
子，你苦吗？’ ‘是的，父亲，很苦。’我回答
他。是的，你入狱了。但是你会没事的，真的。 ‘
你怎么样爸爸，还好吗？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
不，儿子，你往好处想。你一切都会好的。我要走
了’。‘我想和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走！’ ‘
不，你待在这里。’我们争论了一会，他离开了。
然后我惊醒了，我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意识很清楚。父亲来到梦里令人不安，歇斯底里，
神经绷紧，像弦一样。突然我与父亲进行了对话：
你待在这里，我要走了。然后我想：如果父亲是专
门来救我的呢？”

问：“父母是我们的守护神，您是知道的。在
斯拉夫世界观中，人们相信父母离世后到了另一个
世界，成为了氏族的众神，所以您得到了帮助，而
且非常及时。

是的，经过反思，我得出了结论：我们必须战
斗。因为发起一场肮脏游戏的敌人想害我，利用
我的弱点。如果自杀发生了，那将是他们的胜利。
在艰难的时刻，我的父亲，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都来找我，支持我。多亏了这一点，我得以幸存下
来，设法通过了所有的考验，重新站起来，写书。
因此现在我才有机会与您说话。我的父亲是战斗在
最前线的人、一个诚实的乡村工人领袖——拉里
昂·索罗卡，他仍然和我在一起。

伊万·日单诺维奇采访

瓦列里•索罗卡带着他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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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拉里萨·安德烈耶夫娜，

您的家乡在沃尔科夫斯克，在白
俄罗斯。那您经常回到那儿——
这个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
吗？”

“沃尔科夫斯克是我最喜欢
的城市。这是故乡，都是这么说
的。是世界的窗口。随着出生，
沃尔科夫斯克不仅印在我的护照
上，更在我的心里。当有人问我
出生在哪里时，我就说跟灰姑娘
是同一个城市。真的，我不得
不解释，电影屏幕上最美的灰姑
娘——女演员亚宁·杰伊莫，来
自我的沃尔科夫斯克。”

“最近刚去了沃尔科夫斯
克，是在今年2月。和哥哥尼古
拉·切尔卡舍，他也出生在沃尔
科夫斯克。到目前为止，在杰尼
奇克街上还矗立着我们的房子，
老旧的石屋，已经超过一百年
了。附近有一个前军事医院，我
就在那儿出生。如果不是邀请我
和我的兄弟参加在白俄罗斯明斯
克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国际书展的

话，这次纪念性访问故乡是不可
能的。”

“我的童年是在休钦、斯洛
尼姆、斯莫尔贡和巴拉诺维奇
度过的。父亲安德烈·安德烈耶
维奇·切尔卡申指挥一个团，所
以我们经常因他的工作地点而搬
家。他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与白
俄罗斯“结识”，将她从法西斯
手中解放了出来。在1944年2月的
维捷布斯克附近受了重伤。”

“在斯莫尔贡我上了一年级。
五年前，和哥哥一起去了斯莫尔
贡，在我们学校拍了张照片，“
和当年一样的场景，我是一年级学
生，兄弟上三年级，两个人都穿着
校服，带着公文包，相片保存在我
们的家庭相册里了。”

“我不知道我曾经生活在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城市，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以特别
的坚韧而闻名。参加斯莫尔贡
战役的有著名作家米哈伊尔·
佐先科、康斯坦丁·保斯托夫
斯基、瓦伦丁·卡塔耶夫。在
战斗岗位的护士是托尔斯泰·
亚力山大的女儿。令人惊讶的
是，我的祖父米哈伊尔·罗曼
诺维奇·索科洛夫也曾参加
1916年的斯莫尔贡战役……”

“从前，当我丈夫的父母还活
着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们家做客。
我的公公彼得·库普里亚诺维奇是
个了不起的人：在伟大卫国战争年
代他是游击队的政委。在和平时
期，在波洛茨克，他是弗朗西斯科
特林教育学院的院长。荣获了波洛
茨克荣誉公民称号，和许多白俄罗
斯作家、诗人，特别是白俄罗斯民
族诗人格里高利·博罗杜林成为了

朋友。他有一个大图书馆，而且很
喜欢读白俄罗斯的诗。”

“您从事文学研究。可能远
离白俄罗斯的问题…但是，也
许，您的创作中仍然有一些线
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人想
起白俄罗斯。”

“首先，是亚历山大·谢尔
盖耶维奇·普希金，我们的斯拉
夫天才。几年前，我出版了《普
希金的旅行》。从莫斯科到埃尔
瑟姆。”它有一章关于白俄罗斯
普希金。”

“拉里萨·安德烈耶夫娜学习
俄罗斯文学史，研究亚历山大·
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生活和创
作，您关注文学的区域研究吗？”

“是的，而且喜欢，比方说，
当老旧的庄园被改造的时候。举
个例子。在著名的博尔迪诺庄园
附近，在那里亚历山大·谢尔盖
耶维奇度过了三个真正神奇的秋
天，利沃夫卡村里保存着一座古
老的房屋，由普希金遗孀娜塔莉
亚·尼古拉耶夫娜继承，后来又
传给她的长子亚历山大。这么多
年来，这房子是空的、无人居住
的！不久前，决定建立一个纪念
性庄园的分部，并在其中建立一
个文学主角博物馆，出现了小说
《枪》中的一个伯爵的房间。桌
子上摆着一把真正的决斗手枪，
上面有一幅小洞的画，上面有一
个打了记号的西尔维奥牌；戈列
希纳村地主办公室，里面有全部
办公用品；《暴风雪》中的玛丽
亚·加夫里洛夫娜的卧室，摆着
逃跑了的心上人的定情物。要知
道，这是多么新奇，到普希金的
主角家做客也很有趣啊！”

来自沃尔科夫斯克的普希金学者拉
里萨·切尔卡申娜
文学家、文学历史学家拉里萨·切尔卡辛是主要的俄罗斯普希金学者。她出生于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常游历于
美丽的白俄罗斯土地上。她了解的不仅有格罗德诺，还有维杰布斯克、波洛茨克。拉里萨·安德烈耶夫娜总是很
有兴致关注白俄罗斯的生活。关于不同的白俄罗斯地区，我们和这位俄罗斯女作家进行了谈话。

荷马在克里特岛的毕业典礼。右边是作家尼古
拉•切尔卡申的弟弟。伊拉克里翁，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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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计划有恢复小博迪诺
旧风车磨坊，建立特罗耶库罗瓦
和杜布罗夫斯基风格化的庄园。
当想法变成现实，这会很伟大！

“您知道普希金去过白俄罗
斯的哪些地方吗？”

“ 我 知 道 ， 并 非 到 处 都
有。”首先，是莫吉廖夫。

1824年8月7日晚，普希金离开
敖德萨，在小俄公路上越过几百
俄里，到达这座白俄罗斯城市。
在那里的驿站诗人已经遇到了他
的狂热的崇拜者——驻扎在莫吉
廖夫的古萨尔团军官。友好的宴
会立即在驿站的房子里开始，继
而是库津斯基的公寓，鲁宾斯克
古萨尔团的根据地。据当事人的
回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读了一首诗，他欣喜若狂地聆听
了英勇的古萨尔。那天晚上喝了
不只一瓶香槟，而早上整个快活
的团体却要送别诗人。

在早晨五点，普希金离开了
好客的莫吉廖夫。同一天，他开
车穿过奥尔沙和波洛茨克…

在白俄罗斯服役的是诗人的
长子和他最宠爱的儿子亚历山
大·普希金。在1860年代后期，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庞大
的家庭搬到明斯克省的新格鲁德
克，那里驻扎着俄罗斯最著名最
古老军团之一的纳尔瓦第13骑兵
团。而1870年6月，亚历山大·普
希金成为其指挥官。

在当时的新格鲁德克，“团
员们因过去生活的不便而得到了
回报，”团史学家季哈诺夫斯基
认为。“曾经的立陶宛大公国首
都满足了最苛刻的要求，团员们
的伤势痊愈得很好，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希金上校被
任命为司令官，这是该团生活中
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而在团史中，也出现了新的
准确而富有想象力的线条。“普
希金上校是著名诗人的儿子，他
的名字是俄罗斯的骄傲，他是一
个绅士指挥官的理想，站在一个
古老的兵团的头上。”在那个遥
远的六月，普希金家发生了一件

喜事：婴儿彼得出生了！但这个
男孩——他是第八个孩子，也是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第
三个儿子——活了很短的时间：
同年12月，在老公墓里有一座新
坟，石碑上刻着吝啬的字：“婴
儿彼得·普希金生于1870年6月9
日，死于1870年11月6日。”

尽管诗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
战，其孙子的坟墓，仍显示了尘
世生活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上个
世纪，扫荡席卷了整个白俄罗
斯，摧毁了途中的堡垒、城镇和
城堡……而幼子亚历山大·普希
金上校和他的妻子——可爱的
索涅奇卡在新格鲁德克老公墓一
角的土地，却没有被破坏。除了
已故的骠骑兵队长和中尉的纪念
碑，还有退休辅导员和学院秘书
的...... 

仿佛是要弥补损失，在彼得
之后普希金家出生了女儿娜杰日
达、维拉和儿子谢尔盖。但他们
最慈祥的母亲年事已高：1875年
4月，在该团转移到维尔纳时，一
场感冒，索菲亚·亚历山德罗夫
娜去世了。

不久以后，“洛帕斯尼亚-扎
查塔耶夫斯克”（莫斯科附近的契
诃夫镇）博物馆庄园将举办了纪念
她的展览。庄园附近的一个地方，
被称为“普希金之家”——诗人的
子孙们在那里成长，在家族教堂

里，她和她的丈夫——战斗将军亚
历山大·普希金合葬了。

但我们还是回到白俄罗斯
吧。非常重要的普希金地点，
或者说是诗人的子孙和曾孙们
从未见过的地方是——巴布鲁伊
斯克、特卢沙和瓦武利奇（现在
的杜波夫卡村）。诗人的孙女娜
塔莉娅·普希金与帕维尔·沃龙
佐夫·维利阿米诺夫结婚后很快
搬到了瓦武利奇的庄园里。帕维
尔·沃龙佐夫·维利阿米诺夫是
一位勇敢的军官，曾在她父亲的
团里服役。而年轻的他们于1881
年在洛帕斯内的安娜教堂举行了
婚礼。

娜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注定要在白俄罗斯瓦武利奇生
活多年。她的画很美，大多是
山水画，写过诗，但是，她牢
记曾祖父对后人的训诫，没有
发表诗歌。她不仅对普希金，
还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非常了
解，甚至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
关系。

关于她的美好记忆一直保留到
现在，毕竟娜塔莉娅·亚历山德
罗夫娜为贫穷的农民提供面包和药
品。她推动了周边村庄新建学校，
并亲自教授农民孩子。圣诞节的时
候，她给他们安排了圣诞树，送给
他们礼物。她为孤儿和弱者建立了

在阿尔巴特街普希金故居里。中间的是谢尔盖•叶夫根涅维奇•克利缅科，白俄罗斯诗人后裔

拉里萨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切尔卡申。 1988年，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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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老一辈的人都记得，诗人
的孙女喜欢白俄罗斯民歌，对传说
和历史很感兴趣。

沃龙佐夫·维利阿米诺夫
的几个孩子——他们共有五个
人——后来在巴布鲁伊斯克定
居。普希金的后人曾有过自己的
房子，但没有留存下来，取而代
之的是——民俗宫。

娜塔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于1912年12月去世，葬在特卢沙
的圣尼古拉教堂的墓地里。每年
六月初，她那简陋的方尖碑上都
会响起普希金的诗。

“俄罗斯院士皮克萨诺夫有这
样的理论——‘文化巢穴’。您
在白俄罗斯能看到哪些地方像莫
斯科这样的吗——是地方性的，
或者只是局部的“文化巢穴”？
您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里？

“我有机会参观了在斯莫尔
根附近扎列斯耶的奥金斯基庄
园，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然与音乐的完美统一! 波兰舞
曲《告别故乡》的声音随处可
见，一切似乎都充满了这销魂的
悲壮旋律……古色古香的小巷，
许多历史的见证者，还有美妙的
苹果园，以及徘徊的鹳鸟，都让
人难以忘怀……”

（最近发现普希金在他的历
史笔记中三次提到奥金斯基这个
姓氏）。

当然，一切仿佛沉浸在历史
中，古老的波洛茨克——这座

城市的中心，有大教堂、独特的
博物馆和修道院——就像一个
大的“文化巢穴”，从这里“迸
发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哲学
家和人文主义者、教育家弗朗西
斯·斯科里纳和神学家、精神作
家西米恩·波洛茨基。

古老的波洛茨克与普希金祖
先的名字有关，他的祖先给了他
非洲血统——阿布拉姆·彼得罗
维奇·汉尼拔。在无数专门描
写“皇室黑人”不平凡命运的作
品中，确实没有提到诗人的曾祖
父在这座白俄罗斯城市的停留。
然而，我冒昧地断言，当时叫伊
布拉金的渺小黑人和高大的沙皇
彼得一世共同住在波洛茨克，如
果注意到他黑皮肤的曾祖父的这
些细枝末节，普希金一定会在这
座光荣的城市里定居。

