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2期

政治. 经济. 文化

ISSN 2617-6904

这个五彩斑斓的书籍世界

白俄罗斯周刊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欢迎读者在网络上看我们的周刊《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欢迎订阅我们的周刊

1

ГАЗЕТА З БЕЛАРУСІ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ацвер, 13 лютага, 2020

ВЫДАЕЦЦА З КРАСАВІКА 1955 ГОДА ●

● № 03 (3615) ●

● ЧАЦВЕР, 13 ЛЮТАГА, 2020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1

0
02
,2

Стар. 5

ы
м
і
з
д
Ра

Гол
ас
Рад
зім
Зя
мл
яі
ы

Сібірскі
беларус
Віктар
Сінкевіч

Вячка
Целеш
ды іншыя

з

л
Бе

аР

і
ус

с
ла
Го

ы
ім
дз
Ра

сту
14
к,
ра
то
аў

да

ец

ца

0

02

д
сій ім:
просяць падказ
-го
к беваць
ск кім ка- зімы
на якія даты ў н
ларус
Яныўжоне“недзетам”—чалавД
ексазброіж
Дз
ія
ў гнуць
”ч
явапвым лендары
у Бзвяр
яйкардынальна,яккажуць,аднымкры
ікігу. Мы
ас нува
ы
елчас
цяспра
па
буем
махам, часам і з анлайн-трансляцыяй выерр
а-А ў бліжэйшы
та
х
р
падаць такуюаін
фар
ма
цыю.
шае праблемы ў школах, гандлёвых цэнт- мо
йц
ус
Пр мах,гарадскіхкватэрах Агпа
і куль звяр
Стта
е
рах,навуліцах,ухра
э
а ем іувагу на

д
ту

,

l

ак
ор
ўт

а

ле

y

b
a.

я
ка ”
ірс ха
сіб ні р. 8
ва яво Ста
Но “Л

zd

ia

zv

Га

ра
с

ДА
Нататкі з чарговайзеМін
скай міжнароднай кніжнай выставы-кірмашу
н
75
с
14

Стар. 8

зк

аВ ЛЕНДАРА
ЛІСТ
КІ КА
Вы
ік
а
ан 1955
У людтым
не год
памятныя
“Гдааты
l
ол
Актывісты беларускіх ас
Ража часам Ра
суполак замеж

Чалавек з кнігай
2
я,

З Падмаскоўя—
у “Конікі”

Вы

Стар. 7

я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ен
дз

зід

р

зе

l

ў

№

та

02

з

Бе

л

аР

ус

і

Го
ла
сР
ад
зім

(36

ы
. 2сёлетні
14
тое, чым адметны
івясковыххатах.Дыціма
энт ладзеяшчэ.Але
ін
Д
аўто
тэ ) l
Алвязавмае,за
“вырашэнне”тоехібаштоза
цягвае другі месяц года.
ра
Рн
к,
яксяльіжныхпраб28
Нагадваем: 21 лютага будзе
шматлікіявузлыбалючыхсацы
ан наро
эц
сту
дз
рлЛявандыя
шырока, па ўсім свеце адзналем.Далей—толькітупік,некантрда
н
ен
Г
ен
на
ука ай акчацца Міжнародны дзень родя
я,
выбухіноваганасілля.Нетолькі“ЗаходЕўа
)l
20
ла
ш
це
ц
13
20
п
ы
п
6
э
э
вы.Далучайцеся!
ропы”, як папярэджваў адзін з аналітыкаў-нк наймо
і
ё
аР
(3

а, д іІ“Упа
тК іц я
ка іў
01
Рн
с
l
м
яць
вя
д
о
м
ых
лю
д
зей
філосафаўОсвальдШпенг
л
ернапа
ч
ат
к
уХХ
н
т
С
л
э
э
з
№
алу аву
ал
аў
гар за К
т
Ве льм цы каш суд
l
кчаў
шчы
ныўлютымможна
стагоддзя — заход чалавечай цывілізацыі, Баць
то
а
а
ін
я
ў
у ры е
е
а
е
г
ы
э
б
р
ю
ж
ц
у
л
ўА д
ў
В ад др азп ўна
ак
zv
цца лньанваць:
ўсуполкахуша
усеагульнаездзічэнне“людскойпароды”.
ас цці
е
,2
ы

р ксан ыр ухо
ia
а
ч
г
іі
ц
т
з
8
й
8
лю
т
а
г
а
—
210-я
ўгод
к
і
Дзе
вый
с
це?
Аду
к
а
ц
ыя.
Куль
т
у
р
а.
Чыо
ам
ст
й
ш
zd
эм 
я ов д 
е
еж каПга(1810—
Ста нь
ал арг “за не” япр русі
танне.Самапазнанне.Культчалавеказкні- ІванаФамічаХруц
a. удзе
та
...І ў жыным. 5
і
н рамо
р. 6
ўч эміі жэн ьны ела 
ы
by
кал 
ня
я авапісгці!а,
й ар
гай—заместкульта“чалавеказружжом”. 1885), беларускага ыжы
ру, а, у
пр рад ыял таБ туры
р н”,аяк
,2
”ч
ме Ст
Бо як там нам даўно падказвае народная акадэміка жывапісу, сусгавет
02
па ов мі
ы
ад пец дэн уль
н з ую
0
ся
ую ст ы .
аціы ан
ім
м
мудрасць:лепшзразумнымчалавекамзгу- вядомага сваімі нацюрмортіа
іс эзі амк а імов Хры ядом эмій 
і, гр анс
Пр еяч ацтв уз ство ца в пр “Го 
дз
йпартрэтамі;
біць,чымздурнемзнайсці.
з ст год а яц ікі ты ця
а
а
l
д
а

Р
е
Р в н
а
ма ваў
о
а
13 лютага — 315-я ўгодВядома ж, кнігі могуць быць шляхаНа
ім Шт ецца тано даль ігаз асцю анне о
с
дск 9 м
од
к
с
д

г
а
у
н

і
в
а
л

мі—алеёсцьрозныяшляхі…Трэбавыбі- кі Францішкі Уршулі Радзівіл
ія д ая
ае
тк сі  ўл оўн зяч  вы бы р Та
55
пр
к п раць.Уявіцесабе:большза10000навінакз (1705—1753), асветніцы й драол
2
19
я
свя лару ыяпротаіерэй
ае ана УдПоўны
з
л
ац зуд шФёдар
з
На адкрыцці стэнда Расіі выступае
0
а
і
Г
е
р
а
е
р
і
ь
1
в

е
ячы 9
б
рэ кт
“
к
Б рго суп ы”, і на начклюім хруэз  ах30кра
н
е
од
інбылопрадстаўленанаХХVІІМін- матурга;
пА
Ві
б
ўв аліза а, ц
П тпкуім
, бе года
ад лізк я
ча ыж, дзім ем: адз ыінсіоцк чкн ы
зіл
ы
са
Дз
нн
а л
ээст ну,ч скайміж
лар
16 лютага — 95-я ўгод- саў, екаве цыяй япер
ж ом”
Скажы,хтотвойсябар…Асённяйказаць круцілі фільм
а а народнайкніжнайвыставе-кірмарыуявР—
ваавекмуз руж
ра ія
М сР“Ча
 внаш
ра
нт
ея
ч
кц
а анаы.ап асуасе,шы. Во
:
гад та  набец
 За н
усы
да
зк
латажпрарэ
“трэ
нетрэба:эпохасмартфонаўаблягчаезадачу. зразумела,гэ
ыя нажор” для ўмення выбіраць! кі Івана Якаўлевіча Навуменкі Ц якія анн каа апяк
агцычас,ён
ле ць
м , пры кцўы па
ні.лаый
р з ады навмалокўю
Ста сы
ал азе
чы яп ад і п рд ую
лота алпя
во
ца
р ххо і.Ці
пе дыыіўвер
зам
г чы зршрахрас
Та асту ыні
вявса,цізнай
Вы
а Прус сптаў
Зроссыпуфотавыяваў,якімікішацьінтэрнэт- гераізаваўся.Та
р. 7
сешлісятыя,хтоўдзівосных (1925—2006),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прау
д лдаіы ка
ў ннік ер далі амяц ыну цца
ец
не
тр кім м у нцыэнеінлаіхд, ыкіх
еж
н
са очданзі (П
госу Зяпаірыр бр ар. 3
9пры
ввяанл ыя
да
бераль
дь ра тно і
ц, ах
сайты, сацсеткі, бачна, як моцна сябруюць ся даволі сумніў
ны часе аў, ш вядо жыц і мн юць яго
ы ма
пач Кніжннюаг2а свята нічога сабе не заіка, літаратуразнаўцы, заслужа
та ныя
 “подлзнлаа ўпрацскарб
і іс20д1зе
ўн анё ас
м
х

з
л

о
т
е
ц
с
а
п
ій
Вы
п
0
а
т
х
н
ж
а
,
н
г
ў
4
я
х
У
у
і
а
С
м
н
а
а
о
а
дзе с
с во,атоварищ
:
а дабаў?
ж шнет сло
а эм імаук- оўпа
людзізпрыгожыміаўто,дамамі,коцікамі-са- тэты кшалту: “Ва
я Ае наведнік1аў
за іх од
э
9 г “рамонкавага” па жанагадзеячанавукі,народн9агка
ц трцыь ікцы рбая Імгад ы, за дн нье у ўсёй к ян цца
вя ра янн ветн загін пах Ай ты ак тапн
уд
по стал
осдпекце Пераможддэ зебыў1937-ы,іДру
іаыі ычанс ь спт е”.вы ыгвыаяб’я мфор
а ёназапа пра
пісьменнікаБеларусі;
бачкамі,кветкамі,рыбкамі,піцайдыбакаламі зер!”.Яшчэнапера
ц рме павіль
ан
кві лася ін. В яў, ых в улі аван чын сяч б цыі ай
бе мнік іцы
літкрэбПа“вУспя,цкаэбннамі лўекят дхзе Да рйунгоасяжона з.— Бел был 
аК
К
ла
ем кіз 2 елі зна ой за ні у.
ела па
а й я
а ка
24 лютага — 85-ятаўгод
лаічылаі:запяцьдзёнвы
сусветнаянесталаявай.Алека
віна,зартыстамі,рознагавідузброяй…
ылай цаў,14,пад
на анўы лаадвж лдіМі
за
р зн іта
ур ставы—
“Ж 01 зар хо наў ме во
р
лежа к р у я аклугійрнадж дязнені,Гэйт сау св(ныаі Рэд.) русі,
ру
га іх туды Рыгора Іванавіча Бажрад
па “ча
на ргНеш
Кі Ам уска акам я ад

ракаыз
аг руж
св 70
сяч
О, сяброўства са зброяй насцярожвае: Пагодзін пісаў пра
д л
ю э ц . гка
р йпты
лічыжом”,
не
у углісітнааить 0 год ная дзяцц ды жамі інаўс
м ля
н авде
л ані та ж
І ў чалчавек.
ерш
на
адп хаванаеыамцоўіннеі, руэльнўнуццфаенры
п
су гра
ціў рыл баса му іта кры
ы раінулМваеатпбнріаола.
а
и
Бе
р
а
Б
ы ежы зат
(1935—2014), беларус
ад дзіцячых пластмасавых пісталецікаў да то праз стагод
нн ркаавчы
ддаа хБпры
іс ычн по . Бы рац на інш ела уай
сс
аве сет
рац лпаэзектымаййен
ыік дпісь
вяддзе
мін ста за ць, арам
 с ноік
Аўкпа
зды у с Руды дар песн му лі
аейа сікаў бэвйічв,а у
мя
ўн наам
днппаянўтуе
Б
 та арчцнам
то тур
онўагткаа А ых мнит ла с а па тэр ых в русі
і а наеграьн лін
й втілі
таррод
рРа
араняае,цы
ехра амліж
яап П
омпра
ац
скваанае,куль
та,
пе
р
а
к
лад
ч
ы
к
а,
на
з
ум
з
а
сапраўдных карабінаў, аўтаматаў, граната- АлексА.Алмістаў
ужо
м
у
д
к
п
ы
в
ш

р
з
ыяс а вочы
т
ы
н
н
к
іх
ы
с
к
н
л
е
а
ы
к
а
ь
р
е
с 8 ела яру
о
с
а
во
ск іч
ароар і) яаб’цьа
е
а
га адзе ап цы
д
л
”
т
ін ітааб л а
х. дыдбаепрасваюбу
пвр екз
тн
ў ан“Ча
ж,ныра
жостмоаг М
на ніка амі з етцы студзе русі
паэ
мад
ства,якоесапраў
мётаў… Прадэманстраваць сваю крутасць мастацка-публпіА
цыстыч
Хр
ас таБеларусі; Пол ыцы і ка аюц ена вук , яе ран выяў оры н
па анпяім
ны сулы і. Кдаусуамнаанўс
е:
нуікранцаьап ырвуацд і!н”). ДХдкнаеай шўчгэр ус а Па
я
а
а
А
э
ц
л
Х
п
і
ь
п
а
ь
ь
х
ў
у
л
tw
ня ў К
ч
ў
е
м
і
а
к
я
н
шыя да
гу тўывуейраз
лі
а
т
р
грэсану
аойў зя
ымятн
з
п
з туч
ў Лходзьце па
снлю,свя
ў тык
н е
Зна
некаторым хочацца менавіта са зброяй у аўтаматам”…Тэхнтіч
апвів9аекуль
яіелпм?
р макуль
таы до
ынчапраргэд
чныы гомл(Івьабмчы
кл там ы, Ч Ге тыў Усіх рашэ атоль ары —ігар нні
це Друг атку омн ачыс іtter разм ітаі
еалда аялетка Бкела нмыехж льна дзел
ідз
ом мая 2 зямл зраб
снтде он
 археалўзброі нн н ю а ручы
эх рм па св віч
т важ
го
ьн лен
цаў бяз
а лівйаПгастаў
згіс
нядакні
руках. Ніяк не з кнігай, напрыклад. Культ
Свет імкліва коціц
цна
ё
нік 02 гі.
э
“ ня,па
іць торыіБе
е ла
кр тан
Ш
мроусадіўкні
заў зам ім П год ік Я тасц пос яс
зе у гах,інтоўйзган
іч
да вайн Іааікеа ў,гр зам
а
ў, нунсяы атдзле Уілсііхял ж
юц ыя
а ў 0 гой будтэр
М
к іі, С ан быва яцкім , як арк док
гіл нымўеча
у
ру важ ежны екін а бы нку і. З т са
этавнсых.
а анзр➔несаСтар.
грубайсілы?Засавецкімчасам,помніцца, еных канфліктаў. ыГла
іх
поагбдеы
, 3фі ў іаСбв наст ерам аць
 і М
нріц
якў.
на бальн
ія
ак к рыспу. ла іі,
оў
ц м
ў
го д уц нсэёце.Жывміоцеўрыт
р
за
с
тав
р

ас
л
Го

па

мя

ку
ад ных
арлі ў святоч
г
ым ніча
рна паўдзель
о
ў З інск асіі

іМ ыР
дка рус
ара ла
д-Г оўі бе
ы
в
к
а
з Д дмас
сты Па
рты лі ў
я а ладзі янезтагваотагача
ы
СВЕТ ДЗЯЦІНСТВА
ейн то зваема—баселіш наяь
адз х, ш твазвя арадкцыі п Сцэнаіч ўвесвая
СампрэзасяброзўДс авыыдяГ трэасдтычынпыіт.ваецмц і цііік.аТамыуй 
ім Даўняедзьмінародённа Броў паадў— тьы у Рамс аіх,двяточ
Старэйшая дзіцячая газета

ць

Я
ў Пнка К
ек уп
іне ал
а

УЯ

лце

К я
х м скім ў
на а ў к ь у як
Ам
Тр гіла Ве апсу це вакіі Аўс у п пры цес і
до кі п ае,
вя еч аі рьут тНэ ядаб я аўш ыў 25эгсцкНа Аряты. аяль огі!” у п
ач
а уп го
р У р ра
ўс ўт Ат ла аке айб’ іц
н
ь т н р о ”“цы ” х
сн альку п
за р
ве эпта к Ке ны лы Хра ды трыі, ерш ход на
Ва мага омн што оў. ун дкр алу
сіх ыпц 
ро ана р рБе нневаіягад азеыляецпы
ш лек Б“аБлуьзнейддзесце янгаал прот ік Хр клік аекц
шт еажраад тры ада асм Пёт і ы
ма цкім ўпа рэпе (Аў з зям мап Італ В ай э ам.
ў П йшэ кіта ік у гэта Кіры іверс ыты
Св е
на дск сац янн ка, туры
ел ы рэ Рна ьн аіе ам аў е
я
пр могпр ньс гасгпадыкк юза круг 
Ва нія), воін рку шы стры лёй омні іі. Д енгр кс
і к екін ня. йск Кіта трэ л Р ітэ
ма я а ў”, іуль аўдчрымаруБсях ткаулль эс“пВуя ай б рэй апо бел “У
з ныыс ай одка тч зі Са йа эн
лак рша Мог ам у і Ме ў Буд я), з Цэ ка б зяку ыі,
вер ітай е з у Цырыага с і. “П ці бе уды
лік ібл Фёд мн ару сла
ка цько вык язнпаом зеайджаэмкенаганняьтурубсі”
Ме нт ыл ю
орнак вяічсяршл,лёй сауганыстко авуч
ве
іан іят ар іка саў ву
скіх дзе м кул рац ла
м
і
у
ш
а
о
н
к
Ц
л
н
З
.
а
а
ін
а
С
р
а
ш
к
п
д


к
д
к

а
а
с
м
с

а
а
н р
ікн нд ул Н
ы
б
р
і
о
л
м
ы
(П а
с
ір р

я
э
я
е
ў
л
ц та р н
ь

поныя
“Зорька” і яе замеж
мн сябры

л
а
к
а
мі млліс веў к аррэ аў,ад
шы Бы

у у, ы я е льттар ага каг цы По ў го за
та
сл
ы
гіл яла авін оль маў гарт ыяла шце арыя альн за
пр спа па мал ам А нія п птар вя
ўс сныкічны неф га рванла,сБ
ў
ш ўу
а
д
а
н
па 
ур н Ялю.х а зтяага Сяа інікгрымнікчы ыцы
ы
ках сав у
ш
(В
г
а
н
ьт
ыўта ой пааўн тыыш с беых й  “Бе з
т е т оа рнагнааўем, цэн дзна ны, к ар
а
Год айш дар бела ых, мба рай а У
Б ча зал эне заг е льн х
я ол к за
е
ш
т
кім нла КАна ці  л еала варэ ічн ныа  йяго
ул
с
А
я
р
міўт ей
еррааім
р эт ар мяндноў
а а ла
ГісмсМ
рал дзеІвйа а цяэнцш
з у “М (Чэх цкім раціс ), М ея са ў Бе інул нгры ых
ф ч нкыовцбы”зіталь
ка”
ам
т і:ра чал а
с мі,
х Сяб
йк
ё ш
ў м ус кія ада ла
д
а дзвегае
Нрлю
аак са нсГ
а па-ра
у дойзей
,
акў уБапа
раць“зорь
ст рую
ы ое
ін ніч нтр о ак нац ася
ка
зам сіх ы не ія). воі лав емар вецк рлін ым я),
ве Інт ука пл баса ку”, чы раў
рны іймчаы сдалымен
есбуб тнзаыхпа
За ртаг тарш
, ген . твоыркйлалм
ты ы
іоФраяксгаў ць атыяжнепер
ае а
Беларусі, адзначаючы 75-годдзе,
ыгодпры
цьнааздаІвмааўюдзе
ус
с
на е (С ы
ст
хдл роз
аош н,двчонатаккБа
а Янўанпяў.
су ежн паха ста
Ян ня 2 эрнэ цыі Б ыні дар. — талі
амтаірыцць, дзіедзе, рнаг Ц
я іх е (Г а
м
ы , в іс
ар
л у пр духо віст я
ка ігіс  ўда
 я лен
ў п СтПразмно
 у йон
Рі с ,а л оггкдіяга
, Зо выраў
ан оялрд
на лав льны воін ер
х двак
мае намер правесці каля бел
цыяпра
эырэ
ы ым кладп
інке ў свае сем’і дзяцей з пры
на стрэ ых ванн вім
кр кі К 019 т па ела завя Імп пі
расчыар-Х ўна ы
і
Ал акія х аў
а ім  пе СшСраіймшуконечарнаітдарйашковыічмк даадкнты абач овы мі цы, данх, ер вл рэміі тыў.
пцузр га
с га чы кра яў на
с ыты уп год дка рус рш рэза
ал хіп рвае
м у
ту “Мос
ь
75 розных імпрэз
сімвгаліч
обыль
а а ціік сябцроўсатва” з ц но
у скіхрэ
Дн
аны
к гіёнаўБеларусі.Супра

яць

с
ц оў
лю я ра ук к
іх
мі авы а еш род ву бр цьу
цк
до к,
чы  цік скаг пал мі п  жыікі ся ніча
ра інс .
на олін сць цыя , якія енн зель і.
га зМ бус
рац ам
ал
а
к
ц
в ка ўры Кылн нлыо оывд аздрн есу адп
ша ), М ог
м
і
і
з
а
в
э
н яс хар інан таБнардаўв,іча лпіца ле
Ст орча ады усаў лям аўд коў авыд пра аўто ла 
і
вёаў мдзець
ры рруусь:
нс
о е
ко ндр энтр дырэ нах, оіна эце
бю ай п ў го ы ў бро вае: ў КН ння
тн ны
тох ьмад
эцм іон.Та
ор оюр міроз
к мті
. скі
ы ц ых Кр рагра
жстнра  зякнмуюназ
Раней“Зорьку”ведалаўсяБе
д
язсцта нозеыхкра
кіх ема
тв с тр лар і суп мі,п дмас х д алёг ікра ныС днае 
ыг лха
аясуполкамі, школамі з Італііўцы
лаў  (А
ь арж  вывуносту жную Гос а ду ктар — п ўбе сабр
Вік ста равін рад рачы нзав 25 Р.
ад аі здкнуатмБетады скЗі гоыпмрыяаефпін
тэьр. М,ымм
як ад
вхуалбым
всекп
н дзіць беларускае дабрамо
а э роднмы
яц кыалмііс ма пділж
ча я бе асіл зі Па шля епр ы м стыч аро якім
ззе
зёймыраслі,вучыліся,па
валеісвет. сіцьіяеклуб.Рэ
а
туарЛюд
ц
рампаг
 П знам
з ар д”ак
сіц
а лн о
н зылоа
лі тар — цы зе ста ы б чэр
і м,да
на

➔ пае г падцеў. хоўн Белатлум ларус аць
л л ыя м аГра
ндокі. чаўу па ртыс ічаал.очы шча рад(Н—ад ўжаў ыас, ііякавозгдадоісЯ
каая. ае
зяачцыцыія
дл апр азам заху ны коў жвав рты т. Н ь”, выд
аш яад
 н  яд ц
Ст ра об — ага ар ач аў зям
іцм
ў сяброў.
Р брольшцес
ім “Разам для лепшай
І аб’
І сёння ў газеты вель
іушмат
нваннь е
вічад
ме ў мя Коп бела і Шэ Сіан быў юст
в
н
Ек н
с знатчаенай
1 р а і: лтаысн.уюсу
паы ўКаплра
“Кзну
ь кчын
ар ма ну А
ы
у
йз нер прэ аляд дмас і ў ы, а ртыс мен  Да ыку 
аця патл ай п алас я М
рап іс,г льна аныа ын о Зорн аайй ф лсіввыя рулсеыт сніапл і,8дгаа арлк
уліьянссубу
к,Бзыах
11ака
вы жны сцов ач. руск ньсі. ь кіт ад
. 5 дск ю ле адр скаг ў мн ва ўс лю
,ўавсдкіаумійсмкі
яаў
стрду
в усы
ўыстан
д
я уж Жзамз
я
р
ы,якіяра
ч
ы
н
і”.Ягокі
р
н
і
к
іСвят
л
а
н
аіСярга
з
е
т
ы
з
ра
с
м
і
ды
 Х ла
а
к


я
р
е
т

а
р
т
у
ц

0
ц

ч
к
о
р

ту
с
ы
мя хім радк Па апіл ясёл як а Пра ктар ьШ скай . Дар эчы,імалыябе
а
р
н
у
ы
П
ы
к
р
х
о
а
с

л

н
і
м
ін
с
а
д
а
а
а
а Ц ец сл мя с ру ра ме елнаі тк19 аэйнн  цвы мга
лад м ым ом ск А й
е  рад у рыахо ра эчы нін ач сьб ане сім
сц іц ж джэ ку е п іх
сл нза
а
0 м
а сп жой,
ў
а ка
ыў, пеольнйазрэ
дзі гейСтан
пеаэпан
ь, н ыя па нн ль ры
ны Пе аўу адх ы, в ам е “ ырэ іхас ару овіч бацькамі жы
цыяйгаі,
мі.
Ял
9гміыехка
скваічысу
б д эн
на далсеяюны
аігуць
лэс
за тмо
е легўБам
ахчтра
ел ыгмі
? В а Бдаак
а кімя
Рвууць
Ця А 1 аюц оў, д унів нік ульп тар
ў эр
белке
а
е
а
п
д
р

р

л рк
ц
т е п эч і с нн і д
з
і
д
ў

т
б
с

т
т
т
к
н

ж
я
а
к

а
а
е
о
ь
д
с
й
ь
г
л
ы
д
т
гэ

у
ш
ы
ія
к
о
н

м
Д
—
.
ч
ы
ват ву, ры А р
я ко зетыдзя
п нрсіаядўд лМіж
де
М б а
ан
 муы паспры
ы н
а
р

зе
знавальрод
ес сіцінсітва.р Та
то ак іта
такныіхдзілцячы

ал лучаццадапра
1 ад
у тыне
ме ньц 8 ж ь і б зе с ерсі паст тар
р ой,ч8ыарганізоўваліпа
ёне ё раав цЁьнніа
к д янеА ебокнт,аўга
асо з мл ляк
рк ра я Дн уЗо ўнік эйш ь
м
арт е мя , да к — ’ядн нцік туры нях дрД едэр “Бе ,
па
.рТа ыя: у на м итер ние к “М 9 — усаў , у я му ладн ль
га к
ес нцяпебск-2019”,
ра ты,
вы жны зіне, ніў елар ярод тэце аві
А  злапень
а му
бе “звШаю“Ві
м Кліс
р зыч
ілны кон
нцаюда
егэздкі
які
бн яко івае 
ат на-экускурнсійныя, аздарзеаўлен
іў чыяапа
п
я
басырлааць
дз ўяго сцю  аб  Пе уль ьнаД сан аФ оміі ссМож
ор нма
ра урс
іцьапаь валіс кція
р
ыч й
кір та Вас сіі”
а аавланнікыаўтны Ц а Ял ове а урн ульту ниц ачал — гэ кім п й п :
ма тым
м
ка вучэ х м ва ня 2 уску інш за
на нітш
я
й у, с збі
акц
нд ыж кзеу
л жы.
р
тдоан
3
ыдляшколь
а шыхкра
вя
ні,вер
ы.Іхдру
юцьнатоймоларусі,заяеме
ейзін
ін.Маа
ала вы
р и нікаўпаБе
іі раешматдзя
а
ы
Вё  Ша скае анна омак піц ляк авет тан але ш
ро й мо ння оў (д Унів 018 ю. ых
мі якса дыр гі д дкр селл гасце лекс Рас ыР Бе  п аляд арашж”.ар. ца ікава це ў ыгін й м ы Я паль 20 в та ад рахо а Івсябру ь 30 верш
век
ік
ва атар ь Г гаД ысту сііА ніс айаў агаПзалі, ве,якойлепшва
к кан
“ зя
л сі, лодуаеаў
у
т сантаў
аУ2018-мюныяка
е рэспдандэнты“Зорьки”
, ш нпа
у ларус
заў
мтарам
л н
пкайў лым
ст кСур
ўн 
 атар:бе
Ко днам вы) Бел зе ё ерсі год
я”
ус
ана ем. гадо ы,
.
ў м й аддмож
то ошук ла, к зей ” тинс ое к ков”, зел
ам уюц цка іўв йРа ршы урн наш ска алко ской  А ару а др дзе лыб акалі  ком русі елар НКА оты м
а л
мі м
ўн Лю ў м і ниц
аб лыябе
з
леў ласу у па устан арус сць тэце а ў
а ков
зецев”.
➔
іўміжандыбезорь
л іНмба
П ца да “ко
. лкарусаыпаў
я дзельтнідчка
адыма
,чаннеемсветумо
а гауць далучац
ар эсцке ай.Сва
кір радо прас еро ста ульт з ера ыі п мцірус

ні.
лар і 199 ла, В Людм х Ба нік Пад ий и зённ кі
ок ы“Б устр наг Бел А“Б ыняР на. апо ом
скі) (ск эту аві і і і Ц за
рад рыва а за дміл ы“Кри
па я
у
о
о
р
і
ардос
д
1
а цайда
с
ў
г
дрзялріц
л
ыя.Ка
р
а
ц
ей,“Зорьна
р
од
н
айпра
г
ра
м
епааб
м
е
н
ешколь
н
і
к
аЗа
з
вы
ч
айся
“Зорьковцы”
святкуюць
юбілей
р
одіхітыя,хтонесу
п
раць
с
а

уль Б лі бел энт
е

а
а
р

у
го

Га ц,за рыГ еснік нак дам—ымн ард дай па
м
д
е
с
то
к

ы
у
г
р

і
і
.
с

Д
е
К
і
з
Б
а
в
ш

т
трэ цы
ё м

дк ска а.
ал ,лаай ано у н м н ри
га льту Там ульт ьст ФН тар ыл етк зеў та,
пт ела пом ар р
з т прэс-цэнт
бр нн
на одрыа
 Ів в
не льту ам наль аро ябр гв рыга штоў азіі( ода
чы йнлія”.
ероўства:Бе
 ланраусь—Іта
п
ым
в рацаваць
а
ар ру нік ус
с у дзіцячМ
вор ам п й ку рТы:
адэынкьі)Бмі“Мостсяб
до ле кі
ку к”.  і к асол ыні іс  Туж па
ааяр”тоі ано іцкіх блук звы
і к аход ачы
к дзя арус ц
Ся сі
і н , бы ыяк зшхы
а т льту
ку —н цыя іі”, ка.С іч— аўб е.І гімн 015г Да
чтаыў
дзе мім
інісра
ва
вбіцьр для газетыгэапе
члу і ўдгос
ло шмат
па рэз,
ці да “Зорьки”. “Мы зладзілі
рге Як на
й нэыя
ятрр исўокЯБы
до вога аП арш бовіч Ала клалзра
мусемаагчымрых
а “ пам вубы
чу лсуі еха
Ён йна Рас рад сілев дав лоц узеі ня2 ндра
Ку га а Бел аста ы
ы влац)е рха ў п й, за ясц ць
та тра дэлела: П
ыў алі ў
й Г убу
а прахыч
гіКл ае з  азіміпра
ла радц , ст нды ы” нус Прве
с
аваноайспад ект“Сме
о
еёмствызкуль
р хатэрапія”прамаўДом
га ін
турна-гіс
эа
роУолрімакувіл,ебпарзна
куд
ум
на русы дГа Ва аман кімф ўм іпе якса
ры кбі,
аіга
спа вта,аш
ы ві
Іва
на
. традкамленні, фотачзпдым
а
ік а кв зё
нта ка рыт арав япер  й адт сяў
цы  Гзеі іхыасз кпар).ах азнаё дчы .
ліхьту
і
дн,празякіяту
н Ів
ьг
ры ы М хр,дгаы
внеайякІта
ыт вітаў ўіУМ
ла авы андр ейк ыйс ы, а і23л Ал
х мепрэ
яайў лрачы
ў ўна.  д Чэрн ейК Мас кі Д рыну усдля
п сла
одзі мліўіі,такікра
 калькіхдзіцячых
і
с
ы,атак
м
аўне
сай
т
а
www.zorіka.by
ста
р
он
к
і
ар гто

а
а
їт
(ц
а

ы
л
б
д
н
р
а
ч
ю
ё
і
і

ы
к

о
р

а
й
а
а
а
а
д
э
а
г

т

ы
і
ку ў ога
ан
в Сдтзі еанБ зн агоч Фзір л бауны  лі ся
Пр арВіт сць Мксім
зД якс ,ран ал дзіч рыл 8г ку. тра уш час 
 Мінскай вобласяш
ту л
ка ы льр
яр сы ьн ага ейс Іnstagram zorka_gazeta.
ста кргаерыах
, к чаых
шччы,Чэ
аў
длауцьда
гі:Поль
юс Тая роД
аль ы.су трыі.
Ма п хіі,Аў
“цевйіс
нт Бьатур азда
Лтмы
Во й ве ансеАк
клалмтасы
ое,ларанаа лвя
ір ндзіыў ен
з а, ула
ні
ш
у каў
э
я
1




Ал пасу наБ ро адк 197 дош сус а, д кпа оўся  С ару дзел ыюГ гасц
э
е
т

н
в
к
!
і
р

е
д

,
0
е
ь
а
с
а
с
р
ы
з
ы
и
л
г
Г
ршту ж—ан
см
ь (н шкса ькоі в нів
й лівляісяўра
ц аймілаГрамовіч.—Італьу і д ці,—згад
ч скіх
алістныдзя
цячайрэдкалегіісустракаюцьра
нш
ту ня
ілІв усыі цЮныяжур
ле ак ваеЛюд
а уосгтнр ”0н
за хоты ьяго ола) ніка ную  і цёпл адна айш пцы  л сеў р таў
,м
“Мсл ве д са ій
асц , пер дкоумлаь аее:нс тРаэд
 к тсакітіяэтанк
оваіч а. Т наец абод р. 6
ктіяакаўуго
евлыа ерпа. жЯ —
 тан
эі“Зорьки”:пі
у каЮ аў
венр амтсеастчнавм
 не и,рршалдбозена
ч
іт

а
ж
.)
н

з


зчы
с
а
л
іпа
д
а
р
ож
н
ыя
ян
с
кія
ва
л
ан
ц
ё
р
ы
па
к
аз
в
а
л
і
на
ш
ым
дзеіка
з
ах
с
тан
с
кіхшколь
пя вуц шк пуск яль ерой ўі: чу,  зн Хло але
а
р
а
б
ў
а
а
:
а
і.
а
у
н

т

в
а
а
н
і
ор
ы ес У та
жымя таыт ведіве ла добпр ”. (Я
зё 
(на мй т доа саў заврускі н эквет тоапоікамВсе
н сма

і, .
,
ко ч
ры
у ў пК
Счаныяпастаноўкі,фокусы:
ад сктаеудоў
жы й1я рвы м
кріы ажы,ін
а ры, прмка
мокі,рэ
есптрат
ў ст мтёэр
“ манліёў
ўга я Мчаая
янец(натвор
ря ыс
тыч
Дзвіне,іпаслаляфэс
уннвв’ю.
 ж
сн ай“Рна
анйш сцямгу
 а кг ас но ам ку гай ры
“оЗкйі,за
нчіарт
ізд
“Оыц
ч
ка
ст

е
,
м
о
н
я
р
ж
е
п
ы
ы
ь
к
Ін
л

а
➔
і

ы
е
”
о
н
п
ю
б
м
”
ы
с
М
р
не она аме ямля адм няй смак ачын аро ю“П іНі
е
с
і.
р
с
, ам2019-гаіталь
ра
сл я кае дзряршыпрыпза ые а, ажсыябрмкоз умелайбезслоў”.
тамо м пакі ыхілй цбяыан
супраца.ры Укра ”. Мнёй ня олйьнзапу рйа стэнікмі:а, иАле
йо”ве алтмія
➔ Стар. 6
ды
уы
ўг овіч  з  ў П і поз пры адп я д есн авал ас
пр со аўа)е ахратп опўагэтамусёзра
ад прну ў ік сеслкіясяб
р
п і “ ця ы

Зд блік омаўнч анрноек у тГыам, пНраащ
цы
пач адіўсязатваам цюд ,
р
рк Сам жня хал ем, для лены аліп льс інШ
ты лчіуввааклоа д паваіясяагул тнвцацьп
йн
ілиа анз В ,м “л 
хо анн ни арш ацы я
сЯ
хв Але
пу саШ ш
 нуцсні дзя
е а
е
в ва нц
м

ай
л а лт
і
ар м спуе ўяскяія оабвраыл яслуір ак му , рвы
ае ядн Кри іст  у Н алас 
па іліны няд
 сн ры  ч ой то пя ”, ля
о одп
ра іпр ота, ммемноє”амі” ствнаопдіш
бе
а е цё ме ў ы
ніч аб’ 
ўв,е бсет л рывсл аса зм хго
ч на
20 цьп нас  пак пры ай,с русь ,Ва
ру к
ла
ія р йсіас зак чы
піс эт п . Мы оўга
Дн аш іє иа”в.іта .ады Спаячру інца:а “ Урзшаыйп
еп дред  оўн сркы
зей ім тва хо учу зна а е
ру
Хо валі ьны мі, трэч ела ская
а , ыму д  іц ы,нкёу снов аха
ск
(“Ц ьмы ерап не в пр
, д дск рыс іцай й К і ад энтр раф р,
“Н ован бров 0яг сні.груўдкраццяВН...Іазяне віяерпш
па а
ьу ар
ай
та тул чата ясус суБ азоў
ц ,п та
трі
эчы ма ва ўн та ал
ціц еме з Яр ісваў едае ацягв
уп рні ру9  пе члыаз зісквіхы воп
су
лі , ябкыўплаібд р ўбныяўц йш ы — у нне га
ар  гра е та кіра гары , к ага ыта айс
н
м
і ў дзяў аны ана еяБ
с
ж
а
ы
ст
а
й
х
с
ю
ш
й
ы
с
у
р
о
с
Д
па на ь” сла я п ім аліс
а
ы ск ар рм
ч Хо ска ям лар эрцны окяаце ваалла вяаспа с“нНі ча на ё т ў
р
м
у
рэ
а
з руш цед адз
ны зычн лісяз  Ма іятэц ікан арг рхо .
е ад слі ка. ое
чы
кр ы
вы эт”) й” д з над ўля. оты я дзяў я ш
ін ку н бе сі.Я адўсз ж
ў агд яі,, нн ёлпы
ьт
а

а
у
в
р
у
э
л

л
л

р
М
м
Ё
ўз джай ік,Н
с
о
х
ц

ы
а
я
т
а
й
піс То
чы час
м стр ств біб пуб р. ыж хо ма оў а
,
у
дзя окія даю
ўк ачат энн лару ваі самюа ціыцрыу спкайлюн і го мора ы. П н
ка
яз Ком
ўчы п ць “Я, ам “ лькі каму ны, з лівы
су вары ай Рэс льту дыр іпра еш прац  к а
п анч Бе орс ак рад нуа…
гК
н ады уўш рды м” о
нс

і

і

с
ь
а
д
б
я
а
А
а
п
а
у
о
н
та альн дзе хк нт, льк пяв у а іх —ксам у
ак ьу х зьт  т кр ”. мал ы, . І м ён
я в “Ве ны т чуцц адст альн хвяр ва яго дасы якой
кр  чац
ял
н од ьны ка ето ”с ь од та ць  з жыц ацьу олад ныя ак у
а, зм ўпа не
ую
ас, рш акс і п авы ы,
уў іруе ,гу
л
я
ы
м
в
а
р

н
я
н
ы
ў
е
г
р
в
с
а
ы
а
а
б
о к ук іх
д
ыв лыя
20 янал муз амн ниц песе . Ся мкі,а  Ё пес і
пя ям есе род
гра ла грмале , ве ма бы эта. сцв есск М. А ршы
ах ім ч
аю
ы ы лан Кри х
ў ду я… ныя вел  с і.Та ь п  ася
я
р
.
р
Ж
н
аг ,як таКу годн х
ф
р
а
ц
ы

л
К
ш
у
ь
л

н

д
е
р і
л ац м
н
ы
ы
ь
і
іт ам дзі к
ж д
ы о
а
од я” ы ва
сій сказа ня“ одны азіта есн ніўн італь о”), есен а
об аў
мы арат ста хв іх, у да нядо ццё аць латы
лів ццё
ар ниц гар На оўк
, т
ра Сён нар амп ыя,п , ж рыв жит атп ы з в
ць ыех кі,
➔ пры урна лі гэ аля час, рагія ўгім. згада пра
жы
ын ри ар х, яц

ія п
к
д
м

най
Ст св му ты пач ка ! С
ев “К М ны пл
ваю пр інс е
кіх х одн ьск ы, еє Ш сё Ди ”
ар яці зы я с уц лі
Сп сні уска ляд ных цы спя :хор нм пява 
інс домы ,пах упал імн елен с”). . Заў ры“ дуру
. 8 лі чн ло ця мн пара
пе лар еКа роз талі сты ецца авеё ор с Папу ў.
інт ай вы …” е п дзі
вя цкія і, к йг , “З вна ння тво бан
ым ве М
а ў
бе час ўна айс рты ада спр а. Х ры. інца
за лядк уары клад ас,і джа ачоў и я
на чар акс — ды
а ерт ры вв ахо ух в б
іў ята уск тыяачамп йжа руск ане кра
й
эпі
і
ы
к
м
л
н
л
І
п
о
а
м
э
в
п
п
іры ы,
с лар і г еда ам ела ай оду
рэ (на я(“ ага цыс “Взя
цы як для
бе Кал імгл Нас ім б ічн і сяр
ні льны турн сэр о”,

м
па ую
.
эта
уск ны руе адэ льк
ча ара юць  неб
.
лар краі м кі й ак ето
літ ёўва я на
зУ ычы гожа жон
ва сь
пр пры ёну
лю
ў рны
я
л

ня

нск

аі
Укр

а

ес
яп

—

ім
зус

не

чу

аМ

акс

гА

М АЛ

ін

оў

ск

Ая

іма

Ль

я
жа

пр

Во

ра

вы
спе
я
ны
ляд
а
К

та

Р
па

ЛТ
А

та

БЕ

е
аз

1

目录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BELTA

月刊
第2期（1037），2020年

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从1930年起开始出版,
于1944年恢复。
创始人：
兹维亚兹达出版社
总编辑
哈尔科夫•维克托•
米哈伊尔洛维奇
责任秘书
瓦连京娜•日达诺维奇

6
3 寻找最佳公式
既考虑到世界市场的形势，又考
虑到与俄罗斯就签订新的进口碳
氢化合物合同继续进行谈判的问
题，向我国（白俄罗斯）提供石
油的多样化和提高石油产品出口
销售效率的问题并没有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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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更加了解

28
34 生活主题: 弗拉基米尔·
利霍德多夫复兴了白俄
罗斯历史
作者的历史教育项目“寻回遗
失”是一个赢得国际声誉的品
牌。一切始于著名历史学家、收
藏家、作家弗拉基米尔·利霍德
多夫的热情，他决定分享有关国
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独特知
识——他通过收集旧明信片和照
片来获得这些

44
带来好心情的制片厂
37 出生于里奥司涅什的印
度语翻译
俄罗斯-俄罗斯边境地区---维捷
布斯克州里奥司涅什区关于艺
术，文学和当地历史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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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华文明研究。公园和
花园
明斯克出版社“Mastatskaya
Literatura”继续实施“中华文明
研究”图书项目，讨论了中国
的公园和花园

40 埃琳娜的初次登台
当埃琳娜·赫里斯季奇首次出
现在青年剧团的舞台上时，排
练之间在阳光下休息的演员热
情地吹口哨：上帝呀，她是多
么地光彩夺目……

52 一夜的尾随者
故事

48
佐伊·利特维诺娃：

“这是我具有
哲学意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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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佳公式

最

没有人怀疑：今天不可能完
全替代俄罗斯的石油。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只
关注一个供应商。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成品石油
产品的出口。这是一个敏感
的预算收入项目。显然，原
油进口价格上涨可能导致出
口收入减少。总统没有隐
瞒：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越
来越复杂。由于俄罗斯实行
税收手段，国家的预算收入
将不可避免地减少。炼油厂
损失了开发生产和执行投资
项目所需的利润。
会议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全球
石油和石油产品市场的发展
预测，预期可能出现的不利趋
势的措施以及增加石油产品出
口效率的储备。同时，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警告政府官员，
应对所有提案承担个人责任。

“没有个人喜好和兴趣，仅陈
述自己的喜好。我们不是在太
空搞发明，不是在发明新的航
天器。整个世界都有很多例
子。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让我
们朝这个方向行动。”
白俄石化康采恩主席安德
烈·里巴科夫谈到了已完成
的一些工作。他特别强调，
谈判几乎一直在进行：
“公司之间的磋商正在进
行，俄罗斯联邦能源部一级
的实体，对此表示关注。当
然，我们希望这些谈判过程
将继续保持更高的水平。”
安德烈·里巴科夫还告知，我
国恢复了石油产品出口。同
时，工厂尚未达到1月至2月业
务计划中规定的出口量。白俄
石化康采恩的负责人在谈到白
俄罗斯石油供应多样化的工作
时说：

BELARUSFACTS.BY

近，在独立宫
举行的会议变
成了“时钟和
解”，这是总
统执行先前向
政府和石化综
合体管理部门发出的指示。
任务之一是为白俄罗斯寻找
和开发可替代石油来源，这
不排除俄罗斯的石油供应。
“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将在俄
罗斯联邦购买30％至40％的石
油。我们必须从波罗的海进口
30％，从乌克兰进口30％，这
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说道。
在其中一次会议的前夕，人
们知道白俄罗斯石油公司购
买了一批挪威石油，共计8
万吨，用于在纳夫坦进行加
工。明斯克希望找到俄罗斯
石油供应的替代品的愿望在
莫斯科引起了怀疑，怀疑其
昂贵而低效。但是，如果不
弄湿脚，就无法学习游泳。
“我们必须在实践中看到这
将导致什么。因此，东方的
兄弟们担心这会非常昂贵。
我们还没有尝试，就认为我
们将无法应付。因此，决定
购买无论是阿塞拜疆、沙
特、挪威，还是美国的石
油——以世界常规价格购买
哪种石油都没有关系。运送
到我们的炼油厂并从这种油
中获取油产品。也就是说，
是从其他来源中购买，但不
排除我们的主要供应商俄罗
斯联邦。”

既考虑到世界市场的形
势，又考虑到与俄罗斯就
签订新的进口碳氢化合物
合同继续进行谈判的问
题，向我国（白俄罗斯）
提供石油的多样化和提高
石油产品出口销售效率的
问题并没有失去意义。

石油加工企业《白俄罗斯第一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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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有利可图的。他们将持续关
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今天出口
了大约所有生产的石油产品的
70％。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在索契举行了会
议。正如媒体所说，国家元
首们讨论了白俄罗斯-俄罗斯
合作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显
然，能源合作也受到关注。
观察家指出，白俄罗斯总统和
俄罗斯总统长达一个小时的“
马拉松”在积极的气氛中在索
契进行。而且，显然是有效
的。结果包括：俄罗斯政府将
为达成向白俄罗斯供应石油的
商业协议做出贡献，按照2019
年的条款向我国供应天然气。
更多信息我们在下面为大家讲
述。在会议开始时，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说：
“我们真的谈论了很多，我们
进入了生活中的灰暗时代，并