普希金只是从它旁边路过。但
这座古城，在9世纪由鲁里克亲王
指挥建立，而在普希金的手稿中一
次也没有被找到。波洛茨克公主罗
格涅达的城市戈里斯拉瓦，因其命
运的不幸而得名，称作波洛茨克。
这部编年史保留了弗拉基米尔·克
拉斯诺伊·索尔尼什科亲王与骄傲
的美女罗格涅达相亲的悲惨历史和
她的痛苦婚姻……

这个古老的传说也为诗人所
知。但亚历山大·普希金并不晓
得：波洛茨克公主罗格涅达，和
曾经征服过波洛茨克并强行娶了
他所爱美女为妻的基辅大公弗拉

基米尔，以及成为亚历山大·涅
夫斯基王妻的远房曾孙女维捷布
斯克和波洛茨克的亚历山德拉·
布里亚奇斯拉芙娜公主，与他有
亲属的血缘关系。

诗人关于白俄罗斯人是“旧
时代的本土民族”的看法，得到
了不同的意义！ 

“今天俄罗斯的文学地方史
是如何发展的？您关注俄罗斯文
学地方史家的作品吗？”

“我与普希金纪念馆关系密
切：莫斯科附近的洛帕斯纳亚、
特维尔的贝尔诺沃、卡卢加·波
洛特尼扬尼·扎沃德。我经常去
这些地区，观察文学地方史领域
的一切创新。我很高兴最近出版
了很多区域研究的书，包括文学
方面的书。"

"您会从俄罗斯的文学地方史
中挑出谁来？"

"首先是鲍里斯·阿尔卡季耶
维奇·迪奥多罗夫。但他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地方史学家，而是俄罗斯
最优秀的图书插图画家之一的人民
艺术家。于是，这个人（顺便说一
下，他已经85岁了！）在特维尔的
一个小村子里创建了私人博物馆“
普希金之路”，名字很特别，叫燃
烧的城堡。"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
纪的“动荡时期”。1828年12
月，普希金在从马林尼科夫前往
莫斯科的途中，参观了特维尔省
的这个古镇。诗人驱车前往曾经
由加夫里拉·普希金捍卫的这座
城市，以寻找那些在远古时代幸
存下来的家族文件。1617年，当
波兰王后弗拉季斯拉夫的军队浩
浩荡荡地来到德日斯拉夫尔要塞
（当时叫花园）时，省长加夫里
拉·普希金下令将其烧毁，绝不
能留给敌人。诗人找到的文件是
由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1621年
颁发的，免除了这座被烧毁的城
市居民的税收。

“在历史上发现了我的一位祖
先，他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我把他带到了舞台
上，没有考虑过礼仪的精致……， 与诗人的白俄罗斯后裔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希金一起庆祝贵族学校周年纪念日。 

沙皇村，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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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任何贵族的傲慢。”诗人
在《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草稿
中如此写道。加夫里拉·普希金
成为悲剧的英雄之一。

于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
鲍里斯·迪奥多罗夫决定在小村
庄里建立博物馆和文化中心，让
年轻人熟悉本地区的历史。

他从莫斯科的一所房屋中移
走了普希金时代的稀有家具，并
在博览会上摆满了独特的物品、
绘画、小雕像和真正的古董。在
博物馆安排晚会和展览，出版有
关当地文学史的书籍。一切都是
无偿的！

他根本不是一个富人，但去
年他获得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的
艺术奖。他认为自己已经从上
帝那里得到了一百万，并捐赠
了金钱用于普希金博物馆的发
展和安排！

这个人异常有趣且富有创
造力。鲍里斯·狄奥多罗夫
是安徒生童话中最好的插画
家之一，丹麦皇后玛格丽特
二世给他定了一个不寻常的
头衔：“安徒生驻俄罗斯大
使”。但是他是普希金在特
维尔地区的大使！

“您认为，文学地方史可
以而且应该成为学校的科目
吗？”

“我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那么可以将这项工作与真
正的突破相提并论。我非常接近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话，即历史
应该在“家门口”被理解。这意
味着您需要研究家谱、家乡、城
市、地区的历史。然后，从一个
抽象的概念，对祖国的爱就变成
了本土的，可以理解的。而这种
感觉会伴随你一生。”

“白俄罗斯宣布2018年到2020
年为故土年。这种做法提醒了社
会和整个国家，应特别注意本地
的发展。俄罗斯是否有类似的做
法和举措？”

“不幸的是，俄罗斯尚未达到
如此的精神理解。真可惜……尽管

我读到卡卢加和波洛夫斯基·克莱
门特都主教的呼吁：参观我的小家
园，呼吸空气，获得精神力量，而
不是赶赴泰国和土耳其。”

顺便说一句，克莱门特都主教
祝福他在贡恰洛夫庄园的亚麻工
厂中重建教堂，该教堂毁于1930
年代。美丽的娜塔莉·贡恰洛
娃在这个卡卢加庄园长大，普希
金来过这里，诗人的孩子在此成
长。复兴教堂的呼声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我知道一个很棒的人，俄罗
斯人民艺术家，莫斯科大剧院独
奏者弗拉基米尔·马托林。鲍里
斯·戈杜诺夫的最佳表演者。我
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歌手、低音国

王，受到世界各国首都观众的热
烈欢迎！

他是最早响应高尚事业的人
之一。除所有头衔和官位外，弗
拉基米尔·马托林还是俄罗斯小
城镇文化与传统复兴基金会的主
席。卡卢加爱乐乐团在艺术家慈
善音乐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所
有资金都用于恢复卡洛加毛毯工
厂村的教堂。就在最近，像几个
世纪前一样，这座复活神庙的钟
声在贡恰洛夫的历史庄园博物馆
中响起。教堂里已经开设了一个
儿童周末学校。

这对一个小村庄是真正的帮
助！并保存了历史和精神记忆。

“您是否想写《亚历山大·
普希金与白俄罗斯》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只是个梦想。
我接近这本书已有很长时间了。
而且，奇怪的是，这种渴望在法
国已经唤醒。二十年前，我有幸与
诗人的后代一起参观了巴黎，他们
与白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想象
一下当普希金的曾孙女娜杰日达·
贝尔从一个丰富的家庭相册中拿出
泛黄的旧照片时，我感到多么高兴
和惊讶。在他们的身上——诗人的
后裔，许多人穿着白俄罗斯民间服
饰，是现在已经消失的瓦武利奇家
族庄园的景色。这时就萌生了去这
些地方看看的想法。”

我很奇怪，为什么到现在为
止我还没有去过巴布鲁伊斯克和
特卢沙（在白俄罗斯语中听起来

很温柔——加卢沙）？今年夏
天，我会尽量前往保留的普希
金名胜古迹。

几天前，在阿尔巴特（这
是诗人的第一套房）的普希金
纪念公寓里，我遇到了普希金
的直系后裔安德烈·亚历山德
罗维奇·科洛格罗夫。诗人的
外孙女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
夫娜·沃罗佐娃·维里亚米诺
娃是他的曾祖母。我注意到，
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科洛格
罗夫是前线士兵，他的童年时
光是在巴布鲁伊斯克度过的。
这些日子给他一生都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我想引用他回忆录的
句子：“巴布鲁伊斯克…我的童
年！我记得苹果园，其中有隐蔽
的木制房屋，贝雷兹纳洪水，古
代堡垒的废墟。有关于这座堡垒
的传说……森林里出现了第一片
雪花莲后，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兄
弟和我去了基辅丛林。我们沿着
果戈里大街走着，经过了花朵盛
开的花园……”

因此，我建议普希金后裔“
巴布鲁伊斯克分支”的代表安德
烈·科洛格洛夫合写一本书，他
同意了。

所以，我们会开始！
“谢谢拉里萨·安德烈耶夫

娜！我们在白俄罗斯等您！” 
基里尔·拉杜科采访

娜塔莉•贡恰洛娃的 

新书发布会在莫斯科俄罗斯侨民之家举行，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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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统计别洛维日大森林接待游客的次数非常困

难。最常见的新闻报道是：高级政府代表团和
有趣的国际青年团体或体育社团的到访。来到
国家公园的也有带着孩子的家庭——但通常是
某个组织团体的一部分。不记得有小团体单独
来过。

要不是因为我青少年时的朋友（在莫斯科已
经住了很长时间），那在近期也几乎不可能实
现。俗话说，塞翁失马, 安知非福。今年夏天他
们没有计划回家乡旅行，但疫情改变了一切。
由于现在最好不在家中接待客人，因此我们说
好了在大森林见面。她带着女儿和未来的女婿
回到家乡。年轻人以前从未去过大森林，所以
他们表示希望看到这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在国
家公园的停车场，有很多俄罗斯牌照的汽车。
如今游客们主要依靠自己的交通工具出行，尽
管公共交通也并不复杂：经常有公交车和小巴
从布列斯特汽车站出发。从市里到公园停车场
约60公里。

在入口前的展台旁，我们阅读了有关服务和
游览的所有信息。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预先进
行此操作。现在的游客对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古老

的森林感兴趣，不着急，我想，这是一个骑单车
游览的好机会。现在，用一个半到四个小时的时
间，六条自行车路线就能为你展示这片大森林。
最短的路程约10公里，称为“皇家林间旷地”，
然后是长15公里的“沃伊托夫桥”地区，“野兽
走廊”比前一个路程长一公里，“远行”途长27
公里，而“磐石白林”路程28公里。

自行车出租没有休息日。租用两轮“马”的
费用为4小时15卢布。如果使用更久，后续每小
时只需2卢布。自行车租金包括参观动物园的费
用。应该去看看动物，尤其对于那些第一次来
参观大森林的人。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
有一头野牛住在动物园里，它是2016年在科布
林地区同一群奶牛一起，并在一起生活了大约
两个月而闻名。《星报》在2016年9月14日刊中
谈到了森林居民的这个丰富传记。再次看到这
个有角的动物会很有趣。

我们的年轻人选择了“皇家林间旷地”自行
车之旅——显然，这个名字很吸引人。他们并
不后悔。然后，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了一个带
有“野牛头”的桦树。二十多年前，在这棵树
上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巨人头的树瘤。根据专家

生态休闲正在成为出境旅行的替代选择

走进童话故事—	
步行或骑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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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异物进入树干后，就会形成类似的堆
积物。当一些其他生物被引到树干或树枝的活
组织中时，就会形成帽状。通常，这些不速之
客是各种各样的蘑菇。那棵树生病后习惯了，
外来生物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驼峰。在这次旅
行的途中，还有一块巨大的豪华隐士橡树。这
棵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对于橡树来说不是
那么长，但是树干直径已经超过了半米。这棵
橡树总是让我想起安德烈·博尔康斯基在《战
争与和平》中关于生命胜利的反思。

沼泽“塔塔尔”已经干涸，但名字一直保留
着，因为十三世纪以来，塔塔尔族人一直在这
里，他们是在入侵期间来到这里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由德国人建造的窄轨铁路如今已成
为风景如画的地方。入侵者后来修建了一条道
路，从大森林中攫取木材。在仅仅一年半的时
间里，囚犯们铺设了325公里的铁路网。现在，
在各个窄轨铁路的站点上，铺设了沥青，并沿
自行车道经过。现在林间空地本身充满了异国
情趣。它位于灌木丛的中间。据报道，斯坦尼
斯拉夫·奥古斯都·波尼亚洛夫斯基国王在这
里举办了首次狩猎舞会。

当然我们也在这里庆祝节日，举行群众活
动。在这个路线上，应该在“途留”站停下，
看看风景优美的森林岔道、百年松林等等。最
重要的是，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停车。

这一次，我们还开辟了一些徒步旅行路线，
可以重新开始。在生态小径上，湖区共有三个
人工湖。它们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为了
调节水文状况。其中的水很暗，因为底部有泥炭
矿藏。在这种黑暗的水中，树木、太阳和天空的
反射非常特别，好像不是一个自然的奇观，而是
一个聚焦在某个屏幕上的景象，此外，沉默和迟

缓一般都会产生动画、童话般的效果……但是，
真正的故事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神圣的橡树下，
在空心橡树和树冠下，有一个永恒的影子。习惯
于这种植物特殊的绿色覆盖物，有着暗色调，给
人的印象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深远的古代，也许
一千年前就是这样。也许真的是这样？寂静与安
宁，只存在于这个大森林，独一无二。至少，科
罗特克维奇在自己的著作《白翼下的土地》中准
确地描述了此处。

……现在可以在森林中参观博物馆，包括新
的露天考古博物馆。还能参观伊瓦采维奇地区的
维戈尼亚禁猎区，该区现在也是国家公园的一部
分。爱好者将会有新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有趣
和神秘的森林。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偶尔踏上
那些分步在我们土地上的保护区。大自然擅长给
予力量，而且它从不背叛或欺骗。

斯维特拉娜·雅斯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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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吃了我！”