讨论了许多历史日期和时刻。
正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
维奇所说，不仅讨论了共同关
心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我们
许多邻国，苏联的前国家，以
及我们所奉行的政策。他们谈
论了很多，直到现在，并决定
不再面对面谈话，而是与参与
此过程的人继续对话。”
谈判进行了几轮。首先，国家
元首以工作早餐的形式面对面
交谈。然后他们举行了协商会
议，会议内容扩大了，但被暂
停了：由于恶劣的天气，部分
俄罗斯代表团被耽搁在莫斯
科，后来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无
法来到索契。董事会被送到了
Mineralnye Vody。结果，总
统将会议的后半部分在“银河
系”体育场举行。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01号）
和弗拉基米尔·普京（11号）
参加了冰球赛，以13：4的比
分击败蓝军，取得压倒性胜
利。

索契会面期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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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制定替代交货方式。几
乎有现成的合同。这不仅适用
于石油本身，还适用于收货的
物流渠道。”
关于与俄罗斯市场的供应相
比，来自替代来源的石油将有
多少利润的问题，安德烈·里
巴科夫解释说：
“有一个很好的原则，那就是
不要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
子里。因此，好处有一个综合
的方法。在某个地方您可能会
迷失，在某个地方能够找到方
向，但总的影响是积极的。当
然，就价格而言，俄罗斯石油
的关税很高，在乌拉尔石油的
价格中占很大的比例。同时，
我们了解到，税收策略每年
都会调整，并且到2024年1月1
日，将不会出现关税形式的补
贴。也就是说，我们将进入世
界一流的定价。”
在谈到白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出
口时，安德烈·里巴科夫回顾
说，国内和周边市场始终是最

同时，因不可抗力情况而迟
到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在波
利亚纳（举行会议的克拉斯
纳亚波利亚纳的五星级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大酒
店）上停下来。正如弗拉基
米尔·普京所指出的那样，
他们积极地重新参加了商务
谈判，以澄清在前几轮会议
中已详细讨论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如果在会议的
第一部分中对话者“走到了
灰暗的时代”，那么第二次
对话则专门讨论了今天的紧
迫问题，并且可以假设明天
是紧迫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结果由总统府
副行长德米特里·科扎克宣
布。关于向白俄罗斯提供石
油的前景，他说：
“我们将协助白俄罗斯的消
费者与我国的石油生产商达
成协议。”他补充说：“今
天，我们无法彻底改变规范
石油工业的条件。原油价
格由市场决定，不受行政管
理。一切都会保留。但是，
我们将为达成这些协议提供
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为白
俄罗斯提供必要数量的石
油。”
根据德米特里·科扎克的说
法，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石
油市场是相同的，并且在相
同的条件下出售石油，并且
要提供折扣，有必要引入对
该市场的国家监管：
“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我们不
能不断改变游戏规则，我们将
为达成商业协议做出贡献。”
德米特里·科扎克对天然气供
应协议的评论如下：
“谈判以非常积极的方式进
行。我们同意继续在政府、
部委和部门层面上就改善一
体化机制进行磋商。关于油气
领域的合作，我们同意将天然
气供应条款维持在2019年的条
件上。我们将本着这种条件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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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中

他指出，天然气供应条款仅在
2020年之前商定。这里应该适
当回顾一下，2019年白俄罗斯
的天然气价格是固定的，在边
境达到每千立方米127美元。
在类似条件下，天然气也将于
今年1月2月供应。
我们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
在索契达成的协议系统化。
双方商定以世界常规价格向白
俄罗斯供应石油。白俄罗斯第
一副总理德米特里·克鲁托伊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我国
正在为此而努力。“俄方同
意，白俄罗斯精炼厂将与俄
罗斯石油公司达成协议，以世
界市场确定的价格购买石油。
顺便说一下，白俄罗斯总统在
所有谈判过程中一再要求这样
做。白俄罗斯不需要任何特殊
的排他条件。德米特里·克鲁
托伊表示，我们希望以世界价
格购买石油，而且不是更糟的
价格。”
俄罗斯方面同意这种做法。而
且，如上所述，我们保证俄罗
斯联邦政府将在与俄罗斯石油
公司的合作中向我们提供一切
可能的援助，以便向我们的炼
油厂的石油供应完全符合商定
的条件。
在天然气问题上也发现了共
同点。白俄罗斯有关部长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将继续进行谈判。总体而言
已经达成协议。德米特里·
克鲁托说：“各方已准备好
根据今天的计算结果进行进
一步的建设性沟通。”
有人试图降低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之间仅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的谈判价格。总统们花了很
多时间来讨论其他问题，特
别是两国之间的对外贸易。
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
会的初步数据，去年我国对
俄罗斯联邦的出口增长了4.5
％（以货币计算，这是加上
6亿美元）。俄罗斯有白俄罗
斯商品需求。原则上，贸易
领域的合作发展良好。德米
特里·克鲁托说：“政府以
各种方式将这种趋势继续下
去。”
其中最重要的联合一体化项
目 — — Ostrovets核 电 站 的 建
设。当然，在索契举行的谈
判中也对此问题给予了关注。
德米特里·克鲁托伊回忆
说，正如白俄罗斯总统一再
强调的那样，白俄罗斯核电
站应该是最安全的核电站。
在这里不应该匆忙行事。一
切都必须仔细验证。
弗拉基米尔·赫罗莫夫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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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更上
一层楼
2月1日，在明斯克积极讨论了美白关系：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会见了美国
国务卿迈克尔•庞培

值

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美国国
务卿上次访问白俄罗斯才
过了不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在这段时间内，议程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今天情况有
时会在一小时内发生变化。
而国家本身也发生了严重变
化。但是，长时间没有交流
并不意味着明斯克和华盛顿
这段时间都没有开展工作，
例如在安全领域。但是，当
各国共同致力于反恐时，个
人的访问是如此罕见。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很高兴见到您，
我们的会面至少有两个原
因。首先，您是美国现代政
治的建筑师之一，这就是我
们的想法。其次，白俄罗斯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种
种误解，过去当局的绝对误
解，您冒险来到明斯克来看
看这个国家：这里有什么样
的人，有什么样的独裁统
治，有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等等等等。这样的会议是第
一次，白俄罗斯国家元首等
领导人对前任美国国务卿并
不熟悉，我让他们感到失望
了。并且我想提请注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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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二人彼此认识已有很长的
时间，遗憾的是只有远程交
流。当您担任以前的职位
时，我们与美国人一起开展
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打击
恐怖主义和人口贩卖，并且
我们进行了几次非常认真的
行动来应对核武器的扩散。
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
上，我记得有几起案件，我
们一起拘留了将核材料越过
边界向西方运送的罪犯。”
这是对CIA Pompeo服务的运
用。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庞
培领导情报部门，主要从事
反恐工作。

选择俄罗斯还是美
国，非迫切问题
迈克尔•庞培在与记者的谈
话中谈到了白俄罗斯的优先
事项。您不应屈服于任何权
力，而应确定自己的优先事
项，以及什么对您来说是最
好的。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培：“
美国不是要让白俄罗斯在美
国与俄罗斯关系之间进行选
择。我们要进行投资，以使

白俄罗斯拥有主权和独立。
我知道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
系的悠久历史。但是我们不
是在谈论选择，而是在谈论
关于外交的发展。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任命一名大
使。他将来到这里，您将看
到我们正在致力于经济发
展，以便美国企业到达这里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准
备朝这个方向支持您。”
经济跟不上政治对话
到目前为止，经济对“政治
解冻”的支持很少。要认真
考虑，商品交易额约8亿美元
和投资7000万美元（这是世
界第一经济体）这一坚实基
础是不可能的。国务卿本人
告诉媒体，阻碍经济发展的
原因是法律冲突。这可能指
的是在白俄罗斯成立美国商
会，而各国尚未批准已经签
署的有关保护投资和避免双
重征税的协定之事。

白俄罗斯可以与美
国讨论任何问题
总统和整个国家对任何甚至
最尖锐的问题都持开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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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度 。 最 后 ， 他 们 将 在 近 2.5
个小时内谈论明斯克的经
济、安全和外交问题。首先
在“诺曼”绿色大厅，这是
传统，然后与总统面对面。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为客人
做了独立宫殿之旅。个人
和外交档案的稀有镜头，白
俄罗斯的历史和现代性使庞
培非常感兴趣，以至于他要
求邀请他的私人摄影师。为
了准确地将此次访问保存下
来。
外交部长在楼下稍作停顿，
与有影响力的外交官-欧亚
大陆事务助理国务卿进行
了全面对话。菲利普•里科
不会将他们说的话告诉记
者，但他指出：“白俄罗斯
是开展事业的好地方。”我
们还注意到，客人仔细研究
了 Kosciuszko庄 园 的 照 片 。
我们的同胞是美国的民族英
雄。两国都有许多这样的历
史人物和联系。很遗憾，

我们没有在现实政治中利
用……
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分析师
康斯坦丁•斯尼萨连科：“
这一级别的访问表明白俄罗
斯在区域和世界政治中的作
用日益增强。明斯克被认为
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捍卫
者。”

美国准备向白俄罗
斯供应100％的石油
有必要更早地进行这样的访
问。美国国务卿将说，我们
希望与白俄罗斯建立更深层
次的关系，总结在明斯克举
行的会谈的初步结果。然后
是白俄罗斯的传统，它将把
经济与真正的独立联系起来。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
培：“我们一直在讨论经
济、主权国家。我们的能
源生产商已准备好为您提供
100％的必要石油，价格具

有竞争力。我们是世界上最
大的能源生产国。您需要与
我们联系。”
美国的石油并不比沙特或挪
威的差。如果价格确实可以
接受，那么美国的公司很可
能会加入白俄罗斯打算将来
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
进口的那30%。迈克尔•庞培
在明斯克提到的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和投资的问题也是我
们国家利益的问题。

区域安全议程
我们准备支持明斯克的所有
倡议。国会已经向美国国会
提议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
并对白俄罗斯进行有意义的
访问。
谈判的另一条线是乌克兰冲
突的主题。提醒国务卿，白
俄罗斯总统多次呼吁美国完
全进入谈判形式，并关闭欧
洲的黑页。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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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的问题

HTP作为有效互动的示例
明斯克高科技园区或白俄罗斯硅谷。在
25年的时间里，与美国庞贝级政治家聚
集在一起为美国高科技市场开展工作，
高科技的发展速度快，拥有美国资本的
6家公司，其中包括处于领先地位的世界
领导者。去年，美国的出口额约为9亿美
元，而这是两个经济体之间最牢固的联
系。
国务卿庞培是过去的执业律师。正是在
这一领域，HTP引起了重要的法律轰动白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智能（
或智能数字）合同”引入立法的国家。
当纸张陷入遗忘时，他们首先会记住白
俄罗斯和包括海外在内的原始设备制造
商。
是的，迈克尔•庞培访问明斯克的要点之
一就是高科技园区。美国国务院负责人甚
至在Twitter上给他写了单独的帖子：
“受到我在高科技园区看到的启发。这是
白俄罗斯如何通过运用先进的经济政策和
健全的法规来发挥其非凡增长潜力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是美国投资如何有效促进全
球繁荣的证据。”

市场将迎
来新局面
近年来，白俄罗斯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呈
积极稳定增长的趋势。

这

种趋势在2017年尤为明
显，出口增长了三分之
二，达到2.25亿美元，但
专家表示，在评估美国市
场潜力时，这些数字显得
微不足道。到目前为止，
出口美国的份额还不到白
俄罗斯商品出口总额的百
分之一。但是，美国市场需求极高，以至于
尽管美国经济实力很强，又因现任白宫政府
试图采取“购买美国制造”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因此美国的国内生产量仍无法完全满
SB.BY

白俄罗斯外长弗拉基米尔•马克伊：“白
俄罗斯支持任何形式，包括美国参与的
任何形式，只要它们有助于解决危机。但
是，为此，与这场冲突有关的所有各方都
必须有真正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庞培：“这是整个欧
洲和世界都需要参与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最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自己解决
它。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切。”

对未来关系的低调乐观
因此，在所有问题上，白俄罗斯和美国今
天都表现出克制和乐观。把两国关系与运
动员的职业生涯进行了比较，运动员的经
历是跌宕起伏的，最佳状态只能维持一段
时间。他希望自己不会筋疲力尽，并将继
续取得始终如一的出色成绩。白俄罗斯专
家也声援美国国务卿，这次访问本可以早
些进行的。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结果和乐观
情绪。
瓦西里•哈里托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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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工业园会客

展望
国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大量的初期投资，以
及向消费者提供反馈渠道，这也是需要准备
的。必须提高广告宣传的力度，进行产品认
证，市场调研以及建立伙伴合作关系。
在这里需要注意第一届白俄罗斯-美国中小企
业论坛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前，
在双边关系史上达到了向美国出口的最高水
平，即5.7亿美元（增长了30％），顺差为
4.88亿美元。从白俄罗斯向美国出口的服务
产品中，以IT服务为主。就在一年前，出口
至美国的IT产品超过了十亿美元，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
当然，取得这些成果主要归功于明斯克的高
科技园区。是的，外包仍占出口份额的大部
分，但是，专家指出，在高新科技园区中，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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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美国市场需求。总之，白俄罗斯企业向美
国市场出口商品的潜力很大。
白俄罗斯目前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
钾肥、金属产品、X射线设备、液晶设备、
家具、氮肥、亚麻织物、玻璃纤维、木工产
品、糖果、鱼罐头。商店货架上的消费品相
对较少。近年来，白俄罗斯此类出口一直在
增长。
如果我们谈论白俄罗斯出口商品的前景，那
么应该考虑到某类产品被限制出口的事实。
特别是白俄罗斯尚未获得向美国供应肉类产
品的国家认证，并且对来自乳制品国家的进
口实行了配额限制，因此有必要寻找具有进
口配额的美国进口商。在白俄罗斯生产的其
他消费品，没有出口美国的法律限制。

高科技园的举措决定了现代化的方向

迈克•蓬佩奥造访高科技园

是的，目前将采取第一步措施，在美国主要
的零售连锁商店中推广我们的产品。同时，
在美国各个州的大小型零售连锁商店中广泛
出售白俄罗斯的糖果、巧克力、饼干、鱼罐
头和蜂蜜。虽然出口量相对较小，但这些小
额出口每年盈利数百万美元，并且增长势头
良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莫吉廖夫”
自由经济区的支柱企业生产的家具供应量
与日俱增。重要的是，这些产品在不仅在美
国出售，也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家具零售店出
售。
专家们还提出以下需要注意的事实：美国市
场的特征是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消费能力以
及对各种类型产品（包括进口产品）的稳定
需求。当然，所有市场都存在激烈竞争。根
据专家的说法，白俄罗斯企业需要为进入美

白俄罗斯的IT行业具有从外包模式过渡到产
品模式的良好条件。 IT公司未来的计划与白
俄罗斯总统签署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法
令”密切相关，该法令包括了IT领域的许多
建议。
说到其他类型服务商品的出口，近年来运输
服务增加了一倍，旅游服务出口量增加了一
半以上。专家认为，在白俄罗斯签证制度开
放的情况下，这种积极趋势将持续下去。如
您所知，2018年1月，在白俄罗斯-美国双边
关系史上，首次在国际旅游展览会“纽约时
代旅游展”上组织了白俄罗斯展馆，引起了
参观者的极大兴趣。同时，在展览期间，达
成了关于美国旅游业代表环游白俄罗斯的协
议。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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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
应该建！
共和国议会主席纳塔利亚•
科恰诺娃在接待公民时提出了
建立议会博物馆的想法

一

位访问者回忆说，1997
年1月13日，举行了
共和国议会第一届会
议。因此，在两年后，国会
上议院成立近四分之一个世
纪——一个美丽而重要的日
子。顺便说一下，这次是前
国会议员、最高委员会代表
亚历山大·韦尔廷斯基，其
本人亲自决定向共和国议会
主席提议建立白俄罗斯国会
制度博物馆的计划。他甚至
表示如何找到预算外资金来
源。
博物馆的构想不仅使纳塔利
娅·卡尚诺娃感兴趣，而
且引起了热烈的支持和感
谢。“我们必须这样做”，
她充满信心地说。有时间考
虑组织问题，并设计一个有
趣、多样和在某种意义上令
人信服的博物馆展览。毕
竟，岁月流逝，很多事情被
遗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
人，必须了解有关主权白俄
罗斯议会制发展的真相。
列昂尼德·图加林

梅赛德斯，月亮，
帖木儿，火星...
去年，全国出生了超过8.8万名婴儿。首都在领军地位——在这里
登记了超过1.9万个出生证明，布列斯特州——超过1.41万，戈梅
利州——13.4万，明斯克州——12.6万。国内热门十大名字包括
马克西姆、阿尔泰姆、米哈伊尔、亚历山大、马特维、索菲亚、
安娜、玛利亚、克谢妮亚、阿纳斯塔西娅。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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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更偏爱稀有名字，这在首都（在明斯克更多的
是跨国婚姻）和各州中心表现明显，父母常常会给
女孩儿起一个独特的名字。“在明斯克至少有180个
男孩儿名字和251个女孩儿名字没有重复”，白俄罗斯司法
部发言人奥尔加·希布科说，“而且出现了首都特色的阿
索尔，维纳斯，詹妮弗，利奥里亚，罗涅达，法杰，奥斯
卡，善世，伊芙，维托夫特”。
其他地区从时尚到创意也不落下风。住在国内的女孩儿有
梅赛德斯，日耳曼妮卡，艾塞尔，开心，兹拉托斯拉夫，
米拉迪，多布罗米拉，艾尔莎，阿扬，亚斯纳，露娜，莱
娅，维尔萨维亚，拉扎里纳，柳巴娃，亚斯米娜，西蒙
娜，森娜，费克拉，爱丽丝，尤诺娜，雅德维咖。在男孩
中，先驱者，菲拉特，所罗门，帖木儿，弗朗兹，火星，
卡米尔，阿夫特迪尔，麦利斯，塔德乌什，托马斯，马
丁，莱昂蒂都可以夸耀为不寻常的名字。
白俄罗斯的孩子最多可以有两个不违反道德的名字。优先
考虑的是出生证上记录的第一个。
伊琳娜·西多罗克

背景

见证者的讲话
大主教费多尔·波夫尼：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战胜了纳粹主义，
而不是划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

国

际
行
动—-“
争取共同
胜 利 的
荣耀”将
继 续 履
行其崇高
使命—维护人民英勇事迹的真实历
史，纪念战争的胜利者和受
害者。在布列斯特的一次会
议上讨论到此次运动体现了
我们对子孙后代所尽的神圣
义务和责任。

永远充斥着罪恶、痛苦、恐
惧、屈辱、死亡。她是对力
量和人性的考验。伟大卫国
战争证明了互助的真正力量。
年轻人需要了解三件事：纳
粹主义犯下了危害人类的罪
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
战胜了纳粹主义，而不是划
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最
后，由于15个前苏维埃共和
国人民的壮举，胜利才得以
实现。
我们需要让子孙后代铭记我
们祖先赢得战争胜利的历
史。“为了胜利的荣耀”运
动正是为了这个目标。
瓦伦蒂娜·科兹洛维奇

BELTA

大牧首 菲德罗•帕夫内

关于女飞行员的纪录影片“
勿忘我，不朽的空中军
团。”图片由明斯克万圣教
堂的大主教费奥多尔·波夫
尼展示，2020年5月将在该
教堂的地下圣堂中放入装有
我国军事墓地泥土的密封罐
子。此纪录影片的作者俄罗
斯人民艺术家列昂尼德·雅
库波维奇谈及了此纪录影片
的创作过程，以及如何驾驶
PE‑2轰炸机，以便切身体会
到女飞行员的感受。
大主教费多尔·波夫尼分享
了他保存的历史真相以及为
世界和平所付出的代价，并
告诉我们作为伟大胜利的继
承人铭记历史的意义：
—-无法容忍卫国战争的历史
被扭曲。无法容忍侮辱前苏
联人民的言论，污蔑他们发
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庆祝卫
国战争胜利75周年对我们来
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退
伍军人已经将要100岁，下一
个周年纪念日可能会与我们
一起庆祝。现在，白俄罗斯
约有6000名退伍军人。
每三个月就有500或更多人
死亡，战争见证者的声音可
能会被国际社会所忽视。证
人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战争

列奥尼德•雅库博维奇出席历史纪录片
《勿忘•不朽的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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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这个惊人的
书籍世界
书籍仍然受到高度重视。它没有濒临灭绝的威胁，就像报纸那
样。各种各样的人都对它有需求：从老年一代到年轻读者。第
二十七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充分肯定了这种乐观的情况。该活动在
二月初的白俄罗斯首都已经有超过25年的举办历史。

在

在第二十七届明斯克国际书
展开幕式上，总统办公厅副
主任安德烈·昆采维奇宣布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参展
商和第六届国际作家和座谈
会致以问候。是的，明斯克
再次成为来自白俄罗斯和其
他国家的作家和出版者聚会
的平台。这次大约有400家
参展商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
新产品。在白俄罗斯首都的
书展总是引起人们极大的兴
趣。今年有五万多人到访。
书展的开幕日特别拥挤。展
览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在这
里不仅可以看到文学方面的
新颖性，而且还可以购买自
己喜欢的出版物。
同时，白俄罗斯新闻部长亚
历山大·卡尔留什科维奇在
展览开幕式上说，白俄罗斯
去年出版了约一万册书籍和
小册子，总发行量达2400
万册。“当然，这些书都在
展览中展出，旁边还有俄
罗斯发行的数千种书籍和小
册子，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书
籍。在我国，去年发行了
800多种外语书籍，其中有
550多种是英文的” ，他
说。
部长强调了书在每个人和整
个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
亚历山大·卡尔留什科维奇

说：“书是交流、约会、友
谊的广阔平台。白俄罗斯是
一本开放的书。参加书展，
在各个展位，对所有参展商
来说，都可以阅读、发现新
世界。”
今年的书展的贵宾是俄罗斯
联邦。明斯克人和首都客人
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
著名作家。在俄罗斯国家展
台举行了主题圆桌会议、
大师班、签名会、竞赛和测
验。
今年，美国已成为书展的主
要参展商。美国驻白俄罗斯

代办珍妮弗·摩尔表示：“
我们很高兴接受新闻部的邀
请。美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
参加明斯克国际书展已有22
年之久，并通过各种主题讲
述美国的历史。今年的展位
主题是“在路上：美国旅行
文学”。
展台上总共收集了200多份
美国旅行文学样本。参观者
还可以熟悉主题的美国杂
志。展位分为三个区域：“
旅行”、“国家公园”和“
晚餐”，这使人们有可能了
解美国旅行的特点。此外，

我国的展位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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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您还可以玩各种美国棋盘游
戏、观看故事片和纪录片、
拍摄纪念照片。
文学、世界经典、各种语
言出版物数不胜数，一如既
往，在明斯克的书展规模惊
人。联盟国务卿格里高里·
拉波塔对该书展的组织表示
赞赏：“今天，我们庆祝书
籍交流、联系和相识，看到
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品。明
斯克长期以来就是作家和出
版商聚会的绝佳平台。明斯
克是出版业的历史，因此白
俄罗斯的首都成为吸引力
之地并非偶然，所有参与这
一崇高事业的人。据格里高
里·拉波塔称，在这样的展
览上开会是一种乐趣。国务
卿指出：“因为这是智慧、
善意、相互了解的平台。”
在书展的第一天，举行了国
际出版项目的介绍，与作者
的会议和签名会。特别是，
白通社向展览的参观者和参
观者赠送了《游击队领土的
英雄》一书。该出版物谈论
了91名游击队员和地下工
人，他们因无与伦比的英
雄主义和勇气而被授予苏联
英雄称号。他们来自巨大的

苏联的不同共和国，并在白
俄罗斯进行了壮举。白俄罗
斯土地上的游击运动的主题
由五个板块的视频组成，可
使用本书中的二维码进行访
问。有关英雄的故事通过文
件进行说明——表格和档案
照片。此外，新闻部长亚历
山大·卡尔留什科维奇提到
了《记忆之泉》一书，莫斯
科出版社因德里克的总干事
基里尔·瓦赫提出了关于在
热热夫地区发生的伟大卫国
战争事件的草稿。
白俄罗斯在展览会上的国家
展位是一本巨大的书籍的形
状，展示了我们如何共同创
造它，并邀请所有人来了解
它的内容。绝非偶然的是，
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563年
发布了《布列斯特圣经》的
传真版。正如国家科学与出
版图书馆副馆长亚历山大·
苏莎指出的那样，这是最
大，最美丽，最昂贵的白俄
罗斯图书，其复制已成为该
图书馆的重要出版项目。
图片说明：展览的主要新颖
性之一是1563年的《布列斯
特圣经》传真版，这是白俄
罗斯印刷史上最大的书籍。

带有伊朗风情的一封信

值得一看

展览中其中一件重要展品是1563年出版的布
列斯特圣经原本，这是白俄罗斯出版史上最
大的出版物

白俄罗斯新闻部长阿莱萨•卡洛尤科维奇和
俄罗斯大使德米特里•梅赞泽夫发言

“星星”出版社热忱欢迎您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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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明斯克国际项目Terra poeti
ca.2019年度第四期已成为“
友谊的平台”，它在开幕当
天被介绍。
“这一选集汇集了来自乌克
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年
轻作家的作品，”基辅峰会
图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伊凡·
斯蒂芬说。第一期是诗歌，
第二期是散文，第三期是戏
剧。今天到达明斯克的是关
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
兰杰出作家的文章。它们是
年轻作家用他们的母语写的。
伊朗大使馆恳请参观他们的展
位。这里不仅介绍了伊朗的书
籍，而且介绍了该国的文化元
素。伊朗驻白俄罗斯大使馆文
化顾问阿博加塞姆·莫赫塔里
安说：“我们在文化大学举办
展览，伊朗的两名代表参加了
展览。我们将一半的作品留在
了美术馆，第二部分则留在了
这里。我们很高兴参加明斯克
国际展览。”顺便说一句，没
人从这里徒手离开。摊位上的
每位嘉宾都有一份特别的纪念
品。
在第六届国际作家文学作为
文化对话研讨会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作家联盟主席尼
古拉·切尔涅涅茨说，这本
书是政治领域的一种交流手
段，该研讨会是在第二十六
届明斯克国际书展期间举行
的。“这本书应该为公民的
利益服务。当然，与此相关
的问题是：作家可以做什
么？这本书越来越多地成为
政治领域的交流手段。我们
甚至邀请在展览会上展出给
该立场的大使馆代表。白俄
罗斯作家联盟在任何地方讨
论书籍在改善国际局势中的
作用时，其目标是：权力的
决定应由文字、书籍的决定
所取代”，尼古拉·切尔涅
涅茨说。据他说，作家们在
工作中积极回应了与现代社
会有关的问题。我们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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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借助一本书可以做
什么？
信息部长亚历山大·卡尔留
什科维奇说：“作家座谈会
是实现和平与睦邻的平台。
我要感谢今年参加座谈会的
所有人，他们花了整整一年
的时间为这次活动做准备，
为白俄罗斯文学、联盟提供
了帮助。白俄罗斯的作家，
这样，白俄罗斯的艺术话语
就可以在其他国家的文学作
品中讲述。我们特别高兴看
到在这里参加作家研讨会的
外国大使们。”
今年，来自20个国家的散文
作家、诗人、公关人员、文
学评论家和翻译参加了研讨
会。该方案包括全体会议、
圆桌会议、研讨会、与明斯
克大学学生的会议、文学之
夜。应该强调的是，多年
来，本次专题讨论会理所当
然地成为讨论不同国家代表
之间就紧迫的人道主义和文
化合作问题的知识平台。
这本书确实使人们团结在一
起。例如，大韩民国驻白俄
罗斯大使馆在第二十七届明
斯克国际书展上介绍了白俄
罗斯诗人Yashche pryidze vy
asna的 韩 文 诗 集 。 “ 这 些
藏品包括白俄罗斯著名作家
扬卡·库帕拉、马克西姆·
博格达诺维奇和雅库布·科
拉斯的诗。该书将在韩国出
售，使人们将更加了解白俄
罗斯的艺术。不久将发行一
批韩国诗歌，并将其翻译成
白俄罗斯语”，使馆代表亚
历山德拉·格伦科说道。
星星出版社与马克西姆·坦
克白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一
起在“朋友的故事”博览会
上亮相。其书籍以三种语言
出版：俄语、白俄罗斯语和
法语，收藏了包括弗拉基米
尔·利普斯基，亚历山大·
卡尔留什科维奇，艾尔斯·
巴达克，埃琳娜·斯特尔玛

展览
赫，米哈伊尔·波兹尼亚科
夫和其他白俄罗斯作家的童
话故事集。这本书的插图是
由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画的。
星星出版社的主任兼总编Pavel
Sukhorukov说：“去年，我们
用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出版了大
约50本书，其中包括很大一部
分儿童文学读物。我们的出版
社为展览的参观者准备了许多
不同的活动，在明斯克的主要
书店中都可以看到。”
这次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小
故乡的一年”。但是人们可
以看到，在所有国家的博览
会上，对本地知识文学的研
究都是丰富的。在全球化和
统一的世界中，每个人保持
自己的身份和历史记忆已经
变得很重要。正如我们已经
指出的那样，对于主要参展
商美国而言，在他们的国家
旅行也是一个主要话题。而
在中央展台，白俄罗斯出版
社展示了“帕达罗扎到他
们的祖国”系列：关于图罗
夫，伊古曼，斯卢钦，普
里德维妮和波斯塔维希纳的
书。或通过Mastatskaya Litera
tura出版社出版的Dzitsyachy
Atlas Belarus系列图书进行多
媒体游览，这些彩色地图集
已经成为销售领导者。
展览的重点是白俄罗斯语的
外国作家的流行书籍。这
些项目受到了极大的追捧。
例如，在第一天售出了数百
本由阿伦娜·彼得罗维奇译
成的书《哈利·波特之魔法
石》。由于该书出现在亚努
什克维奇出版社上，在明斯
克举行了“哈利·波特之
夜”，这是白俄罗斯人首次
参加的国际项目。在新的翻
译人员方面，有Janusz Wis
niewski的作品《Azenots的Ka
nets》，Andrzej Sapkowski的
作品《Vyadzmar》，Anthony
Libera的作品《Madame》。
首次在白俄罗斯提及了孟加

拉文学经典——诗人卡齐·
纳兹鲁尔。他是诺贝尔奖得
主，科幻小说、有声读物、
历史专著和儿童漫画的作
者……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白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文化
的十字路口。如今，我们国
家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外语，
白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被其他
国家翻译的情况也越来越
多。美国展位设计成类似路
边咖啡馆，一大批白俄罗斯
学童专心听英语。在德国、
法国、叙利亚和中国的展位
提供学习语言的程序和软件。
这是展览会上另一个精彩的
聚会：与西班牙年轻诗人安
吉拉·埃斯皮诺萨·鲁斯在
一起，它非常喜欢白俄罗
斯语，因此开始写文字。
碰巧的是，那天是安吉拉
的生日，她给自己献上了
礼物：马克西姆·博格达
诺 维 奇 的 时 尚 诗 集 《 Zguki
MayaBatskaščiny》，并翻译成
西班牙语。该书在白俄罗斯
外交部的支持下在西班牙出
版。
顺便说一句，最近出现了一
个新的阅读人群，喜欢童话
故事的成年人。也许是因为
父母在童年时代没有给他们
读过童话。以下是儿童文学
专家、著名的书籍博主纳塔
利娅·梅德韦所说：
“现在，改变的不仅仅是儿
童读者，成年人也一样。父
母对给孩子以艺术形式讲述
现代世界的书籍越来越感兴
趣。如今，一本好的儿童读
物是十分严肃的话题：如果
弟弟或妹妹出现在家庭中，
如何不感到沮丧；如何与幼
儿园的同龄人建立联系；如
何停止害怕黑暗；如何与残
疾儿童进行交流。
总之，明斯克国际书展既有
趣又有益。适合各种访客：
无论年龄或体裁偏好。
奥列格·博戈马佐夫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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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ZHIROVICHI-MONASTERY.BY

今日的吉罗维奇修道院。吉罗维奇男牧师修道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迎接灵魂和信仰
的盛宴

日

日洛夫斯基修道院僧侣尤斯塔什·哈
利曼科夫强调说：“明年我们将庆祝
的活动不仅对信徒很重要，而且对白
俄罗斯人民都很重要，因为神之母的
奇迹般的标志是我们人民最伟大的神
殿和精神象征之一。”
在尊贵的客人中，俄罗斯东正教会，
莫斯科宗主教和全部罗斯·基里尔的
领导者正在等待庄严的仪式。邀请也
发给了我们国家元首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组织者称不排除邻国最高官员
的参与。
根据诺夫古鲁多克大主教和斯洛尼
姆·亚历山大·斯图什科助手的说
法，国家与白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共同
努力使修道院恢复正常。因此，最近
才有一个新的食堂和朝圣者旅馆投入
运营，现在正在进行重建工作，其中
包括对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第一座
兄弟建筑的修复，正在为修道院铸造
一套新的钟，日罗维奇农业小镇正在
等待维修和改善。该计划包括在日洛
维奇圣洁修道院的一名教区长中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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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洛维奇圣洁修道院正准备
庆祝其500周年和神之母奇
罗维奇圣像出现550周年纪
念。按计划，主要庆典将于
2020年5月19日至20日在格
罗德诺州和明斯克举行。

一座纪念碑，这要归功于在白俄罗斯
东部开设的74座教堂的传教活动。
位于修道院的明斯克神学院的学生和
老师，以及明斯克神学院正在为假期
做准备。这些教育机构不仅培训未
来的牧师，而且还培训研究人员。到
2020年，他们将积累其全部科学潜
力，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
论日洛维奇修道院500年的历史，为期
两天，会议参与者将在神学院，白俄
罗斯国家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哲
学研究所开展工作。明年11月，计划
为来自白俄罗斯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科
学家举办研讨会，他们还将讨论修道
院的历史，修道院的角色以及东正教
在白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在庆祝活动中，重点不仅将放在修道
院的辉煌历史上，还在于修道院在现
代白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斯
克和地区中心将安排圆桌会议，科学
和实践会议，创意竞赛和展览，并计
划制作一系列专题电视和广播节目。
维多利亚·扎哈罗娃

手工艺品

还原珍藏
书籍
布列斯特历史博物馆展出原版
布列斯特圣经

布

将原版作品交予该市，布列
斯特成为了16世纪最稀有，
最珍贵完整版书籍的所有
者。只有将此文物书籍放置
在恒温展示柜之后方可进行
曝光。
在立陶宛大公国公爵尼古
拉·拉齐威尔·布莱克的资
助下，布列斯特圣经于1563
年诞生于当地一家印刷厂。
但是，到20世纪中期，这座
城市中已没有其他副本。

BELTA

列斯特圣经
是文艺复兴
时期独特的
文化标志，
是世界印刷
品杰作，是
布列斯特的
象征之一——从今天起，每
个人都可以在城市历史博物
馆中看到。
去年9月，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在布列斯特1000周年之际

亚历山大•罗加丘克将圣经仔细安放在一个特制的橱窗里

2003年，在波兰复原的副本
出现在以“格里克”命名的
地区图书馆的藏书中。 2014
年，戈尔科夫卡购买了一本
大型书籍的一部分—-将近200
页。2017年布列斯特圣经纪念
碑被建造，2019年，国家图书
馆和“白俄罗斯石化公司”被
赠予一套传真版书籍。
布列斯特市执行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罗加丘克在展出
布列斯特的印刷珍品时回忆
道，2000年在“布列斯特书
籍”会议上发言时，曾表达
了将原始书籍还原展览的想
法：
——这是个很棒的主意。但
是四年前才开始研究这个话
题。在积极市民和城市爱国
者的支持下，我意识到实现
这个想法是可靠的。从国家
元首的手中，我们收到了这
份珍贵的礼物。这是我们城
市未曾接触过的工作。
由于此书籍的珍贵性，需
要极为谨慎的态度和特殊的
存放规则，因此《布列斯特
圣经》将每年在博物馆展出
三个月。
瓦伦蒂娜·科兹洛维奇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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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

VITBICHI.BY

BELTA

人生之旅
事乐团指挥是罕见而困难的职业。除了音乐才能外，还需要出色的体育锻炼，无可挑剔的列队
姿态以及武器技能。例如，103独立后卫空降旅的乐团团长，高级中尉亚历克斯.苏勒瓦将突击
步枪射击作为乐器受到了国家大赛评审团的大力称赞。在2018年，此优势助维捷布斯克空降
伞兵获得了第一名。

军

军事乐团指挥家和他侄子一起参加了聚会。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也叫亚历克斯，他也选择
了这个职业。19岁的学员苏勒瓦在莫斯科大
学掌握了乐团指挥技能的基础知识（他叔叔
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相似谐音）。最近，他
叔叔来探望他。当然，他只能在后卫空降旅
中看着亚历克斯叔叔。
在工作室里有单簧管，键盘，吉他……墙上
挂着制服和苏联空降部队陆军创始人瓦西
里·马格洛将军的画像，他们在这里排练。
今年44岁的高级中尉苏勒瓦说道他和被指挥
的队员们都是是军事人员：
—-无论您多么熟练，都要勤加练习，以免
技能退化！1994年他们召集空降兵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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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这一点。需要去训练场，像普通新
兵一样越野跑。虽然我喜欢射击和跳伞。
在童年的学习生涯中没有比音阶更难的
了！顺便说一句，我完成过46次跳伞。如
果不是有乐团指挥的技能，我可能会成为
伞兵。
在入伍之前，苏勒瓦曾是维捷布斯克“火车
站”乐队中的萨克斯演奏家：
—-我们曾自己作曲。我们还演奏了著名的
摇滚民谣和爵士摇滚。多亏当年我们对军事
乐曲的偏好，才有了如今的曲子“摇摆的机
器”以及“向阳的房子“。
在高级中尉的桌子上摆放着1958年出版的
《新钻歌》。指挥官解释道：

专业人才
103后卫队空降旅的管弦乐队
有16人，是2019年特种作战
部队中的精锐部队。他曾多次
获得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和运输
部队评审比赛冠军。定期参
加“斯拉夫集市音乐节”，“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音乐节”
，“布拉斯喀什人的扎尔尼察
音乐节”，参加捏德维斯科区
举行的退伍军人聚会。

SB.BY

—-军事乐团的存在不仅是为了鼓舞士气。当
我们用乐器演奏乐谱时，民众也为之着迷！
除了阅兵外，我们还参加音乐会和歌曲比
赛。例如，我们的音乐家罗曼·瓦西里耶夫
创作了该旅的旅歌，最近在75周年胜利日的
庆祝活动中进行了表演。游行是一种传统，
也是经典。例如，在演奏“胜利纪念日”
或“斯拉夫人的永别”时，仍然会感到脊背
发麻。
苏勒瓦承认他与叔叔有很多共同点：
—-同一个人将我们带到音乐学校—-亚历克
斯.根纳迪耶维奇的母亲在学校任教。我也是
爵士乐迷。我从小就喜欢弗兰克.席那特拉。
我在学院中学习了打击乐器，考试期间用颤
音琴演奏了他的歌曲秋天的落叶。小亚历克
斯要成为军事指挥的决定并非是从小时候形
成的：

SB.BY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职业。是的，直到
我的一位老同事进入莫斯科军事指挥部学习
后，我才考虑这个决定。然后我意识到我也
想接受这样的大学教育，像我的叔叔一样。
进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学院（军事乐团
指挥官）并不容易。首先要与军事登记处和征
兵办公室协调文件，还要参加创意比赛以及在
明斯克的军事乐队中服务。以及要通过白俄罗
斯军事学院和医疗委员会的考试。在同事的帮
助下，亚历克斯前往了莫斯科。在25人小组中
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
还有越南和安哥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他笑着说，当时的部队歌曲是“如果整个地
球的人”，这首歌曾是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
的世界青年学生节的主题歌曲：
—-在教室里，当老师，未来的指挥家把手放
在我身上时，我感受到我在做自己真正喜欢
的事情。我当时穿着袖子上印有“白俄罗斯
共和国军”字形的俄罗斯学员制服，这件衣
服我穿了4年半。
亚历克斯·根纳季耶维奇成为了部队乐队的
负责人，历时20年：
—-在部队中，我担任过几乎所有职位：从音
乐家的第一助手到乐队领班。于2015年被任
命为负责人。我有丰富的指挥经验！我很乐
意与我的侄子分享。
但是，在5至7年内来自同一家族的两名军事
乐团指挥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竞争对手吗？
空降旅高级中尉苏勒瓦微笑着回应：
—-“到那时，我会离开部队。至于我的侄
子，我希望他毕业后回到发誓效忠的祖国，
并领导103独立后卫队空降旅的乐团。作为一
个有创造力的人，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非常
传奇的故事。
谢尔盖·戈尔斯尼克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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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制造

品牌款式
白俄罗斯选手将穿什么参加东京奥运会

两

位著名白俄
罗 斯 运 动
员——游泳
健将亚历山
德拉·杰拉西
梅尼亚和体
操健将克西
妮娅·桑科维奇——成为了
模特。都是美女！正是她们
荣幸地首先试穿了我们国家
队东京夏季运动会的赛服。
展示在独立宫进行，由总统
来评价。克西妮娅认为，如
果不是国家元首，谁又能来
指出，在这种引起世界各地
数百万观众关注的重大活动
中，一个国家的面貌应该是
怎样的呢？
直接来说：尚未做出最终决
定。国家元首同时选择了好
几种款式。总统比较满意，对
套装的评价较高。现在选择权
到了公众手里。首先就是那些

夏天即将穿着这些衣服参赛的
人——运动员们自己。
所提出的概念完全不同。甚
至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奥运
会。然而，它们都是白俄罗
斯制造的。设计者包括佐定
市“斯维塔纳克”工厂和“
索洛-平斯克”私营企业。克
西妮娅·桑科维奇忍不住赞
美：
—我们的白俄罗斯制造商在
为欧洲运动会准备制服方面
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可以做
得很好，所以我们对东京的
也很放心。被运动员们认
可的设计者们确实很努力。
他们说，与以前的奥运会相
比，设计有了很大的改进，
从远处可以看出来。但是，
对于女孩来说每个细节都很
重要，所以她们自己也做了
一些调整。不过，让她们穿
上衣服看看，同时比赛也不

是时尚表演，最重要的是功
能。总统提请注意这一点：
—还要看布料，舒适为上。
之后克西妮娅·桑科维奇对
布料进行了一系列科普。选
择制服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
气候和季节。参赛人员很明
显不会穿比赛服出行。一切
都应计算到最小的细节。克
西妮娅列举道：方阵服装、
训练服、奥运村服装、不同
温度时穿的服装…顺便说一
句，运动员们对面料没有任
何抱怨：
—她很轻，很自由，很透
气。我想在东京不可能有什
么比这更好了。—亚历山德
拉·杰拉西梅尼亚满意地说。
卢卡申科认为，比赛就是比
赛，但是我们的运动服，在
奥运会后应该成为体育爱好
者的追求。
德米特里·乌姆比罗维奇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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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号

浣熊、鹿和超级
马铃薯
每个体育迷都可以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世界杯吉
祥物，该吉祥物将于2021年5月7日至23日在明斯
克市和里加市选出
这只甲虫被选为世界冠杯吉祥物

来

自白俄罗
斯和拉脱
维亚的100
多份申请
书被递交
至吉祥物创
意大赛。此
外，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工作
室以及冰球球迷们也提供了
设计作品。
30个设计作品通过竞选成功
入围。顺便说一句，此次竞
选的裁判包括明星和比赛冠
军。其中包括白俄罗斯的迪
纳摩导师米哈.格拉博夫司
科，四届奥运会冠军达莉
娅.多姆拉切娃，卡姆迪俱
乐部主席安德烈.斯克拉哈
德，“Bi‑2”小组成员，UFC
冠军安德烈.奥尔勒夫斯克，

自由泳冠军安娜·古斯科
娃，白俄罗斯电影总导演弗
拉基米尔·卡拉切夫斯基和
FCB主席根纳季·萨维洛夫，
还有来自拉脱维亚的拉脱维
亚冰球联合会主席阿依格拉
克.卡拉维吉克，电视节目

主题内容
 总统签署了关于准备和举办世界冰球锦标赛的法令。该文

件的制定以举办第二届欧洲运动会和美国田径比赛的经验为
基础，它为准备世界冰球锦标赛提供了全面的参考方案。该
法令为参赛者、比赛组织者和外国游客建立了免签证制度，
免费为外派人员提供公共交通工具，并免除公路费。该文件
规范了参赛者和游客的医疗保健，国有资产的使用权以及社
会广告的放置。此外，它还为世界杯理事会提供无息贷款，
并降低成本以确保赛事的高水准。

HOCKEY.BY

主持人阿尔曼.西姆和阿依维
克.谢丽诗，拉脱维亚锦标赛
组织委员会负责人艾德格拉
克 . 布 茨 克 ， Brinstorm魔 法
乐队的吉他手尤巴塔斯，歌
手伊塔斯.布苏里克和卡斯巴
勒克.布鲁斯，以及拉托维亚
BITЕ通信公司执行董事。
竞选的获胜者将获得比赛组
委会的礼物和观众鼓励奖。
应当指出的是，每个国家都
有选择最爱的吉祥物的权
利——拉脱维亚方面也将通
过公众竞选确定出最佳吉祥
物。
达里亚·柳芭维奇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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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人

高标准的生活

格罗德诺农业学院的学生弗拉
迪斯拉夫·齐迪克于1978年
在官方的联赛中以农科学生的
身份创造了新的跳高记录——
2.12米。这是他的个人记录。
他的人生道路上还有其他重要
的高度：国民议会议员的崇高
地位，举办许多摄影展览，出
版摄影集以及连续参加所有
五届明斯克半程马拉松……尽
管对他来说运动生涯的巅峰已
经过去，但是弗拉迪斯拉夫·
斯坦尼斯拉维奇仍然坚持锻
炼，乐观而不间断地训练：在
2016年意大利安科纳举行的
欧洲退伍军人锦标赛中，他在
跳高比赛中排名第六。作为明
斯克地区田径协会的负责人，
他现在正努力帮助运动员备战
2020年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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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多亏了弗拉迪斯拉夫·齐迪
克，我们的读者已经了解了有
关著名运河一些细节（“奥古
斯托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白
俄罗斯》2019年第12期）。在
这次交谈中，我们发现我们
的对话者过着积极的生活，以
至于我们无法以新的视角来看
待他。我们希望与弗拉迪斯拉
夫·齐迪克的对话继续下去，
这将有益于我们的读者，尤其
是外国读者，让他们更好地了
解白俄罗斯人的性格，并对他
们的生活方式有所调整。
我们还谈到了体育在塑造格罗
德诺地区乡村男孩性格方面的
重要作用，关于他的生活理
念，他积极参与（尽管已经退
休）该国体育界的活动。
顺便说一句，弗拉迪斯拉夫·
齐迪克在意大利安科纳的欧洲

退伍军人锦标赛中表现出色，
一则文章这样评价这位白俄罗
斯人：“在白俄罗斯，男女的
预期寿命相差约10岁，而在西
欧则为1-2岁。这与以下事实
直接相关：男人，即使是以前
从事体育运动的男性，在某个
时候也会失去这种能力，变得
非常被动。同时，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和工作负荷。在西欧，
他们的同龄人继续从事着体育
事业，甚至是参加国际水平的
赛事。这不仅使他们能够保持
健康，而且即使在他们八九十
岁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自己被
尊重和成功的意义。”这就是
我们的同行。
“弗拉迪斯拉夫·斯坦尼斯拉
维奇，我们知道您有一个积极
的生活态度，有很多不同的兴
趣爱好。简短地告诉我，您的
才能在哪些领域得到实现？”