克里姆林宫式的饮食，有规律的三餐，间歇
性禁食、理疗、瑜伽、健身……保持健康的方
法有很多，至于选择哪一种很容易让人感到困
惑。我会闭上眼睛，以某种方式生活，但是冠
状病毒无法让人安心入睡，它正在寻找免疫力
低下的新受害者。而且您不想生病，只知道做
生意、工作……问题就来了。如何在全球经济
低迷和疫情的影响下保持健康？当城市的每个
角落都出售美味的快餐时，在药店的货架上，
有一排漂亮的罐子和生物活性添加剂，让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的混合物达到最大平衡。

互联网没有提供明确的使用说明。更准确
地说，它提供与“想要健康”主题一样多的选
项，就像搜索引擎中有很多页面一样。因此，
我决定转向古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那些我
主观上的“健康人”，以及看起来不错并激发
人信心的人进行实时交谈。然后自己推论“算
术平均值”，就此事形成个人观点。

健康生活方式顾问谢尔盖·普斯泰尔加：

“不要走极端。”

50年来，他一直遵循健康
的生活方式。不喝酒、不吸
烟。他在武装部队服役27
年，在国家安全学院执教13
年，教授一般的体育锻炼和
近身搏斗。后来，从部队退

伍的谢尔盖·普斯泰尔加在明
斯克健身俱乐部的旗舰店之一担

任总监。
问：“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是健

身？这个概念是从美国文化中借鉴的？”
“对。我必须承认，随着我在传统苏联长

大，我真的不喜欢‘健身’这个词，其实它

有‘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和改善健康工
作’的概念。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方法
不同。我们认为体育是个人和谐发展的要素，
在美国和西欧，体育是为工作做好准备的人。
作为一个活跃，健康的社会元素，这一点很重
要，没有它不行。苏联解体后，体育文化体系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变革。每位专家，教练都
开始带来自己的东西，根据对身体状况的个人
理解，将新的要素引入体育锻炼中。于是健身
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现在我们处于两个
系统并行存在的阶段：老的系统中，我们在花
园、学校、大学、军队中进行体育运动。然后
呢？像以前一样进行标准的运动吗？如果我不
想专门做某事怎么办？还有其他活动种类：尊
巴舞、米尔斯、普拉提……但是，在我们国
家，它的水平还达不到欧洲标准。在苏联时
期，公共培训师——一个对自己的业务感兴
趣的人，知道很多，并获得了认证。现在，
要成为健身教练，是从一所经济、技术大学
毕业。这样的教练能教什么？他是否可以从
客户那里赚钱？首先，应该解决他自己的
健康问题。您需要了解运动医学。营养品服
用过量——会产生负面影响。少了则没有效
果。在欧洲，培训师或运动机能学家通过各
种肌肉群分析健康状况。在美国系统中，需
要获得许多不同的证书。如果您想从事这一
行，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投入一些资金，所
以请三思而后行。这个系统才刚刚开始为我
们工作。例如，为了推广某人的方法，您需
要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这意味着您必须接
受培训并获得相应证书。因此，在前往离家
最近的健身房之前，我建议您先了解教练的
培训种类和证书。”

问：“如果您想健康的生活，从哪里开始？
适当运动，饮食吗？”

“在我工作的俱乐部，我们建立了这样的
系统。我建议您记下它。首先，客户去找运
动医生，提供体检证明。医生做病史、做计

如果你想身体健康
人可以不吃肉并保持身体活跃吗？生物活性添加剂有害健康还是有益健康？如何始终保持
良好的身体状态？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让我们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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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诊断。他只需要5到7分钟的时间，就可
以确定身体的组成以及潜在的危险：肾脏问
题，体重等等。然后，医生写出建议书并建
议从哪里开始。而执行的过程是渐进而漫长
的，不能着急。”

问：“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什么使人
们思考自己的健康状况？可能是年龄吧，当身
体的某个器官感觉疼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其实
当今社会年轻人对这些问题也很感兴趣。您也
是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一直从事运动？”

“是的，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很想知道是
否有可能增强我的遗传基因。我从12岁到18岁
从事摔跤，举重。然后他们带我去了军队，在
那里我没有选择举重，我选择了军事全能：越
野、体操、投掷手榴弹、射击、铁人三项。怎
么才能起床并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首先从床
上起来时要感觉自己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问：“如何向孩子灌输正确的习惯？”
“所有习惯都在家庭中形成。如果父母不

运动，不正确饮食，他们的孩子将拥有相同的
生活方式。有人和朋友见面喝啤酒，花了两个
小时，而有人则在健身房度过时光。这被称为
交流文化。以儿子为例。我从不禁止他做任何
事，给予他选择的权利，但同时我向他解释我
的立场。他也从小就从事体育运动，并坚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正如他们在军队中所说：以身
作则。”

问：“现在有太多关于什么是有害的、什么
有用的、如何吃的信息。还有素食主义者，水
果饮食、生食饮食、单独饮食、按血型划分饮
食、克里姆林宫式饮食、间歇性饮食……有很
多。其实这些是否科学尚不清楚。

“有这样一个概念：合理
的营养。当我们根据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的位置正确
排列时，我们观察到了卡路里
含量。似乎没什么复杂的，
我正常饮食：我一天不吃超过
一个饼干，我只喝一杯咖啡，
没有糖。如果这样你还会觉得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
微量元素还不够。为什么？也
许是由于人体自身缺乏对这些
元素的吸收。该怎么办？咨询
专家：肠胃病学家，内分泌学
家，营养学家。过多的饮食，
或者服用过多的生物活性添加
剂，可能很危险。通常，补品
是浓缩食品。如果我们吃得太
满，而身体每天不能吸收超过

200-250克，然后，如果千克剂量这样的产品，
就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我们的某些器官就会出
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于求成：“我们不要
过多的服用补品”。我们必须从已有的东西出
发。食品制造商确实遵循最低警告标准。他们
说鸡肉里面全是抗生素。但是经过热处理后，
一些物质会从肉中去除。酸奶是劣质的吗？您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起发酵剂。那么多信
息，不要全信。今天，每个人都在寻求吸引注
意力以销售其产品和理论。从哪里开始，做什
么？从最低限度。例如，坚持饮水方案：多喝
水！如果有疑问，就与您信任的专家联系。”

问：“您吃肉吗？”
“吃。我认为，只有在出现健康问题时才

应限制饮食。任何生物都会自我修复。如果您
不是医生，则无需全部知悉，转向单方面的营
养。我很少见到自学成才的教练。现在我们都
从事营养学和各种营养的研究，但同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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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没有读过有关营养学的教科书。这门科
学与营养无关，而与饮食有关。这是用饮食，
食物和补品治疗患者的科学。我认为素食是一
种错误的正常饮食。如果一个人在吃肉方面有
问题，那对身体来说不必要的元素就会堆积。
但是医生不会告诉健康的人不吃肉。毕竟，我
们的整个结构都由蛋白质组成。”

问：“在健康生活方式这一话题上，人们不
能不提及我们无法控制的全球性问题，例如生
态。”

“是的，特别是切尔诺贝利，这里的生态环
境非常困难。总的来说，文明正在改变生活方
式：您现在可以坐在计
算机旁解决问题。为
了吃得好，您需要金
钱，香肠比肉便宜。而
站在厨房做饭这也需要
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体育锻炼现在
是一种奢侈，您
必须为健身房付
费。总的来说，
您需要以某种方
式拼凑一个叫做
健康生活方式的难
题。顺便说一下，记录
我的每一个动作和身体
状态的小工具对我个人
都有帮助。”

问：“您如何看待保持身体健康成为一种时
尚的现象？”

“对我来说就像某个实验一样。广告宣传特
定品牌的运动服和鞋类。快餐店需要宣传自己
的产品，例如，他们拒绝90-60-90。社会上就
会产生不和谐。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要了解，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健康的生活方
式本身或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例如接受自我）
会逐渐淡出背景。我相信社会应该规范这样的
过程，而不是走极端。不应互相反对。”

问：“摄影师Anastasia Vragova曾说过：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
生活哲学’”

Anastasia还在明斯克州
立语言学院学习时对素食
主义产生了兴趣。她结婚
了，成为了著名的婚礼摄影
师，并且在各种国际比赛中

获得了无数奖项。她的丈夫亚瑟也是摄影师，
应邀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其他西欧城市工
作。Anastasia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我想说
说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她早年的选择。

“16岁那年，我开始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
话题感兴趣，学习文学。我对这个话题的研究
越深入，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就越不清晰。当
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的感觉：生态、体育
锻炼、心理等等。如果一个人经常被剥夺睡眠
或处于紧张状态，那么没有任何健康的饮食可
以解决这种情况。营养不是万能的，而是‘在

资源中’感到的重要条件。我
放弃吃肉是因为动物蛋白
的酸负荷很高。当然，人
体可以自行除衰。但是，
为恢复酸碱平衡而付出
的代价是骨骼和细胞的脱
矿质。也许每个人都听说
过，抗生素被用来饲养动
物，通过肉到达我们的身
体，使其酸化。食用动物
产品会增加患心血管疾
病、癌症、骨质疏松症
和糖尿病的风险。我也
不想间接参与虐待动

物。避免使用动物
产品是减少负面
环境影响的最佳方

法之一。我想引用明
斯克一家素食咖啡馆的经理Marta Skugareva的
话：‘如果一个人放弃一天的肉，他将节省三
千公升的水，并且可以少砍伐三百棵树。仅仅
放弃一天的肉类，对环境的影响就比在混合动
力汽车上行驶并循环再利用要多。’由于动物
排放大量甲烷（这是它们的消化活动），畜牧
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结果，地球上的
温度正在上升。同样，地球上的大部分水不是
用于个人的需要，而是用于畜牧业。例如，每
生产1千克牛肉需要43000升水，而每生产1千克
谷物需要1000升水。但是，我改变饮食的最初
动机仍然是保持健康和活跃的愿望。我列出的
其他因素也共同起作用。这不仅是食物系统的
选择，而且已经是一生的哲学。”

问：“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医学反对这
种激进的方法”

“今天，在放弃肉食10年之后，我感到非常
美好！几年来，我受到定期检查和测试。目前
一切正常，有时我甚至得到医生的称赞。但重
组身体有很长的路要走。刚开始时，您可能会
感到更糟，通常来说，慢性病会恶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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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急剧改变
饮食习惯！长期以来，人们一
直批评传统医学认为肉在其他
食物中含有必需氨基酸。在传
统医学论述中，很少涉及肠道
菌群及其形成非常“必需的”
氨基酸（即B12）的能力。一
个人必须很好地清洗自己，消
耗大量的粗纤维，食用微生
物，并防止营养不良。但是，
当人们转向种植食物时，他们
通常很少注意针对性的清洁身
体。许多人根本无法吃大量的
生蔬菜。微生物区系不能产生
必需的氨基酸。身体的恢复需
要时间。这需要几年的时间。
氨基酸缺乏症实际上正在累
积。这些不是危言耸听，贫血是一个潜在的现
实问题（请我的纯素食朋友原谅我）。通常，
它们在几年后才“发病”。而且，人会被迫服
用添加剂。”

问：“纯素食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之间的根
本区别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自己和丈夫？”

“他吃乳制品。结婚三年后，他转向素食主
义。尽管他在村子里长大，但他的父母总是养
鸡，家中有很多肉。受我的影响，现在我的父
母放弃了吃肉。我认为自己是素食主义者，因
为我喝加牛奶的咖啡。但是我不喝纯牛奶，或
者如果我愿意，一年可以喝几次。但是我也吃
蜂蜜，而纯素食主义者将其归类于动物产品。
所有这些’纯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
等类别都是相当随意的。例如，有些素食主义
者每隔几个月就会在饮食中添加生蛋黄来补充
维生素B12，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考虑自己是纯素
食主义者。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已经与’
纯素哲学‘大相径庭。您不能将它们全部划分
为清晰的类别。”

明斯克市神经精神病学诊所心理治疗师弗拉迪
斯拉夫·吉奥尔吉耶维奇·伊万诺夫斯基：

“为自己着想，为自己
做决定。”

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第
4-2020号）。在两个小时的
对话中，我们提出了许多文
章没有涵盖的问题。这是采
访中摘录的一段有关营养学的
谈话。

“弗拉迪斯拉夫·吉奥尔吉耶维奇，每个人
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大多数产品都是经过加工的，
因此有必要服用维生素。然而，关于不同食品添
加剂的危险性有许多事实。应该相信谁呢？”

“我的朋友们定期向我发送关于某家知名
电视公司进行的一些科学研究的视频，结果证
明有些补品是不能服用的。（我本人大量服用
补品。）我澄清一下特定的受测人员到底服用
了什么。这是关于大剂量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对！大剂量合成是危险的。存在维生素与维生
素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如果不
能了解，请与权威机构联系。如果他们想使公
众舆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事实的不准确
性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当我的亲戚正在学习
成为一名网页设计师时，她被要求制作具有七
种含义的动画电影的任务。少于五分则考试未
通过。就是说，如果学生知道该怎么做，那么
还要专业人士干嘛呢！总的来说，应该自己学
习分析信息，或者在此问题上寻求权威并遵循
其建议。就像那首歌说的那样：为自己思考，
自己决定是否要拥有。”