社会中的人
“确实，我仍然想做很多事
情...我是白俄罗斯作家联盟
的成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摄
影师，摄影作品展的作者，并
出版了一些摄影集。我还负责
一个退伍军人中央委员会。而
且，我还是白俄罗斯田径协会
会主席团的成员，也是明斯克
地区协会会的负责人……”
“现在的关注话题是为东京奥
运会做准备，为体育比赛做准
备。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特别
是关于白俄罗斯的田径运动。
让我们从您在比赛中取得的最
高成就开始。”
“1978年，我跳了2.12米。那
场比赛是在乌克兰的第涅伯罗
彼得洛夫斯克(现在是第聂伯
河市)举行的。我记得当时，
著名的第聂伯河足球队被踢出
了大联盟，这场比赛被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同一个体
育场参加跳高比赛，我们也留
下来看了这场足球比赛。那是
苏联农业大学锦标赛—我记得
有101所大学参加。我当时在
格罗德诺农业学院学习，专业
是农学。从智多米扬斯克中学
（位于格罗德诺州）毕业后，
我去了格罗德诺体育文化专科
学校。这是我当时的决定，不
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理解
我。我记得1971年8月底，我
父亲问我，‘邮递员为什么
来这里?’我说：‘他来送技

校入学通知书的。’我的父亲
很不高兴！他甚至连一句话都
没说。这不是他对我的期望，
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名农学
家。我去那里是为了运动。我
在专科学校上了十堂课后就去
参军了。我记得父母给部队里
的我写信时问：‘那么，你要
上大学吗，从部队退伍之后你
会去学农学吗？’退伍后，我
以领班的身份去了一所技术学
校。”
“我们在一次采访中读到，在
部队里，您有机会去了列宁格
勒列宁体育场训练。”
“是的，我很幸运。我直接在
列宁格勒服役了18个月（在帕
尔戈洛沃的训练部队服役了6
个月），我的教官看到了我的
勤奋：这样我就不会失去运动
能力。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地训
练。197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
从专科学校毕业。我立即申请
了当地历史学院的历史系。之
后我代表“收获”协会去了戈
梅利参加比赛。那里的家伙们
说服了我：‘来上我们农业学
院吧’。最后,我在那里开始了
学习。父亲当然对这个选择感
到满意。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想
要有运动特长的男孩。对我来
说，体育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我记得我回到家，回
到我的农场，在我祖父家的花
园里挖土,系上鞋带，然后跳起

跳远选手弗拉迪斯拉夫•齐迪克在国家监督委员会工作人员中跳远

来。那时我在拥挤的乡村道路
上奔跑。当然，我不习惯被村
民看到我在跑步。父亲问：‘
儿子，天黑了你还跑吗？’我
有些难为情（我被嘲笑）。这
就是我对运动的狂热。”
“显然，这就是您领导地区田
径联合会的原因……”
“可能是吧。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我未能充分发挥我的体
育潜力。最重要的是，由于在
中学时期缺乏有针对性的训
练。我必须每天帮助父母做家
务……我开始系统训练有点晚
了，事实上，在退伍之后，或
在入伍之前，我只接受过体能
训练。训练从我21岁开始。当
然，2.12米的高度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和成就。”
“马克西姆·普里塞科夫现在
多大了?”
“他在18岁时就声明要参加国
际赛事，现在他21岁。他是值
得父母骄傲的有才华和有修养
的运动员。”
“你有你跳过2米高时的照片
吗？”
“有。当然有，是黑白的，因
为那是70年代。那时确实是我
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我能很
轻松跳起就摸到篮球框那可是
有3.05米高。我知道，这在苏
联时期是罕见的。它也是弹跳
技术的训练元素之一。那时，
还有另一种有前途的跳高方

年轻时的弗拉迪斯拉夫•慈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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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人

从左到右：弗拉基米尔•慈迪克、阿诺德•斯图斯克、塔玛拉•斯图斯克、阿纳托利•叶尔米什。

式，现在可能不再需要了：跳
高者使用离心力、速度、灵活
性……”
“如您所见，体育运动提高了
您的生活水平……”
“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为工
作而工作，工作造就我们。体
育也可以这样说。我是说，什
么是运动?这不仅是锻炼，也
是思维练习。在你达到跳高
的目标之前，你必须先在头脑
中达到这一目标。在积极的、
高压的、极端环境的训练中，
大脑的潜力也会被激发。相信
我，我通过体育达到了顶峰，
掌握了大学才会有知识。例
如，我很自豪地说，在高等数
学中，我是班上最强壮的。”
“弗拉基米尔·斯坦尼斯拉
夫，您从哪一年开始担任明斯
克地区田径协会负责人的?”
“从2015年开始，快5年
了。”
“在国家委监察员会工作期
间，你是否还设法保持了良好
的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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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我都一直
坚持锻炼身体。有时，我和当
时的教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
朱克一起在体育场跑圈，他现
在是白俄罗斯马克西姆师范大
学的校长。委员会有时不得不
打破常规，提高办事效率,甚
至是翻倍地提高。就像他们说
的,我现在依然保持着拼搏的状
态。在别墅里,我经常在横梁上
做12个引体向上。参加半程马
拉松比赛,我参加了所有五届明
斯克马拉松比赛。当然，为此
我一直在锻炼，否则我的身材
很快就会走形。2016年,我担任
国民议会议员时，与其他白俄
罗斯运动员一起参加了在意大
利安科纳举行的欧洲退伍军人
锦标赛。我在跳高比赛中获得
第六名—我认为，这对于63岁
的我来说还不错。”
“请告诉我，白俄罗斯田径协
会也在为参加奥运会做准备工
作吗？”
“当然，这是协会的职责，旨
在训练最出色的运动员代表国

家参加奥运会。经过一段时间
的选拔，我们会确定哪些运动
员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
会，他们将为国家荣誉而战。
在为四年期的准备过程中，我
们已经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
我们将继续积极而迅速地解决
新出现的问题。我们负责服
装、装备、训练营,也包括出
国旅行。我们事无巨细地与教
练进行沟通。白俄罗斯田径协
会主要负责组建国家队，该协
会的主席是著名运动员,世界冠
军,奥运会银牌得主瓦迪姆。”
“您负责哪些具体工作？”
“我负责选拔各个项目的队
员。我们的安娜斯塔西娅·
米隆奇克·伊万诺娃在跳远
比赛中表现出色2019年3月在
格拉斯哥，她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6.93米。她赢得了欧美比
赛。今年她已经赢得了在德国
波鸿举行的国际锦标赛。她是
明斯克地区协会的成员，代表
斯卢茨克参加了这项运动。由
于在协会中的辛勤工作和取得

社会中的人
的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位运动
员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台电视
机。顺便说一下，现在，女子
跳远的世界纪录是7.52米。如
果您想参加奥运会，就需要达
到7.20-7.30米的水平。在白俄
罗斯，女子跳远的纪录是7.01
米。我们对安娜斯塔西娅寄予
厚望。”
“我们还听说，以您命名的田
径公开比赛将在白俄罗斯举
行：齐迪克公开赛。哪些运动
员会参加？”
“他们有跳高、跳远、三级跳
和撑杆跳。公开赛每年在明斯
克共和国奥林匹克运动训练中
心举行。这一比赛不仅包括年
轻的运动员，而且著名的跳高
运动员也会参加。帕维尔·西
尔维斯特(他的纪录是2.32米)
、安德烈·斯卡贝尔(他的纪
录是2.29米)和其他运动员将
参加这此比赛。目前的纪录显
示，卡瑞娜·塔兰达(她已婚)
是白俄罗斯最好的跳高运动
员之一:2.00米(白俄罗斯纪录
2.01米)。”
“白俄罗斯奥运田径队都由哪
些人员组成?”
“像往常一样，除了运动员
外，他们的教练和医生也会

去。目前，已有16名运动员获
得了参赛资格。其中包括我们
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奥尔加·
马祖里奥克，她也是明斯克地
区协会的成员。马克西姆·涅
佐科夫—他来自维捷布斯克，
在跳高比赛中表现出色—2.35
米。埃尔维拉·赫尔曼，百米
跨栏，跑了12.63秒。我们非
常期待艾琳娜·塔莱和其他运
动员们的出色发挥，这些运动
员以往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他们
高超的运动天赋。”
“您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在奥运
会上的表现有何预测？”
“在体育运动中，一般不会预
先设置获得奖牌的目标。我敢
肯定，每一位奥运选手都会竭
尽所能登上领奖台。我希望白
俄罗斯运动员都能好运常伴。
在奥运会开始前的剩余时间
里，除了关注运动员的个人
训练外，我认为应该特别关注
心理问题。事实上：为了获得
好的成绩，运动员在身体和技
术上都应该做好准备。但是在
比赛关键的起步阶段，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控制好焦虑。运动
员担心，他想要最佳的表演方
式-神经紧张，最终会影响到
最佳的表演方式。运动员感到

焦虑，要表现得更好—这是一
种紧张的过度反应，最终会对
他的表现产生不良影响。”
“心理学家会和我们的运动员
一起工作吗？”
“是的，他们一起工作但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教练扮演着
心理学家的角色。实际上，我
们可以说，90%的运动员的心
理辅导是教练完成的。教练
会对运动员进行单独的心理
辅导。同时，我确信专业的心
理学家必须与高水平的运动员
和教练进行面对面的合作。不
仅是在奥运会筹备阶段，而且
如果运动员有需求，它也会间
断。运动员需要不断的陪伴，
心理上的调整，以达到更高的
目标。不像现在，六个月后的
奥运上，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心
理咨询，以便免于无意的伤
害。我的意思是，心理学家应
该和运动员相处，深入了解他
们内心的微妙变化。”
“也就是说，心理学是获得更
高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重要！世界上，在实际
训练中运动员可以创造更高成
绩这是很平常的。有一个毋庸
置疑的道理。有必要帮助一个
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以使

维拉•奥皮马希

东京奥林匹克冠军Elena Volchetsky(1964年)与自己曾经在格罗德诺体育技术学院教授过的学

基第三次赢得欧洲锦标赛奖牌

生体会面。这是一场时隔45年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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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到最高水平。教练的任务
是帮助运动员以最好的身体状
态参加重要比赛，参加训练。
心理学家应该帮助运动员保持
所谓的斗志—同时不要疲惫，
以保持情绪平衡。毕竟，运动
员通常年轻人，他们的荷尔蒙
和肾上腺素分泌旺盛。他们很
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此渴望胜利会阻止这种情
况的发生吗?”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不仅
在体育运动中。例如，就像女
主人有时想做一顿丰盛的汤，
招待她的客人。但有那么一会
儿，她心烦意乱，把盐撒多

的成绩是1.61米，然后在部队
是1.75米，之后有些停滞，然
后是1.95米，再到2.05米。重
要的是要知道所有这些细微差
别，为突破和暂时停滞做好心
理准备。从心理上讲，克服两
米是困难的。所以心理训练是
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是否知道我们运动员的心
理训练有什么不足吗？”
“我当然知道，我的朋友格里
高里·辛尼辛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铅球教练。当格里高里还小
的时候，我经常和他一起去参
加比赛。顺便说一句，他获得
了第27届悉尼奥运会的冠军。

跳高运动员安德烈•斯卡贝卡和马克西姆•内塞克的出场，
让《体育皇后》的粉丝们感到高兴

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汤已经不好喝了。对于运动员
而言，心理准备应该是整个训
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
他们所说，就像‘我们的父
亲’。我记得我也亲身经历过
多次这种心理崩溃。看起来他
已经准备好了伸展和拉伸。如
果你想跳的更高，你就要在头
脑中设定更高的目标。这时你
的动作与思想已经无意识地混
杂在一起，而这种思想并不总
是好的。有时候，你会对起步
感觉更好，你会无意识地做所
有的动作，然后你就会自由而
轻松地起跳。就像让绒毛直立
起来一样！我记得，我的成绩
是分阶段提高的。我在高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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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尼辛是一个伟大的教练，
有自己的训练方式，有很多手
段。然而，这位经验丰富的铅
球运动员在2019年欧洲杯上甚
至没有得分，尽管他做好了
充足的赛前准备。这意味着一
些心理层面的东西没有得到完
善。因此，有一个好的心理学
家是很有帮助的。”
“弗拉迪斯拉夫·斯坦尼斯拉
维奇，请允许我对本主题进行
推理。我的意思是，有时候在
生活中有一些休息是很重要
的，就像您说的，训练过程
可能会变成—尤其是对情绪不
稳定的运动员来说—繁重的压
力。当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些很棒的人。柳

波夫和德米特里·费德诺夫在
那里作为原创艺术家表演:在
酒店为客人提供瑜伽表演。
现在，他们的心理训练经验是
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克服痛
苦方面。德米特里的平衡感很
强，他现在不到60岁。此外，
德米特里长期以来设计并完全
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滑板：由于
滑板上的波浪形状，他能够以
相当快的速度移动，甚至从一
个角度向上移动。与此同时，
德米特里告诉我们小脑是活跃
的。他现在正在做一个滑板表
演，他在《了不起的人》中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顺便说一

伊琳娜•朱克，白俄罗斯跳远运动记录保持者

下，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他的
视频。据说，费德诺夫的滑板
可以使人轻松地训练，使整个
身体灵活移动，缓解压力，平
衡情绪。如果这些人和我们的
运动员一起工作呢?也许他们
的经历中会有一些对年轻人有
用。柳巴是受过培训的老师，
他和德米特里准备前往白俄罗
斯：在苏联时期，他们随马戏
团表演访问了白俄罗斯的许多
城市，而当联邦解体后，他们
被迫前往了土耳其。”
“当然，了解他们会很有趣。
需要思考。这并不是什么秘
密:世界一流的运动员有他们
自己的训练技巧，他们当然
不会告诉你。体育之所以伟

社会中的人
大，是因为它不懈的追求：如
何取得更高的成绩，并承受这
些身体，精神上的超负荷。我
们知道：在周期性压力下不断
工作的某些肌肉会‘阻塞’。
直到能量耗尽。那些处于休眠
状态的肌肉才会得到锻炼：我
们无法触及的。这些是深层的
肌肉。也许游戏，一些不寻常
的东西，甚至是奇特的东西，
真的适合运动员的日常训练。
我们年轻运动员的另一个问题
是“明星病”。在这里，年轻
的天才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变得骄傲，不再进步。他们没
能达到成功，他们松懈了，停

对于保持高水平的运动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成功的
案例。例如，现年42岁的链
球投掷运动员伊凡·蒂洪举
世震惊：在里约热内卢的比
赛中他为白俄罗斯赢得了银
牌。我非常了解伊凡，他也来
自格罗德诺地区的斯洛尼姆，
他开放、友善、情绪稳定。是
的，他工作很多—但他知道如
何管理自己。”
“心理学家说，在任何工作
中，在任何压力下，重要的
不是反应，而要保持内在的
平衡——这样您就可以减少疲
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摄于艾尔维拉•赫尔曼和阿林娜•塔拉伊在白俄罗斯、巴尔干国家、波
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国际田径比赛会议上发言后

止了紧张的训练。这种傲慢也
是一种心理不稳定的表现。我
只是为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感到
难过。如果结果不稳定，这也
是运动员无法控制自己的明显
迹象。”
“因此，在准备的这一部分，
我们需要取得进展……”
“就像大家说的，总部正在
寻找解决办法。如何帮助年
轻人，如何支持他们。运动
健将、经验丰富的专家以及
教练组正在研究制订培训方
法。在休息、小跑、洗澡时
都能进行训练。即使在高海
拔地区，也可以锻炼身体。
这样你的肌肉和大脑就不会
有持续的压力。饮食和休息

“我们知道您在不同的地点举
办过摄影展……”
“是的，这是我的爱好。顺便
说一下，我从五年级就开始拍
照了。从思明、伟林，然后是
费利克斯、锐视、泽尼特相机
到现在的佳能550，这些还不
够专业。我还在不断学习。
从苏联学生时代起，我就是一
名公共通讯员，并且至今保持
着这一身份。我记得是摄影师
阿尔卡季亚（格罗德诺真理报
的摄影记者）开创了体育摄影
的先河（他成功拍摄了篮球比
赛的那一刻），我真的很喜欢
他。我向他询问有关拍摄的问

德米特里•卡尔普克，白俄罗斯掷铅球青年组冠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
这样做。年轻人怎么解释呢?
事实上，自我意识是现代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体
育。你按下电脑键盘上的键，
它就会给你需要的结果。人是
一台更复杂的机器。我相信，
当一个运动员进入白俄罗斯国
家队时，他将会得到很多的关
注。这包括国家、田径协会。
老实说，只要我还在，我就想
为别人做点好事。我这么说不
是为了自吹自擂。我们在苏联
时代就是这样长大的，这是我
们与生俱来的。虽然，尽管我
在乡间别墅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我仍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项
目。”

题，实验室工作的细节。这是
可以理解的:有才华的人永远
不会停止学习。”
“您的妻子对你把精力放在家
庭之外有什么看法？”
“她表示理解。多亏了她的支
持，我才得迈开人生的第一步
（微笑）。拍照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爱好。此
外，任何摄影展览都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拍照、打印照
片、布展、交通支出等等。我
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我
们要做一件事，那就要努力做
得漂亮、完美。这对人民和国
家都有好处。”
由瓦伦蒂娜和伊万·
日单诺维奇编写。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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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更加了解
白俄罗斯友好国家的重大节
日——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
在明斯克举行

众

众所周知，1949年11月，印
度通过了宪法，该
宪法于1950年1月
26日生效。这个国
家的命运与英国独
立有关。在这一节
日里，印度人民参
加了游行和文化活
动。而主要庆祝活
动包括阅兵式，首
都新德里举行。
那我们呢？
1月24日，印度驻白
俄罗斯大使馆在明斯克
希尔顿酒店举行了国庆纪念
晚会。应印度驻白俄罗斯特
命全权大使桑吉塔·巴哈杜
尔的邀请，各国大使、各部
委的代表、与印度驻白俄罗
斯大使馆互动的国际和公共
组织代表，以及媒体参加了
庆祝活动。一些印度公民由
于各种原因在我国（白俄罗
斯）生活了多年，他们是学
生、商人和医生。当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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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阅兵

度人的朋友在白俄罗斯有很
多。
印度的音乐、异国风情的香
气营造出节日气氛。大厅柔
软的地毯也增添了光彩，地
毯的一侧衬有透明烛台中燃
烧的蜡烛。维捷布斯克医科
大学学生Bhatta Sushana的绘
画展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您可以在进入大厅的过程
中很容易地结识他们。根据
协议，每位到达庆祝活动现
场的嘉宾都会与大使夫人会
面。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她
的尊重和喜悦。我们欢迎大
使夫人，对她与我们出版物
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
们走进房间，在那里，可以
站着或坐在高脚桌或低矮的
地方，坐在舒适的小沙发上。
晚会以大使夫人的欢迎辞开
始。在视频屏幕上的讲话期
间，可以阅读俄语字幕。外
交部副部长瓦迪姆·多普库
纳斯讲白俄罗斯语。同声翻

印度和白俄罗斯有着
传统而密切的关系。
印度是承认白俄罗斯
1991年独立的首批
国家之一，那一年两
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
系。印度使馆于
1992年在明斯克开
设，而白俄罗斯使馆
在新德里于1998年
开设。白俄罗斯于
2002年12月在加尔
各答开设了领事馆。

译成的英文也可以在视频屏
幕上查看。演讲结束后，大
使女士邀请客人品尝印度菜
肴并在娱乐节目期间进行交

流。一个巨大的旗形蛋糕也
被切掉了。我们观看了明斯
克各个团体的印度舞蹈，喝
印度Masala茶，还与我们出版
物的未来英雄进行了交流。
本期杂志将为您介绍由大使
夫人亲笔的科幻题材小说
《一夜的尾随者》
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桑吉塔·
巴哈杜尔夫人在白俄罗斯的讲话

谢谢大家与我
们在一起！
我今天非常高兴，并热情
地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庆祝
这一重要的日子。在这个
重要的日子里，由印度人
民提出的印度宪法于1950
年1月26日正式通过。印度
于1947年8月15日获得独立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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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和印度
在世界观上有很
多共同点。我们
各国始终支持需
要加强国际和区
域安全，在各国
之间建立信任并
发展友好对话的
想法。白俄罗斯
和印度一贯坚持
国家主权平等和
和平解决争端的
原则。白俄罗斯
人民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受影响
最大的民族之
一，它接近圣雄
甘地的非暴力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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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二年，宪法委员会
才制定了世界上最长、最详
尽的宪法，使印度成为共和
国。之所以将1月26日定为
共和日，因为1929年的这
一天，印度国民大会宣布印
度独立，拒绝了英国政府提
议的殖民地地位。这似乎是
世世代代记住和了解民族觉
醒和骄傲时刻的最好方法。
印度共和国的实力和稳定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宪法的高
水平。正如宪法委员会主席
Bhimrao Ramji Ambedkar
博士说的那样：“我感到宪
法有效而又灵活，足以使我
国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保
持团结。”宪法的统一精神
创建了像印度这样的多元化
国家，该国拥有许多族裔、
语言、文字、宗教、哲学、
传统、历史、地理、建筑和
文化表现形式。去年，印度
人民以空前的人数，不仅是
印度，是全球历史上投票率
最高的选民，以压倒性优势
选举出了第二任总理纳雷德
拉·莫迪，这一事实是一个
重生的国家的强烈意愿和集
中的愿望。新政府在过去的
一年中做出了重大决定，以
进一步加强印度第一任总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确定

的印度独特的素质——多样
性统一。

“宝贝，你走了
很长一段路！”
-印度的能源格局已发生变
化，本月底将完成100％的电
气化
-用1.4万亿美元投资的基础
设施，道路，铁路和地铁网
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
展，从而提高了通信能力。
-在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中，印
度的增长率已超过6％，几
乎是去年世界平均水平的两
倍。到2019年底，印度经济
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在一年
内跃升了14位，在世界银行
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经商
便利度排名第63位。
-以Shakti-Force命名的项目成
功完成，印度外层空间探索
组织的力量使印度成为拥有
反卫星武器的4个国家的精英
集团。
-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成
功在月球上进行软着陆的国
家，并且是第一个使用自己
设计的Chandrayaan-2飞船在
月球南极着陆的国家。
-中央政府直接将印度查姆和
克什米尔邦改组为两个独立

友好模式
的联合领土，不仅大大减少
了跨境恐怖主义的威胁，还
恢复了该地区居民的权利，
并将其添加到国家的发展成
果中，由于1949年分配给该
地区的“特殊领地”临时政
权，他们被剥夺了土地。而
在短短几周内，使这两个联
合领土恢复正常。
-2019年12月的《公民法》
修正案恢复了印度向在其国
家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提
供庇护的传统。这就是我们
对在基督出生之前在印度寻
求避难的犹太人、两千年前
在喀拉拉邦避难的叙利亚基
督徒、一千年前来到古吉拉
特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以
及不久之后跟随他们到来的
非洲人。印度现已向在2014
年之前抵达印度的受迫害的
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
徒、波斯教徒、查那教徒和
基督教徒授予公民身份保护。
-2019年也是印度对体育的
骄傲。印度运动员从国际比
赛中带给印度许多奖牌和奖
杯。我们获得了FIFA U-17国
际女足杯冠军。
-斋浦尔粉红色城市已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
产。组装的第一架印度子弹
头列车在德里和瓦拉纳西之

桑吉塔•巴哈杜尔夫人和安德烈•达普基乌纳斯先生。庆祝活动的切节日蛋糕环节。

间运行，为普通百姓带来了
交通革命。
-到2019年底，印度98％的农
村人口可以使用现代卫生设
施，而2014年为34％。
当然，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
印度已经克服了所有挑战。
当我们看今天的印度并将其
与73年前进行比较时，就
会想到美国公司Philip Mor
ris 1968的广告活动中的那
句话：宝贝，你走了很长一