***
与不同的人交谈之后，我为自己得出了一

个浅显的结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意见。每
个人唯一统一的一点是，您需要从根本上逐步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下一步做好准备，
而且越早越好。如今的年轻人似乎理解了这一
点。如今看来，保持健康已成为时尚。

正如人们所说，一般而言，所有疾病都来自
神经。因此，我认为保持健康要从良好的心情
开始。甚至我五岁的儿子也曾经说过：一大早
就要对生活充满期待。

阿丽萨•冈格

a
li

sa
 G

u
n

G
o

r

37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生活方式



事
实上，我是多年前认识他的，
我们一起在明斯克的一个频道
上出演了周日娱乐节目。他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演员，担任主
角。我是戏剧系的学生。在镜
头里，我们最多只能在一起5
分钟，但很快就开始了。我猜

丹尼斯的幽默感、魅力、青春和深邃的蓝眼睛不
止一次地影响了他的表演成功。我知道这些一直
有所体现。无论是在俄罗斯电影明星电视剧中，
还是在广告中，抑或在某个社会项目里。现在，
丹尼斯有了新的“竞赛”：他参与制作国家电视
连续剧《乡村喜剧》，出演年轻作曲家的主要角
色。只拍摄了两集，所以这部连续剧的内容仍然
是个秘密。

著名的白俄罗斯演员在剧院里工作了10年，
在电影院里工作了17年，他的业余爱好几乎是他
的青年时代：他用宝石和金属包裹尖端的武器。
顺便说一句，武器本身也是从头开始制作的。有
一段时间，他在国家美术馆的家具和框架修复
部门工作。现在，丹尼斯（Denis）拥有明斯克
（Minsk）最好的互联网级照相馆。甚至有著名
的白俄罗斯媒体人，著名的艺术家、商人、运动
员、模特也来找他。

惊艳效果

我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或者更好地说，我的感
受是白雪皑皑、整洁、舒适、保守主义、和谐……
好吧，只是天堂。哦，我要这样生活！ Denis提出了
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想象：“您的鞋子
尺码是多少？”你不能弄脏地板，因为照片上会看
到所有的脏点。于是，我的漂亮鞋子被留在了入口
处，我穿着由轻巧薄纱制成的裙子，配合着道具，
穿着宽大的红色拖鞋，在一间干净的 100平方米 
的“客厅”里走过了。这里是卧室，然后是厨房，
窗户边是一面漂亮的镜子。只缺少结婚礼服……这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几乎每周都有新娘和新郎来这
里拍摄结婚写真。此外，经常来的客人也有孕妇，
他们想记录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一般来说，照相
馆有三个大厅：白色的、阁楼型的和家庭型的。
甚至有人带着祖父母来这里以“形象化”他们的家
谱。

我想知道，是否有过顾客破坏过家居的气氛、
移动物品的情况？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道具都要
花很多钱。但是这样的案例丹尼斯不记得了。有
时，他说，模特猫会乱跑——这样，就需要时间
把它拉出来，比如从沙发下面。或者，秘鲁丈夫不
理解白俄罗斯妻子的摄影师想要他做什么。能怎么
办呢，在秘鲁没有这样的事情——为自己拍摄专业
的写真……丹尼斯回忆说，有一天，来了一群带着
新生儿的妈妈们：20个大人，25个小孩。他笑着回
忆道。一位母亲想给婴儿喂奶，露出乳房而没有任
何羞愧感。“哺乳圣母”，丹尼斯很欣赏达芬奇画
作中的形象，建议一个女人在哺乳的时候拍几张照
片。“怎么可能忘记呢？母亲是神圣的！”丹尼斯
解释了他的行为。

人们为什么要花钱购买个人写真并在相机前花很多时
间？即使是最完美的相片，也不可能无休止地被欣
赏，总有一天，它会出现在相册以及计算机的文件夹
中。关于幻想和自欺欺人的渴望，让我们与明斯克著
名摄影工作室的所有者丹尼斯·尼基蒂克谈谈。

留影

v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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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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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影棚里拍照并不是昂贵的娱乐活动。一个
小时的租金为40-45卢布，视大厅而定。在新年时
一对夫妇的价格可能增加到50卢布。尽管如此，人
造天堂的所有者每天都有足够的工作：一个大厅有
人租两小时，有人租五六个小时。有拍摄照片的，
也有录像的。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旺季（从10月到
2月），也有淡季——丹尼斯给我介绍了最新的信
息。可以在旺季赚很多钱。而当客户数量下降时，
也不能放松：要不断利用工作室提供服务（租金、
公用事业等）。这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我们的谈话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打
断了，他们一直在附近的阁楼大厅里拍
摄视频。他们需要和丹尼斯为下一段视
频解决几个照明问题，并征求建议，以
桌子为背景，哪种杯子最合适：玻璃杯
子还是白色杯子。人们讨论他们问题的
严肃面孔让我思考：“为什么我们想拍
照？毕竟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幻
想。”

“没错，是幻想，”丹尼斯说，“
但同时，也是一个人想留住自己生命中
真正快乐的部分。而且不仅仅是‘点击
手机’，还要让光线合适，衣服相配，
气氛...以便一切都很美好。是的，照
片是自欺欺人...孙子们会说：道具，
不是真的！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一个人想在幻觉中
生活，那有什么不好？人来了，先说：我想住在这
里！想在一切都很完美的氛围中度过！在这儿可以
躺在摇椅上，与世隔绝。比如，我在里面呆了两分
钟——睡着了：感觉空气清新，窗帘几乎没动，风
扇发出单调的噪音……平静……为什么不呢？”

我继续琢磨，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任何时
尚都很短暂。花钱让某人给你拍几张好照片的趋势
很可能会改变彼此。正如明智的所罗门所说：一切
都过去了，这也将过去。丹尼斯不同意。“我认
为，正如您所说，这种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为什
么？我们一直想相信某些东西。就像中世纪的基督
教那样：如果您想要天国，那就买它。而且的确：
除了幻想什么都卖不出去。一个人总是渴望沉浸在
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在那里舒服。觉得这会结束
吗？很难说。”

自拍照风格

我很少给自己照相。更多的是给某物或某人。
在我的智能手机前面呆成猴子会很尴尬。特别是当
其他人看到它时。但是我已经多次从心理学家那里
听到这样的观点，即正面拍照留念可以增强自尊
心。甚至还有这样的光疗，当您找到专业摄影师
时，寻找合适的位置风格，然后花一两个小时在

镜头前使自己变得精疲力
竭……然后获得最佳照片
将它们挂在经常能看到的
地方，然后望着它们……
意识到自己的美丽。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
多的新照片被Photoshop处理后开始出现在朋友社
交网络中的原因。也许她想告诉所有人，但首先要
对自己说：我还很年轻！哇！她都五十岁了。也有
这样的例子，一个女孩有一百张相同类型的照片，
所有照片都是她的。有时她略微将头向右转，有时
她略微向低头弯曲。整体来说，都差不多一样。我
问：“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自己的照片？”这是她
的回答：

“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不会每分钟都照镜
子，也看不到我某时的样子。在照片和视频中，我
可以分析自己并找到缺陷以进行修复。其次，我一
直在寻找新的相片。我喜欢与众不同。我希望能够
像专业模特一样快速描绘必要的情绪。最后一件
事，去照相时，您会遇到新朋友，扩大您的相识圈
子。我喜欢这样。”

好吧，如果有什么能让您开心的，为什么不花
一整天休闲呢？最主要的是不要失去对追求高品质
的“投入”。毕竟，最大的彩色泡沫终有一天终会
破裂。

爱丽丝·昆格

39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精彩瞬间



组
织者采取了所
有安全措施，
因此来自不同
国家、地区的
最受欢迎的艺
术家都愿意访

问我们。维捷布斯克斯拉夫集
市的四天都充满了人情味。以
下是国际艺术节“维捷布斯克
斯拉夫集市”主席格莱布·拉
皮茨基的话：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期，我
们不得不解决困难，但我们仍
然把它解决了。在斯拉夫集市
上，爱情和友谊找到了真正的

意义，因为今天斯拉夫集市的
真正朋友来了，今年斯拉夫集
市上还有有创意的人。”

7月16日20:30，举行了“
维捷布斯克斯拉夫集市”开幕
式。伦敦皇家芭蕾舞团前团长
谢尔盖·波卢宁的世界级芭蕾
舞蹈家首次参加了音乐会。此
外还有菲利普·柯科洛夫、亚
历山大·布伊诺夫、奥列格·
米亚耶夫、阿纳托利·雅莫连
科和西伯里的合奏、英娜·阿
法纳西耶娃、亚历山大·索洛
杜卡、弗拉基米尔·普罗瓦林
斯基，去年维捷布斯克音乐比

赛的大奖得主阿迪尔卡汗·马
金等人都出现在夏季露天剧场
的舞台上。至于科科罗夫，由
于冠状病毒疫情将近半年，他
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也没有接
受采访。自1994年以来，菲利
普为“斯拉夫集市”的成功举
行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维捷
布斯克为他点燃了一颗星，他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在没有违背传统的情况下，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宣布了节日的开始。顺便
说一下，这些天，卢卡申科正
在维捷布斯克州进行工作访问。

这首歌仍然	
和那个人在一起

维捷布斯克的“斯拉夫集市”连续第二十九年举行，今年不仅被称为传奇年，	
而且还是独特的、具有实验性的一年。这是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在7月举办的唯一
节日，没有推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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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一样，音乐会在夏
季露天剧场举行。顺便说一
句，维捷布斯克的夏季露天剧
场是这座城市的名片。这是白
俄罗斯公认的建筑代表之一。
今年“维捷布斯克的斯拉夫集
市”国际音乐节已满32岁，其
中有19个露天剧场。2006年开
始根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
委托建造镂空保护涂层。项
目、技术解决方案、安装、结
构测试——施工的各个阶段，
以及设施本身不仅在我们国家
的规模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技
术解决方案方面在全球范围内
也是独一无二的。

29年以来，维捷布斯克文化
论坛对观众及其组织者来说都
是一个真正的假期——一个发
现新的声乐人才的机会。参加
儿童和成人表演比赛的参赛者
则获得了第一人气。开幕式之
前，去年的获奖者——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Adilkhan Makin和白
俄罗斯人Ksyusha Galetskaya-在
节日旗杆上升起了斯拉夫集市
的旗帜。

人们期待已久的话响了：“
注意！维捷布斯克正在讲话并
展示！”他们像总统所说的：
斯拉夫集市已成为文化和精神
统一的心脏，受到了热情的接
待。

这应该以节日的主要思想为
名：“通过艺术达成和平与相
互了解”。特别是在今天，当
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全球地
缘政治危机的边缘时，对我们
而言，保持团结人民的传统至
关重要。毕竟，不管世界上发
生了什么，维捷布斯克国际节
日始终能够消除障碍，增进人
民之间的友谊。总统在讲话中
强调：

“在这个庄严的夜晚，我
为所有人感到高兴和自豪，首
先是白俄罗斯人，他们从未屈
服，也从未屈服过时代的挑
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斯拉夫
集市，这是一个明朗而有趣的

节日。您还记得，它的历史始
于90年代，当时背景是由庞大
帝国的碎片所造成的主权国家
之间新关系的艰难建立。”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回忆
说，这个节日被设想为兄弟般
的民族之间的友谊假期-白俄罗
斯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其他州的代表。

四分之一世纪前，这项伟大
的行动可能会穿越巨大的苏联
城镇。今年，它已成为世界著
名的表演和比赛。

总统特别强调：
“时至今日，我们仍保留着

我们的斯拉夫传统‘斯拉夫集
市’”。

卢卡申科强调，尽管发生
国际冲突、族裔和内部政治危
机，和平、友谊和相互谅解始
终在维捷布斯克艺术节上占据
主导地位：

“秘密是什么？首先，在斯
拉夫人的文化法规中，在现代
斯拉夫民族祖先的共同一千年
历史中。在其中，我们不会发
现野蛮破坏传统和破坏其他文
明的事实。只有文化的创造和
相互丰富。” 卢卡申科说，“ 
因此，每年‘维捷布斯克的斯
拉夫集市’都会吸引来自世界
各地的参与者和客人到这风景
如画的德维纳河岸。”

“这是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
著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和演员
的城市。这给了我们才华横溢
的导演和设计师，科学家和设
计师，运动员以及教练，他们
不仅为全世界的白俄罗斯人而
且为白俄罗斯人的土地增光。”

他说，今天，圆形剧场汇集
了最聪明的艺术家，最善良和
最敏感的观众：

“没有他们，没有那些对民
族斯拉夫文化怀有真诚挚爱的
人，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斯拉夫
集市，以及那些来此度假的人
心动。节日的日子给人们带来
许多生动的情感，比赛将为艺
术界带来新生。”