段路！但是，在稍微改变了
托马斯·莫尔的著名句法之
后，我们仍然必须兑现我们
的诺言，而且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您可能会想起其
中的一些：针对世界上最年
轻（也是最大）的人口的教
育和工作，满足快速城市化
的要求并减轻其对环境的影
响，为13亿人口组织卫生系
统、卫生条件和饮用水，与
环境污染作斗争，克服水资

明斯克舞蹈团队活跃了节日气氛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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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短缺，失业和性别不平等
现象，提高公共行政质量。
我们正在努力应对这些挑
战，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而
且确实在吸引投资，技术，
职业教育系统和咨询服务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充满欢乐-关于
白俄罗斯！
在印度经济各个部门中看到
的爆炸性增长为我们亲爱的
白俄罗斯老朋友提供了巨大
的机会，我们去年邀请了白
俄罗斯其中一位代表参加了
为印度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
建造廉价住房的工作。我很
高兴地注意到，白俄罗斯以
崭新的面貌看待印度，并开
拓了新的非传统领域，例如
食品和饮料生产、医疗和外
科设备、农业和采矿设备，
公共交通甚至加油站的设
计。去年，别拉斯首次赢得
了向印度提供重型设备的大
订单。仅这项技术的成本就
能将我们双边贸易的数量提
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我们
期待有关向印度城市提供白
俄罗斯电动公交车的成功谈
判，这些城市正在寻求公共
交通的环境替代方案。许多
其他投资提议正在成熟。我
们希望他们在一两年内结出
硕果。去年9月至10月，第一
部印度故事片与白俄罗斯电
影制片厂一起在白俄罗斯拍
摄。电影上映后，我们预计
来自印度的游客人数将大幅
增加。也正在讨论在明斯克
和德里之间直飞的可能性，
这将增加两国之间的商业往
来和个人往来。去年，印度
为白俄罗斯公民引入了电子
签证。创新带来的积极动力
已经显而易见。在政治方
面，我们两国相处得很好，
相互支持。我们期待着进一
步的步骤来加强我们的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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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文化和教育交流已成
为常态，使我们的人民更加
亲近。去年在明斯克举行的
国际瑜伽日和印度日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功，12月访问
印度的白俄罗斯团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标志着
相互吸引。

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

关于个人
我想就我个人结束讲话。你
们中有些人知道几个月前我
失去了母亲。她在明斯克的
一家医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
几周。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白
俄罗斯当局，特别是外交部
在每个阶段对我的帮助，支
持和善意。在我人生中的艰
难时期，这对我来说意义重
大。我将永远怀着深深的谢
意，永远记住这一点。
现在，在我们开始娱乐之
前，请让我举杯：
-为了我们两国繁荣与和平；
-为了印度和白俄罗斯之间的
热情和牢固的友谊，以及我
们关系的稳定发展；
-为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健
康，长寿和成功；
-为了成功的明年，以及我们
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朋友
干杯。

谢谢大家与我们在一起！
印度万岁！
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Andrei Dapkyunas的讲话

我们各国人民都以自己艰难
而棘手的方式走向独立。但
是最后，我们对最高价值达
成了共识，这是真正的国家
独立，是社会自由全面发展
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
白俄罗斯和印度在世界观上
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各国始
终支持需要加强国际和区域
安全，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
并发展友好对话的想法。白
俄罗斯和印度一贯坚持国家
主权平等和和平解决争端的
原则。白俄罗斯人民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受影响最大的
民族之一，它接近圣雄甘地
的非暴力哲学。
但是，我们之间的联系远不
止这样。例如，像排灯节这
样的古老印度教节日，象征
着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
胜了邪恶，已经变得有点白
俄罗斯的味道了。
从2017年起，白俄罗斯每
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排灯节”活动。“一个人的
力量”旨在表彰为加强地
球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外交官和国际人物。这些
人在外交领域被授予奥斯
卡奖。白俄罗斯和印度是
这一举世瞩目的事的主要
组织者，使数十个国家围
绕善良和非暴力的思想团
结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
比利斯卡奇和真正友谊的
自然和象征性标志。
近年来，白俄罗斯和印度在
加强双边接触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果。白俄罗斯和印度总
统进行了互访。印度国会下
议院议长访问了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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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几年，我们期望在最
高水平上继续保持活跃洲际
接触的良好传统。
我们对我们加强工业合作，
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共同
努力感到乐观，并期望即将
举行的贸易、经济、科学、
技术和文化领域政府间合作
委员会会议取得良好成果。
在这一庄严的日子里，我谨
祝印度政府和人民和平与繁
荣、桑戈·巴哈杜尔大使夫
人安好，以及我们共同事业
取得新成功，希望发展全面
白俄罗斯和印度的合作，并
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
谊。
与维捷布斯克医科大学外国公
民培训学院二年级学生巴特·
苏珊的谈话

我于1998年出生在印度城市
Haridwar， 这 对 我 来 说 是 一

个灵感来源。我在那里度过
了他的童年。我七岁时对绘
画产生兴趣。我的父亲Bhatt
Minet和 母 亲 Bhatt Kiram支
持我的热情。随后，高中时
我们搬到了印多尔，我于
2017年毕业。在学校里，我
精通丙烯酸和水彩颜料的绘
画。多亏了老师古普塔、库
玛·阿库库研究了各种印度
的技术和风格、Patachitra绘
画、Madhubani绘画、Varley
风格、微型绘画。2014年，
我获得了美术比赛奖。小时
候，我喜欢戏剧艺术。顺便
说一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
的男主角获得了最佳奖项。
在维捷布斯克国立医科大
学，我于2018年进入外国公
民培训学院的“医学”专业。
我学习很好，我喜欢学习俄
语。我知道5种印度方言：印
地语、梵语、乌尔都语、孟
加拉语、旁遮普语。现在我

继续绘画，画国家传统风格
的作品，我研究欧洲现实主
义和抽象艺术。我画风景、
静物、肖像。我作品的主题
是哲学性的。它们反映了祖
国的传统和宗教，我使用印
度的各种民族风格。绘画可
以帮助我捕捉生活中最生动
的时刻。我真的很喜欢祖国
的自然风光，所以我描绘了
许多风景。这是我家乡的一
所房子，还有瀑布，我想一
大早就去那里。这些都是昂
贵的、贴心的地方。
对我来说，创作是一种休息
方式，它使我有学习的力
量。因此，对于音乐和绘
画，我总是有时间。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我的国家
庆祝活动，我感到非常高
兴。我也很高兴白俄罗斯对
我们如此友好，他们对我们
的传统，信仰和文化感兴趣。
由瓦伦蒂娜和伊万·
日单诺维奇编写。

进入大厅后客人们可以欣赏到巴蒂•苏珊娜的画作（大使夫人与画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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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主题
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
复兴了白俄罗斯历史

从

那时起，在“寻回遗失”专
栏中出现了数百篇文章，如
果再加上“星辰”、“家乡
之声”和其他报纸及出版
物，那么该主题将涉及一千
多种材料。每个此类出版物
都配有独特的插图，其中大
多数是首次向公众展示。
个人展览在白俄罗斯和国外举办了一百多次，
并出版了27本专辑，分别用白俄罗斯语、俄
语、英语、德语、法语、波兰语、阿拉伯语
和土耳其语出版。这些都是基于作为项目统一
中心的“白俄罗斯今日”出版的资料。专辑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在法兰克福、华沙、维尔纽
斯、莫斯科和世界其他城市参加了书展，也成
为了中小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素材。
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的项目展示了白俄罗
斯的多民族和多宗教，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献
给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王子
的专辑在各主教的祝福下发行的。《塔德乌
斯·科斯修斯科》这本书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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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历史教育项目“寻回遗失”是
一个赢得国际声誉的品牌。一切始于
著名历史学家、收藏家、作家弗拉基
米尔·利霍德多夫的热情，他决定分
享有关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独特知
识——他通过收集旧明信片和照片来
获得这些。首次亮相是2004年在“白
俄罗斯今日”杂志上。该项目迅速赢
得了读者的喜爱，使人重新审视了白
俄罗斯城镇的历史，发现了独特的事
实和光荣的名字。

馆两次发行，专辑《犹太教堂》在该城市的大
屠杀博物馆中展出。关于《塔德乌斯·科斯修
斯科》的简评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前总统兹
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关于两兄弟民
族的杰出英雄：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一本引
人入胜且内容丰富的书，他们不仅为自己的自
由而战，而且为美国人的自由而战。科斯修斯
科对人权、社会正义和国家主权的承诺是其历
史伟大的坚实证明。”
在对卡塔尔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总统将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
夫的《白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赠予了多哈
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2015年3月27日，在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国的一次特别召
集的外交使团团长会议上，纽约举行了一次
独特的研究。白俄罗斯时任外交大臣的瓦伦
丁·里巴科夫随后表示希望，《白俄罗斯与
穆斯林世界》一书将帮助伊斯兰会议组织成
员国更多地了解白俄罗斯，了解白俄罗斯对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尊重态度，以及其在国
家间加强多维互利合作的意图。

寻宝
帕斯克维奇亲王的

城堡（始建于20世

——“我致力于让历史遗产返回白俄罗
斯，”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奇说，“
看到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流浪的时候我总是
很难过...顺便说一句，我的收藏不仅是
明信片和旧照片。这还有印刷机、书写工
具、成套的报纸、书籍。我将其中的一些
藏品捐赠给了白俄罗斯的博物馆，并捐赠
给了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我希
望我发现的东西对人们有价值。”
“寻回遗失”项目超出了出版物。弗拉基
米尔·利霍德多夫遍历白俄罗斯，周围关
心自己的人组织寻找未知的历史古迹，他
从这些收藏中了解到很多。多亏了他——
1863年起义期间在维利哈奇村庄丧生的东
正教诵经人费多尔·尤泽富维奇，维利卡
市附近的1812年爱国战争中丧生的人的纪
念碑才被恢复。
除了纪念碑和展览，利霍德多夫还在创建
极具价值的博物馆！顺便说一句，在维利
卡的创意工作室中，他拍摄了一部有关弗
朗西斯·斯科林的电影《佩沙杜鲁克》。
此外，收藏家在开玩笑的同时还提供了对
展览品和他自己的儿子的拍摄机会，他们
扮演了第一位印刷者的角色。在白俄罗斯
东正教古代修道院，印刷和纸张史博物馆
也是在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的积极参
与下建立的。他因为为波罗茨克国立大学
设立展览会而被授予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作出贡献的纪念奖。在日罗维奇修道院和
明斯克的慈善之家，“寻回遗失”展览一
直在不断进行。在伟大卫国战争史博物馆
的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藏品展中有3万
多人参观。我认为，过去几年里，我们的
许多读者在白俄罗斯文字日、明斯克国际
书展和其他活动中都对他创建的展览“杜
卡斯基的院子”非常熟悉，一些人能够在
白俄罗斯伟大的先驱印刷机上打印出《斯
考林圣经》的一页。除了弗拉基米尔·利
霍德多夫复兴了弗朗西斯·斯科林外，博
览会还有另一个历史吸引力——使用15至
17世纪的技术造纸。一次，弗拉基米尔被
提供来重新制作稀有物：意大利大师乔瓦
尼·瓦瓦索里的旧地图，在上面可以看到
16世纪的白俄罗斯。为什么不呢？2017年
6月，在“寻回遗失”项目中这项工作被完
成了。
“在‘寻回遗失’系列书籍中，可以区分
出几组专辑”，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
奇解释说：“这些都是专门针对白俄罗斯
城市的书籍，读者可以在其中第一次看到

纪）

20世纪）
景观和纪念碑 （始建于

波拉茨克，1812年的城市

戈梅利男子中学

（始建于20世纪）

位于明斯克，古别那拉斯基大街拐角处的商店，始建于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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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
道院1800年的出版物、1841年至1849
年格罗德尼亚省记录集、16世纪至17
世纪的独特文件……所有文物都可供
图书馆用户查阅、数字化并投入使
用。此外，还将开展联合展览活动。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
院院长瓦吉姆·奇金：
——如今，“寻回遗失”项目具有多
个维度和分支。不仅报纸和展览参观
者的读者，外交使团、公众人物和政
府文化机构也对其深感兴趣。我们需
要沿着选定的道路前进，这与弗拉基
米尔·利霍德多夫的做法类似。他的
收藏很独特，其他人没有，但是我们
在白俄罗斯有一些值得骄傲的地方。
国家艺术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普
罗科普索夫：
弗拉基米尔•利哈德多夫 ——弗拉基米尔·利霍德多夫不是一
位对国家历史无动于衷的人，他是一
自己的故乡的某些类型，并探究其祖先的日常
位热衷“寻回遗失”的作者，该项目
生活。专辑《格罗德诺》和《明斯克》已经发 始于《今日白俄罗斯》，随着时间的流逝，该
行第二版，这证明了对此类出版物的需求。该 项目超越了报纸出版物的范围。他重新创建的
系列中有专门介绍历史人物的书籍——塔德乌 弗朗西斯·斯科林印刷机就是一个例子，不仅
斯·科西乌斯、亚当·密基维奇和朱利叶斯· 如此，还印刷了16世纪的威尼斯地图，从而可
斯洛瓦奇。顺便说一句，关于朱利叶斯·斯洛 以识别白俄罗斯的土地。将已还原的地图副本
瓦奇的书在白俄罗斯是第一本，而关于塔德乌 移交到包括我们在内的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和国
斯·科斯奇斯库的书在世界上是第一本，代表 家图书馆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是
了人生道路，并在旧照片中永久保留了美国、 在白俄罗斯印刷500周年之际。
法国和波兰民族英雄的记忆。有些专辑提供了
机会，可以让人目击军事事件——1812年战 莫斯科国立大学地理学博士基里尔·索科尔
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最近 作家：
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白俄罗斯红十字会历史的 ——不仅在白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也没有这
专辑《仁慈的使命》的介绍。在我们国家，有 样的书系。也许世界上也是这样。这位收藏家
专门讨论宗教派别故事的书籍。在罕见的照片 的出版活动令人印象深刻。我知道，白俄罗斯
上——东正教堂、天主教堂、犹太教堂、路德 国家在支持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奇·利霍
会教堂，其中许多已不复存在。
德多夫编辑文献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推动。最重
要的是，书籍、专辑、报纸和杂志都载有重要
的文字材料。出版物可以进入中小学，也可以
评价：
进入大学课堂。明信片能够而且应该帮助研究
国家图书馆馆长罗曼·莫图尔斯基:
国家历史。
柳德米拉·鲁布列夫斯卡娅
——感谢《今日白俄》为“寻回
遗失”项目所做的工作。国家
图书馆与弗拉基米尔·阿列克
谢耶维奇签订了一项协议，
并为弗拉基米尔·利霍德
多夫设立了名誉基金。收
藏家向图书馆提供独特的
历史文物，例如维伦修

36

SB.BY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文学对话

出生于里奥司涅什的
印度语翻译
白俄罗斯-俄罗斯边境地区---维捷布斯克州里奥司涅什区关于艺术，文学和当地历史的对话。
俄罗斯艺术家雅卡·格鲁毕夫（1913-1973）出生于韦列什科维奇村的里奥司涅什地区。他的
许多作品被珍藏于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立陶宛的博物馆中以及私人收藏中。
里奥司涅什也是白俄罗斯民族作家米哈伊尔·林科夫的出生地。美国作家安娜·斯特伦斯卡娅
（1877年-1964年）生于里奥司涅什·巴比诺维奇。她是杰克·伦敦的朋友，她出版过许多系
列书籍。白俄罗斯-波兰诗人兼书籍出版商亚历山大·雷平斯基（1811-1900年）的命运同样与
里奥司涅什紧密相连。

兹

兹拉曼.德姆什斯于1921年出生于雅诺维奇。
若干年后该居民区成为苏拉斯科地区的一部
分，现在已不存在此地区，目前该地区属于里
奥司涅什。从我们同胞的战前传记中了解到，
兹拉曼.德姆什斯曾参加了伟大卫国战争。他
从始至终都在战争前线。他在法西斯主义“
巢穴”柏林获胜。随后他进入莫斯科东方研
究所学习，并于1950年毕业。莫斯科东方研
究所的毕业生有：研究中国的学者，经济学
候选人，历史学博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928年-2003年），阿塞拜疆历史学家、历
史学博士，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成员奥克塔
依.艾芬吉耶夫（1926年-2013年），印
度尼西亚语言学家尤里·马祖（1924
年-1999年）和其他许多博学智慧的
人物。
在大学里，兹拉曼.德姆什斯学习了
印度语。从研究所成立的第一天开
始，他就在此从事科学研究。 1951
年至1954年在他结束莫斯科东方研究
所的教学实习后，他转到了莫斯科国
立国际关系学院。他完成了答辩，并
成为了语言学博士，荣获教授称号。
兹拉曼.德姆什斯写了许多关于语言
学领域的著作，编写了许多教学培
训手册，也参与编纂了词典中的某些

章节。他与格莱迪谢娃一起出版了印度语教科
书，该书于1953年首次出版，随后又增印了一
些。他也参与过印度语-俄语袖珍词典的汇编。
他还将小说从印度语译成俄语。由于德姆什斯
的不懈努力，苏联和其他俄语国家的读者了解
到很多印度作家。苏联语言学家的权威如此之
高，以至于他关于印度语语法的专著论文甚至
出现在印度语母语地区——德里（1966年）。
兹拉曼.德姆什斯还研究了乌尔都语。他专门编
写了一本乌尔都语教科书，该教科书于1962年
在“科学”出版社的东方文学版块中出版。 德
姆什斯于2001年去世后，《乌尔都语语法》在
莫斯科《东方文学》中发表。
一项关于里奥司涅什本地人的创
新科学研究被授予“德日瓦哈
拉.涅路”奖。
1990年1月6日，一名东方学者在
维捷布斯克地区去世。兹拉曼.德
姆什斯在白俄罗斯没有被提及
过。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
今天白俄罗斯的东方研究涵盖了
所有广阔的领域。我们的同胞--他们是当今学者，语言学家和东
方研究者先驱，是共同历史和共
同文化的成员之一。
谢尔盖•希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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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

中华文明研究
公园和花园
明斯克出版社“Mastatskaya Literatura”继续实施“中华文明研究”图书项目。讨
论了中国的公园和花园。

整

《整个世界处在同一个公园
里。中国公园和花园：在简
陋、朴素住宅时代中发现被
低估的自然景观》一书的作
者——杜道明，译者——玛
丽亚·阿克修彻。我们在内
容丰富的设计版本发行注解
中读到：“中华文明研究”
系列的其中一本书致力于研
究中国的公园和花园，其建
造历史取决于气候和地理特
征，并给出了中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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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伊斯兰国家自然景观
的比较。进一步说：这本书
适合所有与汉学有关的人，
以及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热
爱者。
中国的公园和花园可分为三
大类：皇家、私人和寺庙。
自然景观中还包含陵园、
公共公园等，其中帝国公
园和花园的历史最长。它
们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可
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故宫中

小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御花
园幸存至今。更大的公园和
花园也得以幸存，例如颐和
园和避暑山庄（清朝皇帝的
夏日庄园）。通常，私人公
园属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并
且集中在江南地区。它们当
然不像皇帝的那样宏伟，但
是具有自己的魅力，让人产
生联想，沉浸在回忆中。在
这样的公园里散步，您可以
写诗，进行哲学思考，也可

书架
以独立思考。如果我们谈论
寺庙公园，可以在各种高地
和山区中发现它们。通常，
此类公园会融入到周围的景
观。有时会在寺庙建起小花
园，以便朝圣者和游客欣
赏它们。有时，将单独的土
地分配给花园，这样的花园
与寺庙相连，例如上海龙王
庙。
这本书作者的以下观点似乎
很有趣：“在中国古代，儒
家思想的拥护者坚持以人为
本的思想，关于道德的思想
取代了任何宗教教条。如果
以此为指导，我们看中国寺
庙公园，就能更清楚地看到
实践中体现的人类优势的理
性观念。此外，它们还营造
出一种深刻、乐观甚至喜庆
的氛围。中国寺庙公园的主
要功能之一是作为欣赏美丽
风景的地方，因此该功能超
越了宗教界限……”
在科学研究和纪录片工作包
括以下部分：“从缩影中看
大世界：对中国公园和花园
的概述”； “争取首要地位
的斗争：中国公园和花园的

风景”；“精细而优美的工
艺：建立公园和花园的四个
基本技巧”；“自然与人的
统一：在中国公园和花园中
哲学思想的反映”；“优雅
与魅力：中国公园和花园的
美学”； “每个都有自己的

优点：对中外公园和花园的
比较。”
在明斯克出版的有关中国公
园和花园的书，是白俄罗斯中国书籍和出版关系发展的
重要事件。
谢尔盖•希奇科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39

真诚时刻

埃琳娜的初次登台
一个熟悉的女演员的独白摆脱无聊的方法
当埃琳娜·赫里斯季奇首次出现在青年剧团的舞台上时，排练之间在阳光下
休息的演员热情地吹口哨：上帝呀，她是多么地光彩夺目……

他

们没有把定义弄错，传神地
刻画出了少女的本质。 然
后他们谈论了在青年剧团的
女演员：一个光彩夺目的女
演员。埃琳娜与我们的友谊
是从法国女演员奥黛丽·托
图开始的，后者在出演了电
影《艾米丽》之后一举成名。短发的埃琳娜的
举止和行为有些“法国味”。她很有女人味，
精致、优雅和友善……甚至有
些轻微的无拘无束，有时她的
性格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可能
正是法国导演安德烈·法尼尔
在明斯克观看由吉恩·巴蒂斯
特·莫里哀的剧本改变的戏剧
《斯卡潘的杰作》时，他在埃
琳娜身上发现了她具有的欧洲
特征。在其中，埃琳娜扮演了
妮琳娜的奶妈，性情开朗、自
信，对生活和爱情有独到的见
解。她和另外两名女演员都是
由安德烈·法尼尔从剧院里挑
选出来的。顺便说一下，青年
剧团凭借这部作品在里昂进行
了巡回演出。 这是埃琳娜在
2000年自己生日前夕的首次登
台演出。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
角色和生日。 就像她说的那样，所有的东西，
埃琳娜都深爱着。最后，就像在安东·契诃夫
的戏剧《纪念日》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直到
死亡一样，这场演出是埃琳娜·赫里斯季奇对
自己最好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是属于她青年时
代的一个节日。 演出结束后，按照剧院以往的
传统，埃琳娜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小晚会，她是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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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令人难忘的白俄罗斯女演员出演的作品备
受瞩目。 她是青年剧团的首席舞台大师，获得
了弗朗西斯·斯科里纳勋章。她因在职业生涯
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奖项，她对白俄罗
斯人民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
外，埃琳娜·赫里斯季奇被文化部授予了“促
进白俄罗斯文化发展”勋章。
*如果我将自己的生活比作一条道路，那么我记
得那些时刻。它就像是一个明亮的车站，我在
那里，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仿
佛坐进了一台时光机，开始了
自己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我
记得我德尔父亲尼古拉·伊万
诺维奇，他是一名铁路工人，
一天下班回家后告诉我们说他
被授予了列宁勋章。我对他们
俩都记忆深刻，母亲伊丽莎
白· 蒂莫菲耶夫娜不再拖地，
她高兴地喘着气，欣喜若狂地
父亲询问细节……那个勋章在
我的小手上，就在我的眼前。
我记得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因
为他在铁路上的出色工作使他
获得了漂亮的“玩物”。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的两
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很爱我。
对于他们来说，我就像一个能
哄他们开心、敬重他们的洋娃娃一样。 也许这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早就学会了阅读和写作的原
因。还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一直在跳
舞。只是在我出生的巴拉诺维奇，我没有机会
学习芭蕾舞。在明斯克的舞蹈学校，我也没有
住外国学生的宿舍。 因为，我的父母不希望我
从小就与陌生人住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去
过各种舞蹈俱乐部的原因。 到了晚上，我回到