多年来，音乐节已积累了许
多良好的传统。其中包括——
总统颁发的特别奖“通过艺
术—促进和平与相互了解”。
这次，她将与老朋友俄罗斯人
民艺术家菲利普·科科洛夫的
老朋友斯拉夫集市的老朋友一
起前往莫斯科。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俄罗
斯艺术家说：

“菲利普当然是一位出色的
演员，艺术家，歌手。今天，
我要求相关服务机构给我他的
详细传记。让我惊讶的是，这
个人拥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奖项
（可以说是从童年开始）。我
想：好吧，在这里我们将再颁
发一个奖项。然后我想：不，
不是另一个。这是国际奖项，
这是精神奖项，这是精神斯拉
夫奖项。它的根源是斯拉夫
语。而且我认为他会将其视为
最高奖项。”

卢卡申科强调，这样一个真
诚的人很难找到：

“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位伟
大的艺术家。他发自内心地说
道。”

菲利普·科科洛夫表示，很
荣幸接受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的这一奖项：

“今天，在这个艰难的时
刻，当斯拉夫集市是前苏联领
土上所有音乐节中唯一幸存的
音乐节时，我认为这一奖项具
有象征意义。今天甚至欧洲歌
唱大赛也放弃了，但是白俄罗
斯和斯拉夫集市还在举办，也
将继续举办！我为与您的伟大
感到骄傲，白俄罗斯！”

这位俄罗斯艺术家开玩笑
说，他在白俄罗斯仍需要努
力。毕竟，他已经拥有俄罗
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的人民
艺术家的头衔，但是在白俄罗
斯没有这样的头衔。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向电
影演员工作室剧院的艺术总监
亚历山大·埃夫雷莫夫、著名
的纪录片制片人阿纳托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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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以及由导演伊琳娜·玛格
琳娜、奥克萨娜·切尔卡索
娃、埃琳娜·佩特克维奇和伊
琳娜·科尤尤科娃组成的创意
团队颁发了另一个奖项—联盟
国家文学和艺术奖。例如，亚
历山大·埃夫雷莫夫被提名
为联盟国家奖，不仅是因为
在电影演员工作室的剧院里
进行了一系列俄罗斯经典戏
剧表演，而且还为纪念伟大
卫国战争的电影而获提名。
正 如 导 演 本 人 所 承 认 的 那
样，他的父亲为了守护白俄
罗斯，在这里受伤。这影响
了他对战争话题的呼吁。

开幕式的盛大音乐会一直
持续到深夜。受人喜爱的民间
艺术家出现在舞台上。知名的
明星支持这些即将崛起的明
星。儿童比赛评审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索洛杜卡的笑容在
舞台上闪闪发光。伊戈尔·布
特曼的萨克斯风演奏。阿纳托
利·雅莫连科不会错过向公众
说几句暖心话的机会。观众与
亚历山大·布伊诺夫、因娜·
阿法纳西耶娃、埃琳娜·瓦恩
加以及菲利普·柯科罗夫一起

唱歌。艺术家非常了解观众和
夏季露天剧场的舞台。从今年
开始，俄罗斯舞台之王就更频
繁地访问维捷布斯克。开幕典
礼前，菲利普·柯科洛夫的矢
车菊在节日星空广场上发芽。
顺便说一句，柯科洛夫的前妻
阿拉·普加切娃领先十多年：
她的花朵于2009年出现在广场
上。菲利普在自己的明星开幕
式上开玩笑说：

终于，我和阿拉·鲍里索
夫纳再次聚在一起！但是说真
的，我再次来到我心爱的维捷
布斯克，真是太好了。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向节日的来宾
和参与者致以问候，他指出：

“多年来，该节日一直致
力于实现兄弟般的斯拉夫民族
的精神统一和相互丰富的崇高
目标，在多极化，多边人道主
义合作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维捷布斯克响起了什么样的
声音？

悠扬的巴尔干族音乐，悠
扬的乌克兰语“Mova”，巴西
鼓和最受欢迎的俄罗斯流行歌

曲—维捷布斯克长期以来不仅
与邻国联系，甚至与各大洲也
息息相关。毕竟，音乐节的导
演格列布·拉皮茨基确信，音
乐也是公共外交的最佳语言。

“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将
正确的传统重返音乐节——举
办斯拉夫文化日。当然，这可
以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但是我
们必须声明白俄罗斯，俄罗
斯和乌克兰的三位一体。如果
艺术界人士不这样做，那么没
有政治家会应付。当显然需要
修改节日节目时，我们渴望举
办一场乌克兰表演者的正式音
乐会。首先，观众想要它。其
次，事实证明，乌克兰艺术家
对我们的建议非常满意。一切
顺利。今年，不仅在’国家联
盟‘音乐会上，而且在白俄罗
斯和乌克兰艺术家的宏伟音乐
会上都在“‘斯拉夫集市’上
举行了精彩的演出。”

维捷布斯克观众——这是
显而易见的！我们真的很想
念我们最喜欢的艺术家：“
乌克兰心中”音乐会——可
以预见的满屋。乌克兰总统
弗洛迪米尔·泽伦斯基向维

音乐节大奖得主——白俄罗斯人罗曼•沃洛兹涅夫和安吉丽娜•洛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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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布斯克斯拉夫集市的客人
和参与者致以问候：“热情
好客的白俄罗斯土地欢迎乌
克兰大师和他们的仰慕者，
他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假
期，真正的友谊和永恒的价
值观。艺术没有界限。它的
目的是激发并充满幸福。”

青年表演者大赛的一等奖获
得者是乌克兰的Elina Ivaschen
ko。二等奖由立陶宛的Karolina 
Lyndo赢得，三等奖由来自哈萨
克斯坦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的代表Ivona Oditski和Han
sultan分享。

对于乌克兰流行天后Taisiya 
Povaliy来说，夏季露天剧场的
舞台在很多年前变得很快乐。
这位歌手没有在目前的音乐节
走下坡路，她不仅是年轻表演
者比赛大奖赛的第一名，而
且还是去年在星空广场上命名
的“矢车菊”的女主人。这位
乌克兰人民艺术家甚至开玩笑
说：

如您所见，我越来越年轻，
音乐节越来越强大。我很高兴
再次回到我心爱的白俄罗斯。
我不仅称呼她为我的挚爱，也
称呼我自己的，因为“斯拉夫

集市”在我成名的那一天才开
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因此，白
俄罗斯是我富有创意的家园，
对此我深表感谢。我的心将永
远留在这里。

乌克兰人民艺术家蒂娜·卡
罗尔也发表了许多有关我们国
家及其居民的热烈感言：

“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
灵魂伴侣。现在，在这个艰难
的时刻，当命运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接近，团结的机会时，这
种感觉尤其明显。感谢“斯拉
夫集市”将斯拉夫人带到了一
起。白俄罗斯人尽管受到了疫
情的困扰，却保留了节日的悠
久传统，并没有暂停演出，这
是令人高兴的。 “斯拉夫集
市”是对灵魂的真实庆祝。温
柔，舒适和好客在这里-一切都
像母亲在家里一样。”

白俄罗斯—乌克兰之星的
二重唱-维捷布斯克也被称为
斯拉夫的首都。蒂娜·卡罗尔
和因娜·阿法纳西耶娃的共同
作品使许多观众感到惊讶。对
于一个乌克兰女人来说，“本
地困扰”的创作已经变成一种
创造性的实验。该艺术家尚未
演唱过白俄罗斯语。还有两个

意想不到的节目：我们的Alena 
Lanskaya与乌克兰人民艺术家
Pavel Zibrov的二重奏（他们演
奏了著名的“Chervona Ruta”
）。观众也对Anatoly Yarmo
lenko和男声四重奏“Hetman”
感到高兴，他们用五种声音将
乐曲“ Syabry”、“我们将生
存”完美的展现。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不
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到白俄罗
斯，将德维纳河上的这座城市
变成整个斯拉夫世界的音乐之
都，历时数天，与听众见面，
当然，并欣赏维捷布斯克的夜
晚。

节日的另一个期待已久的嘉
宾和老朋友Elena Vaenga谈到
了重要的事情——对斯拉夫兄
弟的热爱和节日的特殊精神：

“斯拉夫集市”是节日中的
一颗钻石。我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管理的，但在这里，永远有
最真诚、友善的观众。

国际儿童音乐比赛“维捷布
斯克-2020”大奖赛冠军已连续
二年是我国的代表——14岁的
安吉丽娜·洛马科，她带给白
俄罗斯第五次胜利。

罗曼·沃洛兹涅夫还带着维
捷布斯克音乐节大奖获得者的
证书返回明斯克。在节日的盛
大闭幕音乐会上，14位年轻表
演者讲述了他们的音乐故事。
但事实证明，我们的罗曼是最
好的“讲故事的人”。维捷布
斯克·沃洛兹涅夫从节日中夺
走了珍贵的“里拉”和20000美
元的现金奖励，

我还没掌握全部技能。感谢
维捷布斯克！当然，我期待在
比赛中取得胜利，当胜利发生
时，我仍然不敢相信。

节日在五彩缤纷的烟花中圆
满结束。维捷布斯克的夜空闪
烁着数千盏灯。明年，“斯拉
夫集市”将庆祝成立30周年。

米哈丽娜·切尔卡什娜.
本文采用了白通社的资料， 

“今日白俄罗斯”.
» 街头音乐艺术《七风》在捷布斯克的斯拉夫集市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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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 进 入 全
日 制 博 士
研 究 生 学
院 时 ， 我
参 加 了 入
学 考 试 ，
其 中 包 括
白 俄 罗 斯

剧院的历史。我为这门考试搜
集了不同资料。关于白俄罗斯
戏剧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文章种
类繁多使我头晕目眩。显然，
每位戏剧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
研究方向，并在白俄罗斯的生
活背景下对其进行了详细分
析——从政治，社会，意识形
态等角度…… 我那时候一直在
研究白俄罗斯一些著名的戏剧
专家、艺术史博士、弗拉基米
尔•内夫德、阿纳托利•索博列
夫斯基、古里•巴里雪夫、语
言学博士斯蒂芬•拉夫舒克等
科学家的著作。当时，第三版
《白俄罗斯艺术史》已经出版
了（第四版稍后发布）。它详
细地追溯了国家剧院的诞生，
发展和形成阶段。我记得在准
备考试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专业
的问题答案，并将其系统化并
挑选出重点，其中一个问题就
涉及到白俄罗斯剧院发展史的
特殊性。 

正 如 注 释 中 所 说 ， 在 
《20–21世纪白俄罗斯剧院历
史》教科书中，揭示了白俄罗
斯戏剧剧院在过去以及现代几
个世纪的历史起源、形成和发
展过程。 

教科书的作者是艺术史博
士、教授理查德•博列斯拉沃
维奇、白俄罗斯文化荣誉工作
者、艺术学院院长。顺便说一
下，作为院长，他多次接受了
我们杂志的长期采访（自2008
年10月起）。他在学院继续担
任首席研究员，理论艺术史系
的教授。关于他一生致力于剧
院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这样说
的： 

“我坚信戏剧不仅是最古
老，独特和通用的艺术形式之
一，而且绝对是最具直观表现
力的艺术形式。 戏剧不仅仅是
艺术，它还代表着一种理想生
活的独特方式和模式，代表着
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生活，
在这种生活中人们承认并肯定
了永恒的人文价值，这些价值
是自远古时代以来文明世界的
基础。” 

当被问及教科书的受阅对象
一般是谁时，理查德•博列斯拉
沃维奇回答了以下问题： 

“在编写本手册时，我参
考了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期的长
期经验，我当时还通过了民族
志和民俗学学院戏剧系博士研
究生院的入学考试（现为戏剧
系）。对我而言，这本书重要
的作用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本

我坚信戏剧不仅是最
古老、独特和通用的
艺术形式之一，而且
绝对是最富有直观表
现力的艺术形式。 戏
剧不仅仅是艺术，它
还代表着一种理想生
活的独特方式和模
型，一种富有创造力
的精神生活，人们在
生活中实践并肯定了
文明世界中存在了数
百年的永恒的人文价
值。

对于每位喜欢	
戏剧的人来说

理查德·博列斯拉沃维奇撰写的《20-21世纪白俄罗斯剧
院历史》的新教科书已于近期出版，这是一个了解这一精
彩历史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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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在通过入学考试之前
可以选择作为参考资料，不
必被大批教科书所包围。我
编纂这本教科书的主要目的
是，以众多的历史现象和新
鲜事实为基础，以简明扼要
的形式，广泛而全面地向白
俄罗斯高等文化机构及其学
生们，以及对文化艺术的爱
好者们描述了二十至二十一
世纪这段时期中，白俄罗斯
专业表演艺术的起源，形成
和发展是一个复杂，有时相
互矛盾的过程，甚至有时比
较动荡。我还试图揭示剧院
在白俄罗斯建国后，起到了
丰富民族文化和增强我国人
民精神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做
出的宝贵贡献。” 