真诚时刻
家向家人展示我学的舞蹈。我也是个运
动健将，就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在巴拉诺
维奇人民剧院表演。
*高中毕业一年后，我进入白俄罗斯国
立戏剧艺术学院学习，师从杰出的教
育家亚历山大·布塔科娃。与弗拉基米
尔·马兰金不同的是，在我中学毕业后
没有跟他一样去工作，怎么说呢，都是
年轻人，他们招募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
男孩和女孩。其是我还比他们大一届。
在学校的几年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
于直到毕业我也不知道学到了些什么。
那是整整五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有趣。 我稍后
会讲到。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去了比博布鲁
伊斯克市的文森特·杜宁·马尔钦克
维奇喜剧剧团。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演了很多角色。 我都很喜欢。 你是否
喜欢我在加布里埃尔·扎波尔斯卡娅的
波兰戏剧《杜尔斯凯夫人》中饰演的梅
尔？我扮演一位年轻的英雄，一个工程
师。在多次访问这个伟大的国家——前
苏联期间，我收获了许多演出经验。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我们去了乌克
兰，在波罗的海旅游……
格里高利·博罗威克邀请我去了青年剧
团。他过去常在那里表演。 我的闺蜜
兼同学加琳娜·库哈拉斯卡娅已经在
这家剧团工作了，她大学毕业后就嫁给
了一个明斯克人。所以现在我们共用一
个化妆间， 同台表演。 我已经十几年
没演那场戏剧了！那场戏剧中有鹿、猴
子、花、男孩和女学生。她扮演了苏菲
公主这一主要角色——这部剧讲的是“
索菲是如何被绑架”的。它改编自亚历
山大·赫梅利克的戏剧《翱翔空中的外
星人》，其中我扮演了女学生马拉霍娃
这一重要角色。
*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时
刻和好玩的情况。这来自后台，观众并
不知道，这与我的白俄罗斯语甚至与狗
有关，它们是我在剧中的搭档。是的，
是的，我的长了四条腿的兄弟让我啼笑
皆非，不得不为此更换角色。 在《外
星人》中有这样一只绒毛狗。它围着
我跑来跑去，叫着……这是观众最喜欢
的。然后有一天，狗狗走到舞台上，默
默地坐下来，便下了一个“地雷”。观

众中所有的学生都笑坏了。我们演员们
也笑得前仰后合。想象一下，在这种情
况下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而不笑场是多
么难呀。大厅里的沉默使听众都能听见
呼吸声。 他们密切地关注演员是否会
踩到“地雷”。感谢上帝，没有人踩到
它，直到演出结束。没错，当幕布落下
时，我们在后台已经笑到流眼泪、打嗝
了。而在伏尔加格勒的巡演中，演出因
为绒毛狗不得不中断。只是不是明斯克
的那只，而是当地的一种大型圣贝尔纳
狗。它有着蓬松的长毛而且很温顺，让
人感觉很忠诚。这也证明它被训练的很
好。当他们把它带到舞台上，让它跑的
时候，圣伯纳德狗害怕了，开始在舞台
上狂吠。 然后它跑下舞台，一头扎进
了背景布里，把舞台的背景撞塌了……
我差点晕过去。 我不停地重复：“我
的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台下的观众发出哈哈的笑声和赞叹声。
不管怎样，我不得不在没有“狗”搭档
的情况下继续表演。

剧照：由斯
韦特兰•阿列
克塞维奇编
写的话剧
《这些糊涂
的老人》。
埃琳娜•赫里
斯托维奇饰
演柳芭。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41

真诚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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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台剧《斯卡宾纳
的欺骗》中饰演乳母
涅淋娜

话剧《纪念日》

▶

42

我的妈妈时，她明白了：这是基因的问题。我天
生就是这样。我的长相让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了15—20岁，我想说的是，这有时也是会闹笑话
的。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商店为了她丈夫的
生日买一张餐桌。还有香槟。我们在收银台结账
时，收银员对我说：姑娘，你不能买香槟……
他拿走了香槟。我笑着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
的情况，我的护照可以证明我的年龄。哦，我记
得我的朋友非常生气，她开始证明她和我都快40
岁了。收银员对我的朋友说:“你可能是40岁，

丹尼斯•帕辛 ▶
(格聂瑟夫将
军)和埃莱娜•
赫里斯托维奇
(安娜•茨普露
诺娃)正在给
有钱的新娘做
生日礼物

▶

*我的舌头也有毛病。我是俄罗斯人，有塞尔维
亚血统(曾祖父来自马其顿)。学校的教学远远
不够，所以我在空余时间开始学习如何用白俄
罗斯语表演角色。 现在我可以替换一些单词，
让台词听起来好笑。 “你什么时候开始讲白俄
罗斯语的？”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不止一次问
我。 当时他在剧院担任演员，并兼任文学部负
责人一职。当然，他对口齿清晰的要求非常苛
刻。当时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例如，当我在《
公爵夫人》中给一只穿着靴子的猫端上一锅蘑
菇时，我会把“蘑菇”一词发音为“棺材”。
当然，演员们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声。现在
想来也很有趣，但也有点尴尬。不过，我要补
充的是，我的舞台伙伴们对我的评论都是友好
的，他们没有冒犯的意思，他们对我“杰作”
的嘲笑都是善意的。
* 我对戏剧的热爱和迷恋是无条件的。我没有
扮演过一个我不喜欢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是一
个生命。独立、有趣、尽管它是虚拟的。你会
沉浸其中，思考它，它充满了你自己对这个角
色的理解和探索。
*作为一个演员和一个人，我从不感到无聊。事
实上，当有人说他们很无聊的时候，我很惊讶。
*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想说的是，你四肢健
全，你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
假装自己根本不存在这个世上。就我个人而言，
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一个奇迹。生命中总有许
多有趣和美丽的东西！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做些
什么。去某个地方，去见见我的朋友……我感觉
生活就像一列快车。似乎到不久前为止，我来青
年剧团已经又满一年了。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
年。我在青年剧团工作了35年，我一半的创作生
涯在这里度过。格雷戈里·波罗维克再次致电给
我。他是青年剧团的第一位首席导演。当时我们
没有自己的排练场地，我们甚至在晚上排练，但
工作热情非常高。
*岁月飞逝，我并不难过。毕竟我在做我喜欢
做的事。它使我保持健康。但是，如果我说我
脸上的皱纹使我感到幸福，那我就有些不太真
诚了。它们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起初，我
还有些震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除有你! 但
是我也不再渴望拥有年轻的皮肤，也不想用肉
毒杆菌来紧致肌肤或其他抗衰老的方法。当我
照镜子时，我对自己说：你的时间已经一去不
复返，这是生命的本质，衰老是自然过程。 我
都会一笑了之。
关于年龄还有一些细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
的脸上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我的朋友们很惊讶
地问我：伦卡，你对自己做了什么，你连皱纹都
没有？ 是的，我自己也很惊讶。 但是当我看到

温莎的风流妇人
话剧《纪念日》 ▶
中饰演墨丘基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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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姑娘必须出示她的护照……”我没有带护
照。所以我们就没买那瓶香槟。
*对任何年龄的女演员来说，好看都是很重要。
已知的方法是：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新鲜
的空气和愉悦的心情。我每天都在努力忏悔。当
我醒来的时候，我想，感谢上帝，我还活着! 在
某种意义上，每一天都是我的第一天。每一天都
是初次登台，这就是我的理解。每天都是我的首
映式。 作为演员我将如何扮演男人、女人？当
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心情很好，尽管有点

▶

Elena与舞台剧
《鸭雏》的剧组
人员合影

◀ 伊莲娜•赫里斯

LIUBOV MALYSHEVA

蒂奇和导演安德
烈•福尔尼耶在法
国里昂为话剧《斯
卡宾纳的欺骗》巡
作回演出期间

▶

话剧《纪念日》中，
伊莲娜与娜塔莉娅•
波德维茨卡（饰演银
行家的妻子）

累，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冒犯任何人，也没有因
为小事而烦恼，并且一天的演出很成功。观众的
掌声响起，我想起了他们的微笑，加倍的高兴:
演出进行得很顺利。这真是太好了!
*我从不羡慕“女明星”。你知道，她们不可能
都像选美比赛那样。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价值。
感谢我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他们总是告诉
我，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也知道我就
是我。我需要的是展现自己，而不是把自己伪装
成别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角色需要，
我自然会做出调整。 正如人们所说，必须会控制
自己。正如我在安东·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
舅》中，扮演了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角色——
玛丽亚·瓦西耶夫娜·沃尼基。一开始，当他们
给我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点生气，我想
知道我是不是太老了，没有别的意思……但一切
都很顺利。导演维塔利·卡托维茨基如此细致地
进行排练，以至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确实，没
有什么角色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是低微的。
很明显，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很乐
意别人给我提出建议。我多么喜爱我的角色，以
至于她就是我，以至于他就如我的儿子那样让我
舍不得他。我很高兴能够在舞台上转换不同角
色。我的同事告诉我，我扮演的沃尼基，在她眼
前仿佛活过来一样。当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一直记得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说过:好的
演员不会被角色所影响……我希望我成功了。
*我在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戏剧《这
些神秘的老人》中发现，要赋予角色“爱”的
性格并不容易。当然，媒体报道说我使用了独
白……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青年剧团新一季的
戏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当时我们被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迷住了。但是，我们的迷恋
并不意味着观众会喜欢。 我和我的伙伴都是战
后的一代。对我们来说，战争的恐怖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将你的生活、道德
经历与战时女性的经历、与每个角色的内在关
系联系起来。第二个挑战是，我们即要扮演中学
毕业后上战场的年轻女孩，同时还要扮演成年老
兵。这可能不能做到完美，但至少斯维特拉娜·
阿列克谢耶维奇注意到了我们的诚意、直率和兴
奋。此外，她对我们在表演中如何处理年轻人与
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很着迷。
*角色总是不够的。如果你是演员，你会想保持
忙碌。这是很自然的。忙有忙的意义。回顾过
去，想想你这辈子都做了些什么。总的来说，
有时候停下来是件好事!还有就是，享受生活，
因为每天都是新的开始。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方式。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
与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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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带来好心情的制片厂
或
请享受影片！
车轮旋转

较

较早之前，我们的“电视人”并没有拍摄白俄
罗斯电视剧。后来第一批项目的创建者承认：
编剧和演员Maxim Sokol以及导演Ilya Baranov
早已成熟，一切始于他们。ONT主任Marat
Markov支持这一想法：他提供了技术基础。
影片中的背景也没有问题：国家单一制企业
Belarusneft-Minskoblnefteprodukt的总经理Ana
toly Korotky同意影片在白俄石油公司的加油
站内拍摄。寻找演员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白
俄罗斯艺术家们很乐意地同意了参加这部国产
电视剧的演出。似乎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一刻。
“我上演过的最后一张白俄罗斯作品是6年
前发行的” ，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弗拉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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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白俄罗斯电影导演亚
历山大·埃夫里莫夫和波尔斯
基·克鲁兹斯托夫·扎努西拍
摄的电视剧试播版中了解如何
制作国内（白俄罗斯）系列
节目《夜班》以及第二套国家
电视频道“ONT”在该项目中
的作用。

尔·戈斯蒂孔欣说：“当然，我立即参加了新
的实验。我坚信，我们需要谈论自己，历史，
生活……白俄罗斯拥有一切资源。我真的很高
兴与一支年轻的专业团队合作。”
而Maxim Sokol揭示了电视制作过程的细节：
“ONT播出时间的30％被电视剧占用。而
且所有这些电视剧都是国外的。乌克兰人
和我们一起拍摄，而俄罗斯人几乎都在邻
国进行拍摄，因为我们拥有高质量的技术
和创新基础。是的，这些电视剧很有趣，
很受欢迎，需求量很大。但是在它们当中
并不是关于我们白俄罗斯人的故事。但
是，我们也可以拍摄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
的系列电视剧。”
Ilya Baranov补充道：

电视剧
“Maxim和我自己制作了第一个试播系列。我 么停电了，要么是无人驾驶的奇怪卡车到来，要
们不假装是杰作。我们只是想提供一部让我们 么听到了难以理解的声音……等等。
所有人都感兴趣的系列电视剧，以移动该行业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电视剧。它们很长，而且
的“飞轮”，使其旋转得更快。请提出您的想 并不总能证明花在它上面的时间是合理的。但
法，方案。我国的肥皂剧应当每周都播放，每 是，带有潜台词的轻巧幽默，《夜班》中的双
年拍摄十部、二十部、四十部，越多越好。我 重含义确实吸引了我。好像一个英雄偶然地给
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制片厂，进行拍摄。然后肯 了另一位必须在夜间值班的同事两朵花（偶数
定有人会尝试，结果证明它是一流的，受欢迎 在斯拉夫人中代表哀悼——作者注），而且我
的。我们已迈出了第一步。现在，我们邀请您 们已经知道当时加油站出了问题。一开始洒在
进行对话：您喜欢什么，如何改进？我们如何 地板上的酒似乎是鲜血……威利·尼利大笑，
他认出了自己和邻居。因为就像一开始所说
能够制作高质量的国内影片。”
某些白俄罗斯和外国导演已经看到了《夜班》 的，这很熟悉，因为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的飞行员。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家兼导演亚历山 演员们对他们的表演感到满意。尽管没有什么
大·埃夫雷莫夫称剧本初稿非常有希望，需要 令人震撼的地方：其中许多演员——弗拉基米
继续。波兰电影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金狮威 尔·格斯秋欣，安德烈·卡拉科，伊夫莉娜·
尼斯电影节主要奖项的获奖者Krzysztof Zanus 萨库罗，帕维尔·哈兰楚克，奥莱西亚·普科
瓦娃等人已经成功并
si也注意到电视项目
长期在俄罗斯电视剧
的水准，甚至表示希
中饰演角色。是的，
望“发烧友二人”（
白俄罗斯表演学校很
巴拉诺夫和索科尔）
强。
也能在严肃的影剧院
在我看来，极好的根
中试一试。
纳迪的摄影作品包括
除了记者和媒体专
优美的图片，多元化
家，一只鹅也成为
的影像。可以看出，
了观众的焦点……
拍摄者受到剧本的启
这只受过训练的鸟
发，并且喜欢自己的
名为Harvusha，是白
工作。
俄罗斯的名人。它和
在猎鹰俱乐部电影
它的朋友兼主人安
院的放映厅里，通
德烈·古林住在一
弗拉基米尔•戈斯特尤金对与«ОNТ»电视台的合作成果感到满意
起。Harvusha高兴地
在相机面前摆姿势，
对记者进行采访，甚
至用喙通过举起国家的旗帜来预测体育界赛事 常没有沉默：一位观
的结果。在展示了《夜班》之后，在影片放映 众大声评论电视剧的
期间一直安静地坐着的Harvusha被要求打分。 片段，许多人大声笑
它叼起了数字“5”，并把“3”和“4”放到 出来。当最后影片结
束并且亮灯时，其中
了一边。
一个组织者没有麦克
风就大喊：“好吧，
电视剧是关于什么的？
怎么样？喜欢吗？”
该剧集的类型是惊悚片、侦探片和喜剧片。其 大家并没有一起说“
中还有爱情线（我想不止一条），甚至会发射 喜 欢 ” ， 而 是 ： “
激光的毛茸茸的怪物也会出现在镜头中。没 下 一 集 什 么 时 候 播
错，它引起笑声而不是恐惧。总的来说，很明 出？接下来会发生什
显，计划为每个人针对每种口味拍摄这样的电 么？”
视剧，涵盖广泛的受众群体。
答案不仅仅富有表现
电视剧中的场景是一个加油站。按照常理不会发 力，而且还带有潜台
贵宾-哈维斯特鹅
生什么事，加油站员工每天都在正常工作，随着 词：我喜欢。
爱丽丝·冈格
夜晚的到来，加油站发生了难以理解的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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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伊·利特维诺娃：

“这是我具有
哲学意义的语言”
白俄罗斯受人尊敬的艺术工作者佐伊·利特维诺娃大型展览项目在国家艺术博物
馆展出，这是她最光辉的事件。

艺

艺术作品中的“创造力信号”——展览室主人
的最终和弦，也许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最重要的
弦。观众已经能够了解佐伊·利特维诺娃的作
品的某些方面，她的水彩画和素描在明斯克的
几个艺术场所展出。这次，主要是她在过去40
年里来自博物馆藏品和艺术家藏品的四百多幅
绘画、素描和水彩作品，它们被展示在国家艺
术博物馆的四个大厅中。博览会有她的著名绘
画作品，其中一些从未向公众展示过。
艺术家在“高冷风格”的鼎盛时期来到了艺术
界。她走了一段相当长的旅程，但经历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趣事和“利特维诺娃”之旅，如今
不仅在白俄罗斯，而且在其边界之外都广为人
知和受人喜爱。最初，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积累
了60到70年代的苏联艺术。同时，她设法摆脱
官方的询问方向。利特维诺娃在80年代后期
成为著名的创意协会Nemiga-17的成员并非偶
然。佐娅·利特维诺娃的创作特点在很大程度
上与她接受的学术教育，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
中期对欧洲艺术实践的发展和反思有关。
她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寻找自己，寻找色彩和塑
料、构图和空间。素描与绘画对于她来说绝对
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形成艺术形象
的单一过程。同时，利特维诺娃发明了自己的
符号和标志，从未与自然完全融合。她反复强
调，在她的作品中没有文学情节，每个人都应
该亲自揭开秘密。
佐亚·利特维诺娃的绘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
黄金。在艺术史上，有许多在作品中使用过这
种材料的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特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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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不是先锋。但是，她的工作方式以及她在自
己的作品中对黄金的重视程度值得关注。画布
中巧妙地包含了金色，为作品带来了惊人的特
殊声音。的确，根据佐亚·利特维诺娃自己的
说法，艺术中的主要内容是思想和灵性的表
达。
一方面，“创意意志力的符号”项目非常适合
被称为对佐伊·利特维诺娃的艺术活动的结果
进行总结的方式。其中，展示了最大的体裁和
主题，这是她在多年的工作中公开发现和创造
的所有作品的“片段”。但与此同时，佐娅·
利特维诺娃是一位艺术家，她今天继续取得丰
硕的成果。因此，谈论任何最终活动为时尚
早。她的艺术仍然带有强烈的意志，她创作的
好作品继续成为白俄罗斯文化真正的经典。
佐亚·利特维诺娃的画作和水彩画以前曾存放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美术馆。这是对她的认
可。明斯克当代艺术中心有利特维诺娃的画
作，另外，她的作品也出现在莫斯科特列季
亚科夫画廊，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里加、
新西伯利亚和比什凯克的博物馆中，以及奥地
利、德国、意大利、丹麦、荷兰、南非、以色
列、美国、加拿大的私人收藏和市政收藏中。
顺便说一句，2005年，她被授予法国文化部勋
章。她本人认为艺术是国际性的，并且她很高
兴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时，她对国立绘
画学校表示赞赏，尽管她认为这所学校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是它已经具有一定的意义。
佐伊·利特维诺娃适合有素的观众。她确信这
些作品中始终包含着哲学。这是她的陈述之
一：
“我是一位相当传统的艺术家。我是一个被现
实“滋养”的沉思者，因此我没有理由与它断
开联系，也没有理由放弃具象性，尽管抽象形
式对我来说也很有趣。总的来说，绘画对我来
说是体现我们周围存在，但肉眼看不见的精神
现实的独特手段。”
问：您对这种在艺术审美范畴（例如“美”）
中被遗忘甚至被忽视的感觉如何？
答：是的，这个概念确实以某种方式离开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好吧，如果不是艺术家，谁应
该考虑美，创造美。美丽就是和谐。没有和谐
的生活是什么？
1986年，一群艺术家在明斯克创立了创意协会
Nemiga-17。正如评论家后来指出的那样，志
趣相投的人为自己设定了任务，从而更新了俄
罗斯绘画的可塑性语言。
在经历了最初的改革之后，前苏联所有加
盟共和国的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敏锐地感受到了其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紧

“我是一位相当传统的艺术
家。我是一个被现实“滋养”
的沉思者，因此我没有理由与
它断开联系，也没有理由放弃
具象性，尽管抽象形式对我来
说也很有趣。总的来说，绘画
对我来说是体现我们周围存
在，但肉眼看不见的精神现实
的独特手段。”
迫 性 。 Nemiga作 为 一 个 单 一 的 （ 包 括 各 种
个人）创意团队成立的时期，其概念的形成
正是在这些年。艺术家试图强调与民族历史
和文化深层渊源的联系，甚至以团体的名字
命 名 。 Nemiga不 仅 是 车 间 统 一 思 想 的 发 源
地，而且还是如今已不复存在的那条河的
名字，早在1067年，这条河的河岸就成了
波洛茨克和基辅王子之间的历史战场。关
于“Nemiga”的战斗由《关于伊戈尔军团的
话》的作者描述，明斯克市古代纪事中的第
一次提及此事。
然而，在民族问题上，Nemiga艺术家从未从
历史或人种学主题转变为情节。他们将这个
问题的解决方案转移到了唯一的塑料搜索领
域。他们渴望找到一种艺术语言，表达他们
的国籍意识，这种艺术语言虽然具有现代性，
但在遗传上与白俄罗斯人民文化的传统息息相
关。Nemiga的参与者早在那时就对民族传统
和整个世界文化具有创造性的态度。
Nemiga对白俄罗斯绘画的表现形式、联想和
隐喻性演讲产生了兴趣和品味。色彩一直是这
个创意社区画家的主要构成要素。换句话说，
色彩是实现艺术形象深度和丰富性的主要手
段。
与年轻同事不同，利特维诺娃加入协会时已经
完全成熟。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不是
偶然的），她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的
艺术视野因情感而变得更加沉重。利特维诺娃
没有放弃比喻，她的主要任务是始终如一地渗
透到事物和现象的深层本质中。她不是生活中
某个特定时刻的艺术家，而是理解世界的哲学
家。因此，例如，对圣经主题或爱情和人类孤
独主题的诉求是如此有机。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种或那种创造技术（有时被沙龙艺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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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获得了其画布中
图像转换的新颖性和惊人的
力量。
是什么推动了利特维诺娃的
工作？她本人自信地相信，
一个决定成为艺术家的人必
须记住，艺术将是他的主
人，也是唯一的主人，他注
定会拒绝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也许还是她的工作力量是源
泉？
她出生于戈梅利州Vetkovsky
区的一个村庄。童年时期是
在艰苦的战争和战后时期。
在战争的日子里等待死亡，
在战后的岁月里也相当恐
怖，没有东西可吃，每个人
都过着艰苦的生活。童年仍
然是童年：感情强烈而生
动。而且，人们仍然对某种
神秘感有所了解。
“我在田野和水域中长大”
，佐伊说：“通过这些符
号，我了解了白俄罗斯的性
质：水、沙滩、森林、开放
空间……一切都很生动。有
时在微微的水中，在树叶的
飞翔中，透明生物在我面前
滑行，产生并消失。我吸收
了一切——自然和人。我爱
简单的祖母，她们聚集在我
们的傍晚，讲述童话故事，
讲述各种神话，唱歌和占
卜。从那时起，暮光之城对
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有一条几乎难以捉摸的线，
意味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一种存
在形式到另一种存在的转变。这是一个激动人
心，神秘而有趣的时刻。显然，这种情况将我
推到了我创作的地方。”
如今，佐伊·利特维诺娃已经拥有丰富的生
活经验，并非常怀念她富有创造力的年轻时
代：“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未与我的良
心打交道。我毕业于明斯克剧院和艺术学院，
因此命令以某种方式驻扎在了我的生活。我从
来没有做过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很有趣。现
在更是如此。您需要适应我的绘画，这并不容
易理解。我是一个对神话、传说、宗教话题感
兴趣的人。在过去的20年中，我一直视圣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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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题，这绝非偶然。绘画在变化，这很自
然。我一直试图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东西，
克服某些东西，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找解决方
案。”
问：您是如何成为艺术家的？
答：只要开始创作就已经成为艺术家了。毕
业后，设定严肃的任务总是非常重要的。确
实，那时那个年轻人才刚刚开始寻找她的主
题，她的可塑性语言。在这里，灵魂的成长
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您才能在创造力中实
现自我。如果形成了个性，则是原始的。
只有当画家找到表达方式时，绘画才有所不
同。
问：您的创作风格通常称为插图。