显然，根据作者的观点，
教科书的容量和形式有限，
决定了教科书本身结构， 
内容，材料选择和
选择方法具
有独特性。 

“在我的
观 点 中 ， 最
重 要 的 是 在
20–21世纪戏
剧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现象，
事件和趋势。我
也注意到了个性
创新的重要性。
国家级艺术表演
剧作家，导演，演
员，舞台设计师和
其他才华横溢的人
物是个性创新的主
力。当然，这些人
士是为白俄罗斯的文化和国家
建设的共同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的专业团体。”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博列
斯拉沃维奇编纂的教科书是基
于他自己对民族表演艺术发展
的不同阶段中所出现问题的长
期研究。其中大多数内容来源
于他的专著，期刊，在艺术学

院和白俄罗斯文学艺术科学研
讨会的作品集中发表的文章以
及针对艺术学院学生的戏剧评
论。事实证明，正如他们所
说，戏剧专家，戏剧历史学
家，评论家等已经为这本教课
书撰写了序言。我认为那些必
须通过白俄罗斯戏剧历史学院
考试的学生，尤其是那些选择
了“表演”和“戏剧指导”专
业的学生，应当对作者表示感
谢。他们一定能从此书中了解
到，白俄罗斯戏剧艺术发展过
程中经历过的漫长，艰难，甚
至是矛盾。但富有成果的发展
道路，已成为民族艺术文化的
鲜明特征。 

这使我想到另一个与戏剧
史学家和戏剧专家博列斯拉沃
维奇有关的事情。这个故事与
拿破仑兵败俄罗斯有关。以下
是对话引用： 

——1 8 1 2年
10月12日拿破仑
兵败莫斯科。法
国当时也情况危
急，拿破仑需要
拯救他的军队并
拯救自己。您
猜他当时在做
什么？10月12
日，13日，14

日，拿破仑为保护‘卡姆奇法
国剧院’亲自编撰了宪法章
程，其中包含102段。 10月15
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批准了该
宪法章程。这么多年过去了，
法国的皇帝，国王，政府，总
统更迭无数。但是当时为保护
剧院而设立的宪法章程仍保存
至今。法国人今天仍然尊重拿
破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
物，因为他为法国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
理查德•博列斯拉沃维奇非常
了解有关艺术世界的事情和规
律。这些事件也都出现在教科
书中。 

我还要指出的是，他在这本
书中讲述剧院时，选择了一种
方便且经实践证明的经典时间
排列法，据此，他将剧院的发
展历史划分为了五个时期。最
后主要描述的是1991–2010年
期间白俄罗斯的戏剧艺术。 

在理查德•博列斯拉沃维奇
编撰的书中，还有其他的特别
之处。从客观的角度看，他以
现代观点看待剧院在某种意识
形态下的历史真实事件，而并
没有因为事实削弱了有趣的元
素。 因此，戏剧生活的全貌同
样值得读者阅读。 

瓦伦蒂娜•兹丹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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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第六节开始

渐隐 

第二幕 
第三天 

同一间公寓。阿泰拉坐在沙 
发上。 

他手里拿着一台小型收音机。
正在听广播。 

广播：开始一小时的“亲爱
的”女士内衣店介绍。新闻！加
密技术又开始发挥作用了。世界
金融机构报告说，比特币在过去
几个小时里相对于世界传统货币
增长异常。我们柜台上的猪油价
格以惊人的速度上涨，专家们已
经把它比作世界上最大的加密比
特币，它也在按小时计价。接下
来是世界新闻。岛国乌尔拉格什
几天前发生了军事政变，其君主
已经退位，理查德•阿尔•马巴布
三世国王与家人、密友被驱逐到
阿克沙克岛，并在那里受到了严
密监视。据知情人士透露，理查
德•阿尔•马巴布断然拒绝退位。
军方正在寻找他的大儿子。接下
来是开心一刻节目时间!

音乐。阿泰拉一动不动地坐
着，呆呆地凝视着前方。玛莎
出场。 

玛莎: 真恐怖！天气真可怕。
街道都被淹了。真想去死。那里

有很多人，没有房子，这很可
怕，那里有很多房子，没有人，
也很糟。想象一下，即使在墓地
也很有趣…… 感觉就像有人在
里面…… 就连爸爸也不介意我
没有加比…… 可是他的墓碑上
落满了尘土和落叶…… 我从没
想过我会有这样的经历“爱我
的祖国，爱我父亲的棺材”。实
际上，墓地更有趣…… 在城市
里，我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一
只狐狸向我走来…… 棕黄色的
尾巴……惊讶地看着……尾巴翘
得高高的……从旁边经过。我是
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是的……
可怜的德雷夫扬斯克…… 你是
否知道在古代，狐狸会在你的
街道上走来走去……你为什么沉
默，流浪汉？ 

阿泰拉:该说些什么呢？ 
玛莎:我不明白。 
阿泰拉:你有什么不明白？ 
玛莎:你还好吗？ 
阿泰拉:我没事。 
玛莎:停！有问题。你在说 

什么？ 
阿泰拉:怎么？ 
玛莎:还行。 
阿泰拉:因此，一切正常。 
玛莎:我什么都不懂！你在耍我

吗?还是你以前有过?
阿泰拉:避开目光。 
玛莎:为什么不敢看我？ 
阿泰拉:什么叫耍你！ 
玛莎:好吧，你在撒谎！ 

阿泰拉:我没有欺骗你。 
玛莎:等等，等等…… 但是，那

又如何：我是阿泰拉！假期！奖学
金！你很有手段嘛？ 

阿泰拉:有手段。 
玛莎:为什么？！ 
阿泰拉: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 

傻瓜。 
玛莎:单纯的。 
阿 泰 拉 : 是 的 、 是 的 … …  

单纯的。 
玛莎:你不是个学生吗？ 
阿泰拉:是的。 
玛莎:那你不是阿泰拉吗？ 
阿泰拉:是的。 
玛莎: 我不明白！你不去你的波

希捷利亚，是因为你没有钱买票?
阿泰拉:有钱，但波希捷利亚是

不存在的。 
玛莎:就是说？ 
阿泰拉:那是我编的。 
玛莎:你是哪里人？ 
阿泰拉:我来自乌尔拉格什。一

个岛国。 
玛莎:我第一次听到。 
阿泰拉:你在哪里学习。 
玛莎:在哪里？ 
阿泰拉:我在管理学院。 
玛莎:真可惜。我本来也可以

进戏剧学院的。你真是个天才! 
哈哈哈！ 

阿泰拉:别嘲笑我。 
玛莎: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

么吗?
阿泰拉:我在躲避。 

戏剧与生活
亚历克谢·杜达利夫

故乡
两幕喜剧

登场人物：
阿泰拉——男
玛莎——女
加比——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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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躲避谁？ 
阿泰拉:躲避所有。 
玛莎:那么…… 那么，你到底做

了什么让你只能在禁区里找避难所
呢?是杀了人吗?

阿泰拉:你想什么呢？！ 
玛莎:强奸？ 
阿泰拉:你疯了！ 
玛莎:说说吧！ 我不是检察官

也不是宪兵。几天来，我一直和
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坦白吧， 
流浪汉！ 

阿泰拉:我在这里读书 
玛莎:这我已经听过了。 
阿泰拉:我在管理学院学习。这

是我的学生证。 
玛莎:你已经展示过它了。 
阿泰拉:我已经毕业了。 
玛莎:考试通过了……
阿泰拉: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玛莎:不好意思。 
阿泰拉:根据你们的法律，在假

期期间，所有外国学生都必须回到
他们的祖国。或者住在宿舍里，每
天晚上向宪兵报到!宿舍正在装修
中!即使它不是在装修，仍然需
要，就像你说的，要么溜走。 

玛莎:你不是新生吗？ 
阿泰拉:我是毕业生。只是现

在我无处可去，你明白吗？ 
玛莎:不明白。 
阿泰拉:我们的战士已经 

疯了。 
玛莎:革命？ 
阿泰拉:政变。为了消灭高

级犯罪分子。你父亲是干什 
么的？ 

玛莎:消防员。 
阿泰拉:你父亲是消防员是你的

错吗？不是宪兵、部长、农场主、
财务主任，而是消防员！你该怪 
他吗？ 

玛莎:不能 
阿泰拉:我能怪什么？即使他是

高级犯罪分子！他是我的父亲！我
是他的儿子！我是学生！ 

玛莎:那就忍气吞声!寻求政治
庇护吧。 

阿泰拉:我们被驱逐出境。作为
犯罪分子的儿子。是的，所以我

们被驱逐出境。我已经非法进入
你的国家几天了。什么？你在笑
什么？ 

玛莎:我不是在笑你。我是在自
嘲。如果你知道我这些天一直在想
你的事情！如果我是阿泰拉！你是
玛莎！发抖！ 

阿泰拉:算了吧！ 
玛莎（笑）：我以为你哭了

呢！酷！ 
阿泰拉:我以为你是他们派 

来的……
玛莎:谁？ 
阿泰拉:.他们。 
玛莎:来自波希捷利亚？ 
阿泰拉:够了！ 
玛莎:好吧，就是说，是从……
阿泰拉:乌拉-拉加什……
玛莎（郑重地说）：乌拉格什

共和国！ 
阿泰拉:见鬼去吧共和国！ 

王国！ 
玛莎嗯，王国。那你爸爸在你

的王国里贪污吗？ 
阿泰拉:爸爸——我的父亲。 

玛莎:当然。贪污。否则他怎么
能安排你在这里学习？想必，不便
宜吧。 

阿泰拉:十分贵。 
玛莎:你怎么看？ 
阿泰拉:你的圣经上明确地写

着：敬爱的父亲…
玛莎:可能吧。 
阿泰拉:难道你没看过吗？ 
玛莎:没有。你读过吗？ 
阿泰拉:.读过。 
玛莎:好极了。那你为什么来 

这里?

阿泰拉:你来这里干什么?
玛莎:这是我的故乡！我要去我

父亲的墓地！ 
阿泰拉:不要喊。你可以去你

父亲的坟墓，但我没有地方可去
了。无处可去!他们可能已经在找 
我了。 

玛莎:好吧，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阿泰拉:你在问我？ 
玛莎:对不起。哪怕你父亲贪污

了巨款，哪怕你父亲是用贪污的钱
供你上学……

我的意思是，假设——让他回
答——法律。你的波希捷利亚有法
律吗?

阿泰拉:有。 
玛莎: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阿泰拉:有时孩子会为父母的

罪恶付出代价……也许，该轮到 
我了。 

玛莎:现在还早，学生…… 所以
你不会回你的学院了。 

阿泰拉:不回了。 
玛莎:为什么？ 
阿泰拉:被驱逐出境了。立刻。
我已经想通了，就这样吧。 

玛莎:好吧，就这样吧。 
阿泰拉:你问的是我们的 

法律。 
玛莎:恩。 
阿泰拉:想象一下高级犯罪

分子亲戚的命运！在你们看
来，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玛莎:可以想象。 
阿泰拉:如何？ 
玛莎:很可怕。你躲在这里是

为了躲避所有人？ 
阿泰拉:我在逃避。 
玛莎:在这里？ 
阿泰拉:在这里。他们不敢来这

里。特别是我们勇敢的将军。我了
解他们。十足的懦夫。 

玛莎: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阿 泰 拉 : 大 约 一 个 星 期 ， 

大概……
玛莎:然后呢?
阿泰拉:我不知道。 
玛莎:好吧，假设除了疯狐狸没

人敢进来。不是宪兵，也不是你的
指挥官。接下来呢?就这样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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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拉:等到春天。 
玛莎:冬季还没来临。你从哪里

得到的洋娃娃（装腔作势）“来点
热比萨？” 

阿泰拉:你能告诉我该怎么 
办吗？ 

玛莎:我建议。 
阿泰拉:洗耳恭听。 
玛莎:正如间谍所说：你需要合

法化。 
阿泰拉:什么？ 
玛莎:获得公民身份。 
阿泰拉:不明白。 
玛莎: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 

公民。 
阿泰拉:我该怎么办？ 
玛莎:结婚。 
阿泰拉:正如我们学院中所说的

那样：这玩笑不怎么样。 
玛莎:我不是在开玩笑。根据我

们的法律，与我们国家的人结婚将
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阿泰拉:你是不是疯了？傻瓜才
会嫁给我的！ 

玛莎:我、我要走了。 
阿泰拉:你是认真的吗？ 
玛莎:绝对。我还未婚。可以 

试试。 
阿泰拉:这不是很好。你知道你

会因为我而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吗?
和我一起。 

玛莎:我是认真的。这就是我的
计划。我从未结过婚。老实说。
当你拿到新护照时，宪兵看了看，
问:“你从哪偷的印章?” 

阿泰拉:什么印章？ 
玛莎:登记用的。关于婚姻的。

结婚、离婚使用的印章。我还没
有印章。你以前没结过婚吗?我没
有过……为什么？不想结。好吧， 
傻瓜！ 

阿泰拉:谁是傻瓜？ 
玛莎:我们国家的男人。他们像

宪兵一样。 
阿泰拉:他们不是傻瓜，他们是

白痴。 
玛莎:谁在乎？ 
阿泰拉:傻瓜仍然可以被治愈、

被教导，而白痴可就没得救了。 
玛莎:瞧。 

阿泰拉:瞧什么？ 
玛莎:你可以学着点。来吧。让

我们试试吧！ 
阿泰拉:钱，如你所言，全都 

是钱！ 
玛莎:看你！你还记得……
阿泰拉:你是说假结婚？ 
玛莎:不是假的，而是有效的。

听着，和我结婚你就能获得身
份。这是我第一次结婚!这是我
第一次结婚!为了谁!为了阿泰拉!
为了摩尔人!不过，你听了可别掐 
死我……

阿泰拉:为什么要掐死你？我现
在就想杀了你。 

玛莎:这可不行…… 最重要
的是，你会得到了身份!公民!如
果我们的宪兵或波希捷利亚的人 
来了……

阿泰拉:是乌尔拉格什 
玛莎:在脸上盖章！清洗敌人，

被死亡笼罩 这里每个人都会在保
护你！ 

阿泰拉:你?
玛莎: 是的！我会把任何想碰我

的男人都撕成了碎片。你相信吗？ 
阿泰拉:我相信。 
玛莎:然后呢！ 
阿泰拉:你能想象，有那个白痴

会这样做吗？ 
玛莎:你有护照吗？ 
阿泰拉:我都带着呢。 
玛莎:我在邻近的村政府里有一

个熟悉的亲戚。 
阿泰拉:你有认识的亲戚吗？我

很羡慕。 
玛莎:那是我姑姑的侄女的表姐

的丈夫的兄弟。 
阿泰拉:我明白了。 
玛莎:这是走后门！他在村政府

里是个大人物，并很具有权威。如
果我带着护照去找他，他会和我结
婚，我是说，他会登记的。但是现
在必须有护照!都明白了吗?

阿泰拉:明白了。 
玛莎:那就赶快吧……
阿泰拉:干什么？ 
玛莎:赶快向我求婚吧。我没有爸

爸，没有妈妈，没有人可以祝福，
我可以祝福自己。 赶快求婚吧。 

阿泰拉:如何？ 
玛莎:好吧，你想让我成为什么

类型的的妻子。 
阿泰拉:我什么都不想。 
玛莎:随你便。 
阿泰拉（郑重地说）：玛丽

亚……
玛莎:是玛莎……
阿泰拉: 嘘！我在向你求婚。 
玛莎:好吧。 
阿泰拉:玛丽亚…… 我权衡了一

切，讨论了一切，评估了一切…… 
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纯洁而且富有
善心的人……

玛莎:谁？ 
阿泰拉:嘘！我告诉你！ 
玛莎:沉默。 
阿泰拉:你很漂亮，我马上就知

道了，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你
应该得到幸福和伟大的爱……伟大
的爱……

玛莎:说，说……
阿泰拉:我觉得我了解你的一

切——所有的一切——在我出生
之前，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灵
魂里…… 我会尽我所能，一个
真正的男人可以做并且应该做的
一切……使你快乐……做我的妻
子……你同意吗？ 

玛莎: 你还问这个……
阿泰拉:你能听明白吗？是还是

不是？ 
玛莎:是的……
阿泰拉:是的,玛丽亚?
玛莎:是的,阿泰拉……
加比出场。她手里拿着金色的

小王冠。 
加比将它戴在玛莎和阿泰拉的

头上。 
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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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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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来，该项
目不仅在白
俄罗斯，而
且在国外也
广为人知。
从2001年开
始，在国家

历史博物馆举行了首次展览，
全面展示了作者所做工作的各
个方面。首次向公众展示了艺
术项目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
介绍册、宣传册、纪录片和照
片。您也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主
要成就。

顺便说一句，在展览期
间，展示了2004年至2017年
间的18本《白俄罗斯的遗产》

宣传册。每本书有320页，超
过400幅艺术照片，这些照片
记录了我国的精神遗产。作
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和奥
列格·卢卡什维奇展示了白俄
罗斯历史杰作和建筑纪念碑的
美丽和意义。古老的寺庙，宫
殿，城堡和庄园，贵重金属制
成的物品是白俄罗斯人民精神
和物质遗产的一部分，在我国
历史价值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相册中的文本以三种语言书
写：白俄罗斯语、俄语和英
语。

在独立后的白俄罗斯历史
上，作者有目的地在9世纪至20
世纪初保存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领土宏伟、独特和多样的建筑
古迹，以及装饰和艺术表现形
式，在《白俄罗斯遗产》丛书
中使用。

在每次重印中，作者都  会更
新有关已恢复的国家历史古迹
的信息。如果我们比较2004年
和2017年的版本，那么通过它
们，您可以看到白俄罗斯恢复
历史古迹的漫长道路。

随着它们在图书市场上的出
现，《白俄罗斯遗产》系列已
成为代表性的出版物，是同类
产品中的销售领导者。自2004
年以来，总共出版了46500册，
这是全国同类产品中书籍出版
的记录。

华丽、	
多样的遗产

国家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
了展览，该展览展示了亚
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和奥
列格·卢卡什维奇 “白俄
罗斯的遗产”艺术项目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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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遗
产领域中最重要，最著名的项
目。在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和
奥列格·卢卡什维奇的努力下，
白俄罗斯的地标性建筑得到了体
现，被遗忘的名字和事件也被发
现。我国的遗产还在国外得到了
展示。得益于他们的项目，白俄
罗斯文化基金会的主席塔德乌
斯·施特鲁热茨基主席在国家历
史博物馆开幕式上说，白俄罗斯
已经在世界上拥有崭新的形象–
一个拥有千年历史和丰富文化的
欧洲国家。

作者在纪录片制作方面
的成功同样令人信服：31部
关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杰出历
史人物，当代艺术家和白俄
罗斯举世闻名的土著人的电
影。Efrosinya Po lot skaya，Fran
ckisk Skorina，Adam Mits
ke  v ich， Maxim B og da no
vich，Ivan Khrutsky-这些以
及其他数十个人物再现了我国
强大的艺术文化。有趣的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发展
方向分为两种潮流：“我们的
遗产”——有关建筑古迹，以
及装饰和艺术作品；以及“时
代”——有关白俄罗斯人对世
界历史做出的空前贡献。马
克·夏加尔、伊格纳特·多梅
科、路易·梅耶等许多著名人
物为国家创造了荣耀。

这部由才华横溢创作者制
作的电影赢得了许多奖项，包
括国际奖项。例如，电影《马
克·夏加尔时代》在2006年在
莫斯科举行的第9届欧亚电视论
坛上获奖。在2011年，2012年
和2014年，多部电影获得了国
家电视比赛“Televershina”的
奖项。

艺术项目“白俄罗斯的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和
举办同名的摄影展，在他们的

照片中，作者体现了白俄罗
斯历史和文化古迹的独特性，
通过真实，艺术和富有表现力
的白俄罗斯真实身份的代表， 
在世界上创造了白俄罗斯的新
形象。

还值得注意的是，自2003年
以来，作者在英国、法国、德
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
捷克共和国、比利时、亚美尼
亚等国举办了数十次国内和国
际摄影展，展现了距白俄罗斯
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
文化。

顺便说一下，从2014年到
2017年，“白俄罗斯的遗产”
艺术项目在明斯克的Chely
uskintsev公园的艺术空间中进
行了公开展示（超过150张3x2
米的照片），成为了最宏伟的
作品。博览会长约一公里。白
俄罗斯首都的数百万居民和客
人访问了它。

特别是，国家历史博物馆
的展览展示了代表我国的建筑
遗产的艺术照片：和平号、涅
斯维日、斯科基、梅雷科夫希
纳、洛希萨和克拉斯尼贝雷格
的庄园、扎列斯耶和戈梅利的
宫殿、波洛茨克、辛科维奇、
伊维涅茨的教堂。

该项目的高艺术水平获得
了许多奖项的认可。《白俄罗
斯的遗产》的作者亚历山大·
阿列克谢夫和奥列格·卢卡什
维奇于2005年1月7日被授予“
精神复兴奖”。14年来首次
在第45届国家比赛“书中的艺
术”中获得白俄罗斯最高的印
刷奖——弗朗西斯科·斯卡
里纳奖，在同一比赛中，该
项目的作者多次获得荣誉奖
和“Golden Folio”标志，被公
认为2018年最佳摄影艺术家和
2016年最佳书籍设计师。

是的，艺术项目“白俄罗
斯的遗产”不仅在我国广受欢
迎，而且早已驰名于世界。今
天，该项目的书籍、宣传册和
纪录片保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图

是的，艺术项目“白
俄罗斯的遗产”不仅
在我国已经广受欢
迎，而且远远超出了
其国界。今天，该项
目的书籍、宣传册和
纪录片保存在世界上
最大的图书馆、著名
的大学、文化和外交
机构以及私人收藏 
（从大不列颠皇室到
教皇）。这使国际社
会广泛了解了白俄罗
斯的历史、文化和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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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著名的大学、文化和外
交机构以及私人收藏（从大不
列颠皇室到教皇）。这使国际
社会广泛了解白俄罗斯的历
史，文化和遗产。

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项目
介绍中，与会嘉宾做了演讲，
他们是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
和奥列格·卢卡什维奇职业生
涯中的参与者，专家和专业支
持团队。其中有白俄罗斯文化
基金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负责
人。在谈到合作的开始时，亚
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回忆说：

“到达巴黎后，我们开始查
看有关不同国家的书籍，在一
家大型书店的许多指南中，我
们没有看到有关白俄罗斯的任
何信息。这种失望使许多白俄
罗斯人难以忘怀：他们的对话
者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即使我
们的国家在哪里对他们来说也
是一个谜。但那只是开始。我
们对宣传册进行了很多思考，
对宣传册应该是什么样的，加
入什么资料进行了争论。我们
与很多专家讨论了未来的项
目，这些专家在博物馆和图书
馆工作。”

外交使团的代表，著名演员
和商业伙伴收到了宣传册作为
礼物。现在，这已成为他们虚
拟旅行的机会，并在安静的大
流行夜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显然，这本书将成为对白俄罗
斯的宝贵记忆，或者是我们国
家对来宾的邀请。

这是奥列格·卢卡什维奇在
项目期间如何进行从“高贵的
废墟”恢复古迹的评论：

“我们在白俄罗斯各地旅
行很多，商务旅行可能持续一
两个星期。我们不仅尝试从书
籍中学习，而且还从人们有趣
的故事中学习，以纪念过去的
古迹以及现在的古迹。比如宫
殿，被城镇包围的要塞，大型
庄园……了解这些故事，（用
科学搜索的结果）补充参考信
息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概念

使得整个项目变得更加生动。
当然，我们找到了米尔和涅斯
维日，当然还有其他鲜为人知
的建筑杰作。但是在过去的20
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并且
还在继续变化。刚开始的时
候，白俄罗斯还没有自己的专
家来修复这些历史遗物，后来
逐渐地开始形成恢复古迹的观
念。我认为我们的书籍和照片
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白俄罗斯的
关注。”

根据奥列格·卢卡什维奇
的观点，对于作者来说，向白
俄罗斯人展示丰富的遗产很重
要，重要的是要像重新发现自
己的国家一样，了解更多，了
解他们的独创性，为之骄傲。
这是第一件事。其次，这是一
个备受瞩目的欧洲遗产项目，
其主要对象是贵族的宫殿建筑
群和教堂，我们故乡通过对整
个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
闻名。这些不仅仅是美丽的风
景，这是一种高贵的遗产……
也许，最有趣的艺术家，音乐
家，科学家，作家是白俄罗斯
人，而现代世界对此仍然一无
所知。

同时，在宣传册《白俄罗
斯遗产》中，您可以看到塔德
乌斯·科斯修斯科在塔德乌什
哥斯的庄园和诺夫格鲁多克的
米茨凯维奇、科萨瓦的普斯洛
夫斯基宫、扎莱斯耶的奥金斯
基的庄园、维捷布斯克州兹德
拉夫涅沃的风景，伊利亚·列
宾曾在此居住。这些旅游景点

真的很有趣，从文化的角度来
看很重要，在重建方面已经完
成，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和
奥列格·卢卡什维奇继续他们
的研究，当他们发现一些古迹
正在修复时，出现了一些新事
物，他们离开并拍摄了新照
片。新的拍摄正在进行中，意
味着出现了新的信息。需要修
改文本，替换过时的图像。

坚持不懈，这是复原历史
和文化古迹的基础，是照片、
宣传册和作者成功的奥秘。在
展览中，它们得到了完美的展
示。亚历山大和奥列格在构
图，照明，摄像机角度，色彩
渲染等方面都达到了如此高的
质量，这使得遗产显得格外华
丽。例如，米尔和涅斯维日已
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浪漫，充
满创造力的作者在所有建筑风
格和自然环境中寻求这种和
谐，这完全符合对遗产价值的
理解。