个人艺术

答：是的，我喜欢插图和精神绘画。在我看
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在插图之上。我认为
这是现实的方式。毕竟，我们不仅描绘了所看
到的现实，而且描绘了我们感到的现实，即精
神现实。它无处不在，我们完全表达内心的感
受，所以我的画很现实。
问：据我了解：您从工作中传达了看待现实的
方式。
答：还有我的感觉。毕竟，每个人的肉眼都是一
样的。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我要表达这种方式。
问：尽管绘画距离现实很远？
答：当然了，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现实将变得
更加有趣。当我们抄袭时，结果会证明是假
货。这并不完全正确。

问：但是，如果您拿出自己制作的肖像，它们
会更加逼真。
答：当然。在肖像中，我表达一个人的性格。
当然，肖像应该看起来像个真实的人——我的
感受，我想强调的东西，如何表达它，我找到
的所有解决方案。对我来说，肖像一直很有
趣，我创作了很多。
问：但是您是以构图绘画而闻名世界的。
答：我已经改变了。我经历了一些新的事。
我的生活经历变得与众不同。现在我的创作
不是描绘物体，而是抽象的。但是他们仍然
能认出我的作品，因为这是我的风格，我的
颜料。
问：在工作中，您是否非常重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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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的展览会

值得一看

答：对我来说，色彩在选择主题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
问：您的绘画中最常见的颜色，它们是否与您
相称？
答：我喜欢发光的颜色，它们开朗。我们的生
活如此复杂，我们必须帮助人们在其中找到快
乐。在我看来，这项任务与艺术家有关。
问：在80年代，您和其他艺术家还没有准备好
感知。现在，您的感觉如何，您对工作的看法
是否已改变？
答：我们离年轻人很远。如果他们是作为艺术
而生的，那他们就做，否则就不要做。当我已
经成为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时，我受邀去Nemi
ga。我发现集体的展览变得不那么有趣了。个
人的比较有趣。
问：是什么影响了您创意方法的选择？
答：这是我日常工作的结果。没有秘密。这是
累计工作的总和，很难解释。绘画需要经验，
需要感受。每个人都为自己发现一些东西，我
们都是不同的。
问：您是否有个人风格的渴望？您应该与他不
同的事实是否主导了您？
答：一切都不是随机的。自2000年以来，我就
自己设定了任务。我进入另一种可塑性语言。
它是完全不同的——抽象的，非客观的。但它
是可以辨认的，这是我的语言，具有我特殊的
富有哲学意义的符号。世界各地的符号都是重
复的，它们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
可能是国际性的。无论您在哪里展示绘画，对
此感兴趣的人都会阅读内容。
问：抽象绘画已成为您的主要作品？
答：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我已经不感兴
趣。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变得抽象化。我

们可以简单地称他为我不想要的。我不想离开
现实世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对自己
所生活的现实感到兴奋。事实上这是灵魂的工
作。
问：但是抽象绘画真的可以转移到另一个世界
吗？
答：是的，这很有趣。
问：所以你可以走远……
答：正如我所说，对我而言，保持与现实的联
系非常重要。
问：让我们谈谈传统。尽管如此，艺术还是基
于艺术家居住的地方以及与现实相关。
答：我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我
们这个地方的产物，因为我们爱它，所以我
们吸收了它。尽管我喜欢旅行，但我不能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呆在某个地方，但我却被
故乡吸引了。尽管我是艺术家，但我自己却
认为自己是一位有特色的民族艺术家。我听
说自己被称为“特色艺术家”。因此，尽管
我具有国际性，但在我的画还是属于白俄罗
斯艺术。在我看来，国立绘画学校仍处于起
步阶段。
问：毕竟我们有过著名的白俄罗斯艺术家：夏
加尔、苏蒂娜……
答：我们现在很高兴地说，这样的天才在这里
起到了作用。当然，所有学校之间都有相互影
响。特别是在我们与世界如此密切的联系的时
候。现在，白俄罗斯艺术家与众不同，有时无
法与欧洲艺术家区分开。在我看来，没有必要
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如果一个艺术家变得更加
重要，那么他将变得更加民族化。
问：尽管如此，您的工作更倾向于那种风格？
具象性还是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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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想象力

答：每件作品都必须有图像。如果我设置了
任务，则必须以形象的方式解决它。还有一
件事。无需分离艺术家的各个阶段。您设置
和解决的所有任务都不同。抽象绘画也具有
象征性的开始，但是不是真实的。近年来，
我开始画花。我曾经认为这很无聊。现在我觉
得这对我来说很有趣，我会重复地去画它，但
是我重申：我非常重视色彩——绘画的传统语
言。它在画布上具有自己的现实。在80年代后
期，黄金出现在绘画中并非偶然。我将其定义
为太阳的元素和精神的能量。在黄金旁边，您
需要设置一种可以承受这种强烈、明亮的色调
的颜色。绘画变得更加传统，色彩更加饱和。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问：在抽象作品中有更多的哲学反思？
答：是的，它有自己的哲学。在我的一部作
品中，精神世界是天堂的世界和地球的世
界。有能量渗透到这两个世界。但是如何描
绘他们呢？如何找到特定的真实塑料？我们
该如何生存？这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应
具备的常识：哲学、教育、多读书。所有这
些都需要灵魂的工作，不仅是我的，而且还
需要观众也如此做。
问：是否可以说您在作品中有很多即兴发
挥？
答：是的，我从不作弊。即使我进行自然风
景绘画。我可能添加或删除一些东西，这是
必须要做的。这是创造的过程。
问：您说您不是纯粹地画插图。而其他人则
脱离了说明性。事实是否能证明，很多人最
终都因为滥用一种风格而犯了错吗？
答：我认为艺术家一劳永逸地运用同一种技
术是很不好的。我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我

佐伊•利特维诺娃最靓丽的作品之一《披肩》

一直试图摆脱同样的方式。我努力寻找一种
不寻常的原始解决方案。对我来说，模板非
常重要。但不幸的是，许多人利用了这一优
势。几个世纪以来，艺术走过了如此艰难的
道路，现在您需要转动灵魂才能找到自己的
脸。这项任务异常困难。而且，如果这位艺
术家是公认的，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主题，
并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那么这对他
来说已经是一项成就。
问：白俄罗斯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
认为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答：高水准。白俄罗斯学校越来越重要。学
校影响着未来的艺术家的个性。每个人都
将自己的个性带到学校。当艺术家健康时，
他希望自己能创作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认
为，如果灵魂没有停止，如果您还活着，那
么您就能够创造。
佐亚·利特维诺娃仍然相信，内心的美丽将
拯救世界。是的，“创意意志力的符号”展
览是其多年搜寻和发现的总和。毫无疑问，
在本周年纪念博览会上，已经收集了她在过
去四十年中创造的最好成绩。她的的所有主要
主题均以图形和绘画形式出现。尽管没有在
展览中展示该艺术家作品中巨大而又非常富
有表现力的部分——纪念性绘画（壁画和挂
毯），但是许多图像和技术的纪念性伴随着
观众，让人心旷神怡。在博物馆大厅的灰色
墙壁上燃烧的光线夺走了画布，黄金闪闪发
光。利特维诺娃的真金作品既是一枚标志，
又是她个性的鲜明特征。她用金色描绘光线
和色彩，使白俄罗斯绘画变得明亮、和谐，
这与她谦虚而拘束的性格色彩形成对比。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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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塔·巴哈杜尔

一夜的尾随者

故事

IVAN ZHDANOVICH

找到创造的时间非常困难。办公室里有很
多工作，有社会责任：与人沟通、建立联
系、参加招待会、午餐、晚餐。但周末是我
的时间。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肯定会花
几个小时开始写作。我出版了两本书，第
三本已经准备好了：很快就会出版。与其他
几个人合作。当我坐在电脑前，思绪开始
出现时，我感觉还活着。你感觉自己正在
创造一些东西，给世界一些东西，表达自
己。你可以称之为业余爱好。或者第二职
业。你通过你的头脑和心灵，通过你的灵魂
传递所有这些想法，并从中获得快乐。因
为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身
份，我主要表达印度政府想要的东西。在
作品中，作为作家的桌子，我表达自己。
桑吉塔•巴哈杜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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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吗……？’
我点点头，望向花园对面大门上的菱形窗户。
在倾盆大雨中，站着一位年事已高、彬彬有礼
的绅士，他的身影出现在灰色的季风雷雨天空
下。当他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睛似乎在闪
烁，这让我很害怕。和之前一样，暴雨打在他
的身上，顺着他的传统服装和绣有海马毛的丝
绸鞋流到了由鹅卵石铺成的路上。
除了唉叹声，图拉在轻声哭泣。我和她坐在
一起，我们互相拥抱，就像二十五年前第一
次黎明时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
低声说，目光注视着那扇锁着的巨大雕花木
门，它的外面挂着一个护身符，在黑暗中
闪着银蓝色的光。“他不会进来的，永远不
会。上帝保佑你！”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伴随着狂风暴雨的喳喳声，回忆着那奇特的
难以置信的夜晚。
我们四个人—富有、大胆、逍遥度日，沉浸
在富有父亲的财富中，我们父亲曾是老朋
友——那时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从
出生开始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的母亲在
几个星期内生下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
由三位女护士负责照顾，我们共同分享这一
切——从衣服、化妆品和书籍到八卦、爱情
和秘密。高中毕业后，我们离开了美丽却乏
味的兰奇镇——它是被民间称为夏之都的比
哈尔邦的一部分，来到了现代时尚的班加罗
尔。我们的父母很宠爱我们，欣然同意为我
们出资，在一个安静的社区为我们租一间漂
亮的平房，我们很高兴地在那里定居下来，
继续接受教育，为了获得圣约瑟夫学院的学

文学桥

TATIANA STOROZHENKO

士学位。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镇上所 上帝的份上，谁来养活我们?有一个令人慌张
有25岁以下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们拥有一群 的问题，我们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烹饪食
热情的粉丝。他们死心踏地地崇拜我们，尽 物，那就是莉亚，她知道如何烤面包。让我
一切努力为组织我们非凡的聚会，总是帮我 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她能很好地应对我们
们拿书和拎包。
的问题。“不用担心！”她自信地说，不慌
我们很庆幸我们有一位家庭女佣尚基利，如 不忙地进了门，我们敬仰地跟随着她。“我
果没有她，我们
在五年前就会煮鸡
就会饿死，因为我
蛋了，真的，那都
们相信做家务可能
不是麻烦事。这毕
会要我们的命。她
竟不是制造火箭。
是两个十几岁孩子
如果你们都能忍受
的母亲，她被我们
的话，本周我们每
的母亲说服——当
天都做煎饼吃！”
然还有丰厚的报
几个小时后，我们
酬——离开位于
站在厨房里喘着
兰奇镇附近农场的
气，浑身占满了
家，作为厨师、管
面粉、油、汗水和
家和助手的她陪我
血——图拉为了把
们来了班加罗尔。
切洋葱切碎，不
只有当我们在夏
小心切到了手指，
季、秋季和冬季假
我们惊恐地互相
期返回兰奇镇时，
看着。“这简直就
她才回家，然后按
和制造火箭一样
时返回我们班加罗
难！”米什里喃喃
尔的家。到目前为
自语，看着包扎的
止，一切照旧。在
伤口，恶狠狠地在
班加罗尔我们从来
厨房里踱步。“莉
离不开她，她也从
亚，都怪你说要做
来不会告发我们的
金色的印度飞饼。
癖好，她是一个模
害得可怜的图拉永
范的母亲、妻子和
远失去了一根手
儿媳妇，她从来不
指，这全都是你的
会生气。
错！”
显然，我们的尚基
“你这话是不公
利是一个重视独立
平、有偏见和不负
的女人，因此从不
责任的！”——
也许虚拟现实中的主人公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і
限制我们的独立。
莉亚气得脸都红
想象一下，当我
了。“如果某个傻
们那天晚上回到家时的惊讶，我们发现门下 瓜不知道手指和蔬菜之间的区别，这不是我
藏 着 一 张 纸 条 ， 上 面 写 着 语 法 不 太 通 顺 的 的错！”
句子。纸条上说，尚基利收到了一份紧急电 我们的悲剧女主图拉哭泣着抱怨这种漠不关
报，电报中提到了她婆婆的病情。她被迫乘 心的言论。米什里还在为她辩护，放下急救
白天的火车去了比哈尔邦。她希望火车能把 包，扬言要扇莉亚耳光。由于担心双方打起
她送到兰奇镇附近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她可 来，我习惯性的扮演了仲裁的角色，我很乐
以坐公共汽车、卡车或拖拉机回家。如果她 意保持中立立场。
的婆婆得到了照顾，康复了，尚基利两周后 “好了，好了，各位!”我安抚着。“我们不
就会回来;如果她的婆婆不幸去世，那么她将 能责怪任何人！我们都很疲倦、激动和饥饿，
会提前回来……
我们没有女佣尚基利，我们感到迷失。莉亚，
这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谁来打扫房子、 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不应该期望在厨房做的第
洗衣服、买杂货、接不受欢迎的电话?看在 一次晚饭就能成功。图拉，关掉水龙头，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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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豪宅中会不知不觉的投入到女主人公桑吉塔•巴哈杜尔的讲述中

知道你没有失去你的手指。米什里，看在上帝
的份上，把塔兰图拉·丹宁的照片放一边去，
真见鬼!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顿热腾腾的晚
饭，今晚我们只能去外边买了一些了。”
抽泣和吵闹声立刻消失了。三人带用着不信
任的目光看着我。“……让我看看，现在是
晚上10：45？”我礼貌地问米什里。“宝
贝，你认为我们在纽约吗？在班加罗尔，9点
过后连猫头鹰都睡着了。”你可以想象，那
是在世界上一半的IT行业搬到班加罗尔，把
它变成犹如美国郊区之前。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不要去了！我开玩笑
的，我感觉有些累了。你还记得海得拉巴的
美食吗？上个月摇滚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和
施里尼去的那里。那家餐厅好像叫‘魅力’?
据我所知，沿着这条路走两公里就到了，它
一直营业至午夜，那里的食物棒极了!”
“真是个好主意!”图拉抽泣着，擦了擦泪
痕。“我有施里尼的电话号码;我让他过
来……”
“不！”我果断地打断了她，突然觉得自己
像个女权主义者。“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
能做得更好。我们要靠自己去那个餐厅。”
“但是下雨了!”米什里抗议道，“我们不会
淋湿吗?”
“当然，如果我们决定在雨中唱歌跳舞”，
我回答道，“我必须承认，去那里是一个挑
战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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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不能解决长期问题”，莉亚有些
激动，她有点生气，因为她被撵出了厨房。
“当然”，我镇静地笑了笑，“但你能想出
更好的办法吗?至少在今晚”。
因此，我们商量好后，赶紧清洗了一下，换
了衣服。十分钟后，我们出发了。路灯闪着
亮黄色光，莉亚生疏地开着车在荒芜、满是
积水的道路上行驶。我们在灯火通明的小餐
厅前下来了个急刹车，刹车声非常刺耳，那
家餐厅确实名叫“魅力”！有那么一会儿，
银灰色的劳斯莱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
停在反射亮光的泥泞的地上，旁边是三辆
巨大的黑色雪佛兰。工人们从旁边默默地
走过，穿过长廊，从那里散发出肉汁、米饭
和番茄甜点的香气。我们的肚子隆隆作响，
以示抗议，咽了咽口水，我们压抑住好奇的
心情，来到吧台边。但是，在我们开口点餐
前，店主粗鲁地告诉我们说，今天所有的东
西都卖光了。
我们只是茫然地盯着他。图拉首先从震惊中
恢复过来。“你是什么意思？”她生气地
说，“所有那些都放在架子上的，在那些盒
子里的……”
“都卖光了”，一个男人打断了她，他看起
来很紧张、很担心，他避开了我们的视线。
从劳斯莱斯车上下来的先生说。“每年7月的
星期五，我们都会包下这间餐厅的食物。为
此付了两倍的钱。”

文学桥
红。这个人显然可以在不知道价格差异的情
况下买下镇上任何一家餐馆!“你看，我要举
办我的年度聚会”，他继续耐心地说，幸运
的是，他对我们年轻的傲慢无礼感到惊讶，
恐怕不能给我们吃的了。“这顿饭只适合我
的客人，这是原则问题，你们必须明白。”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同情，他注意到了我们的
不幸，同情我们挨饿。
我叹了口气，准备道歉离开，但他突然笑
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但是”，他继续
说，亲切地眨着眼睛，举起手来，“我有一
个解决办法，如果你们这些可爱的女孩愿
意相信我这个能做你们爷爷年纪的男人的
话。”他靠在豪华的皮革座椅上，交替地审
视着我们每个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我家吃
饭呢？一旦你们成为我的客人，我自然会款
待你们!”
我们盯着他，对谈话的突然转折惊呆了。
他向东南方向指了指，说道：“我的寒
舍，相当近，商店老板比拉尔可以证实这一
点。”“所以请把你们的车留在这里；随时
都能带你们去。当然，前提是你们都同意接
受我的邀请。请理解我没有强迫的意思。顺
便说一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是纳瓦
布·沙巴兹·汗，我住在这里……好吧”，
他笑着说了，他总是带着微笑！
我们一般不会拒绝任何年龄的陌生男人提出
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对厨房已经感到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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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米什里喊到，她因饥饿而变得
有些激动。我相信有法律禁止这种……消费
垄断！我们和你一样有权吃饭!”
商店老板只是耸了耸肩，完全不理我们。直
到他无意中听到我们低声商量要起诉他的“
劳斯莱斯”大客户时，特别是因为他本人并
没有表示愿意合作。
我从没见过有人这么急躁。“不!”，他怒
气冲冲地低声说，疯狂地跑出柜台，不让我
们过去。“拜托，女士们，请不要想了!你不
知道他不是……”“别管他!我们回家自己做
个三明治什么的吧。我知道我的信念是坚定
的，我的哈里发经常在经文中感召我，跟他
们生气不值得，请相信我！”
我们被他的愤怒吓了一跳，我们几乎退缩
了——直到莉亚想起家里好像还有面包，她
会为我们烤面包，从而展示她的烹饪技巧。
一想到这一点，我们踌躇的心情就消失了，
我们离开了愤怒的店主。当我们穿过停车场
时，我们猛敲了一下劳斯莱斯乘客座位上的
黑色车窗。车窗摇了下来，里边坐着一位约
60岁的绅士，穿着无可挑剔的老式的、优雅
的、绣有黑色花纹的礼服，带着一顶土耳其
帽。他很惊讶，但很客气地听完了我们不幸
的故事，当我们提出要支付部分餐费时他有
些轻蔑地抬了抬眉毛。
“亲爱的，这与钱无关”，他温和地告诉了
我们，我们因意识到我们无礼的提议而脸

在设计师想象中上流社会《聚会》中的典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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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瓦尼是长的男士短外套或夹
克。服装起源于18世纪的英属印
度，传统上与印度贵族的服装
有关。

BONSOIR.CO.IN

词汇表

马哈拉（Mojaris）是由柔软材料
制成的鞋，袜子长且封闭，呈抬起
状。

兰契（Ranchi）是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的首府，贾坎
德邦是印度东部重要的政治，商业、工业和教育中心。
比哈尔邦是印度东部的一个州。
桑塔尔是印度的部落（民族）之一。
海得拉巴美食是印度南部常见的传统美食。海得拉巴的穆斯
林影响了其独特的味觉。
Maruti Zen是汽车品牌。
Biryani是一种米饭和香料，加上
肉、鱼、蛋、蔬菜。这道菜分布在
整个南亚和阿拉伯国家。
哈里姆（Haleem）是炖肉、扁豆和
碎小麦揉成的浓稠的糊，一般在大锅
中烘培。

纳博（Nabob）或纳瓦（Nawab）是莫卧儿帝国中东印度某些
州的统治者的头衔。作为荣誉头衔，他们开始将其授予富有
和高贵的印度人。
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哈维利
（Haveli）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建筑，曾经是
富商的住宅和商业场所。
勒克瑙是北方邦的首府，以其精美的古董
刺绣形式（带有白色螺纹的花卉图案刺
绣）而闻名。
Shararas是从臀部张开的宽大的女式裤子，
分布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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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我们又饥又饿。这个纳瓦布，看在上帝
的份上，你能遇到一个这样受人尊敬的人吗?
和玛土撒拉一样老；他的汽车非常豪华，我
们只有20岁，因此他不可能伤害到我们。所
以，在只持续了30秒的激烈讨论之后，我们
礼貌地接受了邀请，加入了他的聚会。我们
的新主人礼貌地说：“欢迎。”并指给我们
看他车后面的雪佛兰。戴着头巾和手套的驾
驶员礼貌地打开车门并鞠躬，这让我们感到
自己像公主要去参见舞会一样。
纳瓦布说的距离是对的：在黑暗的细雨中开
了几分钟，一座宏伟的私邸呈现在我们面
前——这是一幢位于道路转弯处的豪宅，我
们之前从未见过它，尽管我们至少开车数十
次经过这里。豪宅中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它
沐浴在雨中，还有奇幻装饰的路灯和叮当作
响的喷泉，庭院里挤满了身穿亚麻和薄纱服
装，打扮得珠光宝气的人们。他们笑着、喝
着酒、跳着舞。沙巴兹·汗——显然是最受
欢迎的主人，受到了各方来宾的热烈欢迎。
当我们胆怯地跟在他后面时，每个人都友好
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揪心地意识到了我们
穿的是日常服装。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乌
鸦，见于一群孔雀之中。
他带我们穿过人群，看到一群18到20岁的年
轻人——他们都非常漂亮，穿着民族服装，
声音优美，举止无可挑剔。他好心地把我们
介绍给他们，把我们交给了他们照顾。
刚开始的几分钟，我们感到很尴尬。对于上
流社会的生活完全困惑，我们都沉默不语，
这很容易让人觉得我们只是来蹭饭吃的。
然而，我们的新朋友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
关注，很快就消除了我们的疑虑。房间里装
饰着许多蓬松的白色布条，我们被要求换衣
服——带有勒克瑙图案刺绣的薄亚麻夹克，
还有我们仅在历史电影中看过的喇叭裤——
它称为加拉尔，我们很高兴地同意了。我
说的“我们”是指另外三个人;这是无法解
释的，但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虽然转瞬即
逝，我不想换上这些衣服——直到莉亚拉
着我的手把我拖进更衣室，我才打消了之念
头。
我们觉得穿着新衣服又干又漂亮，随后加入
了那群年轻人的行列，他们对我们的魅力感
到惊讶。几分钟后，他们与我们无休止地聊
天，让我们品尝美味佳肴，给我们倒杯酒，
拉我们参加一个无聊的室内游戏。之后，那
些年轻人似乎越来越放得开，不时地向我们
调情，而我们则浪漫地度过了这一情。
结束

等待春天
Anatoly Kleshch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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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在日托米 和朋友
尔会面

大剧院的明星贵客
为庆祝世界歌剧日，著

名歌手安娜•内普雷维
科和优西夫
艾瓦佐夫在明斯克开办
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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