他们还有另一个想法——写
一本关于正在制作的电影的
书。显然，有数十种有趣的小
东西，您确实不想错过的细
节。电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故
事，这些年来召开了许多不寻
常的聚会。各个城市，千差万
别的命运，以及与著名同胞，
收藏品和档案馆所有人的亲人
们进行交流。两位作者仍然经
常在国外工作，寻找难忘的地
方，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趣。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a
n

n
a

 Z
a

n
ko

v
ic

h

5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项目



著名的白俄罗斯雕塑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即使他现在
没有创作新作品的计划。

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

“创作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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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的心理年龄比他实际

年龄78岁年轻得多。在谈话中，他喜欢开玩笑，
很机智。当然他的身体已经不及十几年前了。他
还在使用他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一天
便可以轻松行进十多公里。在身体最好的时候，
当他环游欧洲时，他“踩着”踏板，行驶距离更
长。他们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在五个国家旅行。这
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然，健康的身体
是过去。老实说，现在他的身体有问题，他仍然
不断地过着积极的生活方式，运动还是他的朋
友。自行车仍然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优先交通工
具，他即使步行也变得很困难。无论时间怎么变
化，他总是拥有三种类型的自行车：现代型、运
动型和日常型。最近，他过着正常的生活。其他
人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永生难忘的记忆，与他们
相处许多年中，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时刻。

阿斯塔菲耶夫也很感激命运带领他走向钟爱事
业。是的，今天他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我

们与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的谈话是关于通往创
作行业的道路，其本质和成就。

问：“您是怎么从事雕刻的？是刻意的还是
偶然？”

答：“小时候，所有孩子都画画，所以我也
画画。然后我的一位朋友建议多临摹一些东西。
我开始临摹元素，别人画中的情节，还有卡通。
大家都支持我。大概时间是这样的：50年代，生
活相当艰难。我没有父亲，父母分开了。我是一
个优柔寡断的男孩，但我喜欢绘画。然后我得知
明斯克的剧院和艺术学院有工作室，非常有名的
艺术家在那里授课。毕业一年后我参军了。顺便
说一句，在去军队之前，我在工厂工作了两年
半。我如何做完所有事情：我工作和学习同时
进行。我读完了十年级，去了摄影棚，还参加
了舞蹈班……在军队退伍之后，我又去上班了。
我还想考入了戏剧艺术学院设计系，但失败了。
现在我想：这样也很好。然后我沉迷于雕塑。我
在官邸做了一个展览。然后进入了研究所的雕塑
系。我曾与非常著名的雕塑家阿列克谢·格列波
夫、安德烈·本贝尔一起学习。他们是权威的大
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与
学生及其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学习。因为他们大学
毕业后就来了研究所。而我好像是在逛街一样，
我经验不足。通过入学考试后，我甚至不知道该
如何正确地为雕塑制作框架。但是我成功地从研
究所毕业，获得了维捷布斯克的推荐。我想从头
开始。后来我搬到明斯克，一家人住在这里。在
技  术方面，起初他们工作不是那么负责。后来，
当他们发现我的可能性时，便开始委托我做严肃
的大事。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有时会持续数年。
从项目到开放都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过程。但是

我承担了一切，因为我必须生活，赚钱，抚养女
儿。”

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认为十分亲切和珍贵的作
品。对于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来说，弗朗

西斯克·斯科里纳的纪念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许多著名的雕塑家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献给

白俄罗斯图书印刷商和教育家。众所周知，拉
斐尔的一幅壁画在后来出版的圣经中描绘了一个
与斯科里纳的自画像非常相似的人。值得注意的
是，拉斐尔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他的旁边。根据研
究人员的说法，斯科里纳很可能与拉斐尔、达芬
奇、米开朗基罗等杰出的当代人物见面并一起工
作过。白俄罗斯许多城市的街道上都装饰着斯科
里纳的纪念碑，在国外也能找到。然而，他与布
拉格从事出版业务的白俄罗斯教育家的雕塑有所
不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科里纳的坟墓以及
他儿子的遗骸也位于布拉格。

正是雕塑家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赋予了来自
捷克首都的白俄罗斯教育家的永久纪念。他们与建
筑师尤里·卡扎科夫一起访问了布拉格，并在现场
与市政府达成了一致，设立纪念碑。如今，弗朗西
斯·斯科里纳手里拿着第一本圣经，是用全金属铸
造而成的（纪念碑的基座高超过两米半），在距离
国家图书馆几百米的老城广场与捷克首都的客人见
面。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说，这很令人惊讶，五
个世纪前，年轻的弗朗西斯在这个地方当过园丁。
这座雕塑不仅对两国人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作者本人也具有重要意义。

顺便说一句，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出生于俄
罗斯，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白俄罗斯

人。爱德华的父亲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于1942
年去了前线，当时他的儿子只有两周大。他作为
刑警大队的负责人参加了战争，如您所知，生存
的机会微乎其微。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幸存下
来，但拄着拐杖回家。因此，战争的主题非常接
近爱德华·鲍里索维奇。在他的作品中，献给他
父亲的记忆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的最后一枚幸
存勋章被一块花岗岩冻结。一个简单的士兵在战
争和伟大胜利中的功绩是永恒的回忆。

为了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爱德华·阿斯塔菲
耶夫在白俄罗斯建造了数十座纪念碑和纪念

馆。一个特殊的纪念碑纪念了莫吉廖夫州克里希
夫市水泥厂死亡集中营的囚犯。在战争期间，入
侵者试图恢复该企业的水泥生产。该工厂和附近
的领地被铁丝网包围，并在此放置了一个严密监
视的集中营。档案中的数据表明，该集中营存在
期间，夺走了1.8万人的生命。

在该集中营中，1941年被俘的莫斯科民兵包括
亚历山大·奥卡莫夫，他是全联盟广播电台首播
歌曲《鹰》的表演者，也有莫斯科爱乐乐团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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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团长根纳迪·卢曾宁。他们设法与克里切
夫地下小组建立联系。得知此事后，纳粹对爱国
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他们没有向敌人背叛
他们的同志。当他们被处决时，歌曲Eaglet响彻天
空。这就是亚历山大·奥卡莫夫逝世的时间。他
的朋友根纳迪·卢曾宁的最后一句话是：“永别
了，生活！再见，祖国！”英雄们被追授了“勇
气”勋章。今天，街道以克里切夫——以他们的
名字命名，而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的纪念碑是
在这些勇敢的英雄去世的地方竖立的。

这位雕刻家致力于纪念白俄
罗斯文化工作者，战争英

雄。如果可以将这些作品放在
一起，那么将会有一个专门面
向同胞的画廊。不幸的是，这
个珍贵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
按照圣经中带有12位使徒的榜
样，雕刻出一组雕塑的12组白
俄罗斯著名人物的肖像弗朗西
斯科·斯科里纳、埃夫罗辛
亚·波洛茨卡娅、基里尔·图
罗夫斯基、卡斯图斯·卡里诺
夫斯基……

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非
常高兴地参加了在白俄罗斯小
城市举行的在大自然中作画的
活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奇妙的
传统总是有很多新的相识，话
题，发现……结果，出现了许
多新作品。此外，他们经常与

当地居民在一起，例如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创始人
夏蒂拉的纪念碑。它设立于在城市成立45周年之
际。此外，多亏了爱德华·阿斯塔菲耶夫，斯维
特洛戈尔斯克成为了戈梅利州的第一座城市，在
那里为创始人奠基。

在格罗德诺州的Ostrovets区中心，阿斯塔菲
耶夫留下了“Dubochak”雕塑作为纪念，当地人
称之为Ostrovan。

阿斯塔菲耶夫强调他对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都
感兴趣。事实确实如此，他在白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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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物馆的展览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展览只包含
了他的一小部分作品，但却充分说明了作者的个
性。它的特征主要是小形式的青铜、钢、玻璃组
成，有时还包括即兴创作的东西：一块铁、一块
巨石的碎片、一面镜子。但是从字面上看，每件
作品都使我想到伟大和英勇。作者巧妙地注意到
生活场景和人物微笑。事实上，阿斯塔菲耶夫作
品中的悲剧和喜剧几乎并行。

问：“对于雕塑家的职业来说，就其作品的
实际实施过程而言，不仅是创造性的，而且是费
力的。您是否不受这些困难的阻碍？”

答：“当事情解决时，困难就会平息。简而
言之，我们业务中的满意度不是一个空洞的短

语。例如，当您使用石材雕刻
时，这在身体上是困难的……
但是，当您看到劳动的结果
时，所有的负担就会逐渐淡化
并容易被人们忘记。”

问：“您作品的核心是描绘
某人的图像，还是对现代观点
的体现？”

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作品是委托展览还是纯粹为展
览创作。比如我收到订单，在其
中已经定义了一些主题。十五年
前，我接到任务，为斯韦特洛戈
尔斯克市的创始人罗曼·夏蒂拉
制作纪念碑。尽管斯维特洛戈尔
斯克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
沙蒂尔基村曾经屹立于此。找到

了1560年罗曼·夏蒂拉住在那里的文件，他有自己
的产业。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有趣。我总是很高兴
地记得我是如何工作的。我不得不寻找那个时代的
服装。我去了剧院，与首席艺术家交谈，在图书馆
寻找资料。我有必要知道什么样的服装、武器。这
非常令人兴奋。2006年，纪念碑在斯韦特洛戈尔斯
克出现。通常，雕塑家在露天环境下做了很多工
作。来到这座城市我很高兴。此外，我站在森林中
间工作过  。雕塑总是复兴特定的地方，它本身引起
了很多关注。即使您在草地上扔卵石，该地也会被
耕种。当工作由人手动完成时，就会非常生动。我
在斯韦特洛戈尔斯克有很多愉快的回忆。我亲自参
加了那里的三场在大自然中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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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工作室里有很多雕塑作品。您认
为它们体现了什么？”

答：“我有很多与女性形象有关的作品。当
然，雕塑需要特殊的方法。要准备一个特殊的
地方，需要照明。早些时候，在苏联时期，有
一些主题展览专门针对体育、劳工、农业。我在
白俄罗斯的博物馆中有二十多部关于这些主题的
作品。明斯克和其他城市的纪念牌数量相同。例
如，大约十年前，在斯莫尔贡  州瓦西里·莫尔科
夫金将军那里竖立了一块纪念牌，斯莫尔贡州边
界支队的第一任司令官是斯莫尔根，后来又任白
俄罗斯共和国边界部队司令。”

问：“角色方面，您是在作品中遵循真实性
的路径，还是想展现此人或其他的特征？”

答：“我和伟大的大师，伟大的写实艺术家
一起学习。那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我接受
了他们的教导。那时，正式的事情并不特别受欢
迎。现在，我可以展现一张活泼的面孔，一个人
的形象。同时，我认为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对我
来说并不陌生。例如，用青铜或大理石制成的精
美的结。总而言之，每件作品都需要有自己的方
法和解决方案。”

问：“我们能谈谈白俄罗斯雕塑学校吗？我
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吗？”

答：“我认为可以。因为我们尤其是在战后
时期，有许多伟大的大师为雕塑定下了基调。
亚历山大·格鲁伯、扎伊尔·阿兹古、阿列克
谢·格列波夫。我不得不访问了苏联的不同共和

国、比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乌克
兰、以及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波兰、
捷克共和国。那里有很多专业的雕塑学校。波罗
的海有自己的雕塑方法。至于白俄罗斯雕刻家的
创作，其风格以鲜明的表现为特征，加上有趣的
建筑方案，使我们的雕刻家的作品令人难忘。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了许多纪念碑，在此期间发
生了很多悲剧。您不能以简单的形式表达此主
题。”

问：“参加展览给您带来了什么？”
答：“这是一个介绍作品的机会。表达你的想

法，忧虑，激发灵魂。什么是艺术？这是一种使
用艺术图像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我是一个人，
一个个体。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体现它？
我认为自己确实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从事一份可
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工作，这些想法可以通过金属
或其他材料来翻译出来，传达我的生活本质。”

问：“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考虑了观看
者？”

答：“我没有想过有没有人喜欢它。我只是
生活，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要取悦
任何人。我们设有艺术委员会，专业人士可以就
您的作品发表意见。这些是专家的建议，我听取
他们的建议。”

问：“您对新手雕刻家有什么祝愿？他们应
该对未来的创新抱有多大的信心？”

答：“在中国，人们说：‘你要生活在一个
充满变革的时代。’明智的中国人也许是正确
的，因为变革，人际关系和艺术上都发生了很大
变化。在苏联时期，我们得到命令。现在，年轻
人必须多思考。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
心并更加乐观。”

问：“您的创作信条是什么？”
答：“专业和诚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敬业

精神应该是不怕重做一些不满意的事情。诚实
面对自己，这样您就不必为自己所做的事而脸
红。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即使在一百年后，人
们也会加以评论，并在必要时说：好吧，他做了
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是不要为将来感到羞
耻，要对得起良心。”

问：“我承认，我最终无法抗拒提出一个刻
板的新闻问题：

您现在有什么创作计划？”
答：“没有计划。”

问：“怎么会呢？ 我很惊讶。”
答：“我生活在过去和现在。这就是我 的解

释。我仍然是一个幸福的人：每天在工作室里，
我遇到我最喜欢的角色。过去的经历已经足够充
实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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