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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хут кім ча се, па вяс не, пач нец ца за

ключ ны этап ак цыі. (Пра тое, як яна бы ла 

іні  цы я ва на, праходзіць па ўсёй Бе ла ру сі, 

на ша га зе та пі са ла ўжо не раз. — Рэд.) І ў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су по лак за мя жой (най перш у 

кра і нах, дзе ў га ды Дру гой су свет най вай

ны вя лі ся ба я выя дзе ян ні, гі ну лі ў ба раць

бе з на цыс та мі ўра джэн цы Бе ла ру сі) яшчэ 

ёсць ча с, каб да лу чыц ца да між на род най ак

цыі “У сла ву агуль н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Для та го 

трэ ба ў кра і не, дзе ця пер жы вуць бе ла ру сы, 

на леж ным чы нам са браць зям лю з мес цаў 

па ха ван няў во і наўсу ай чын ні каў, зра біць 

ад па вед ныя апі сан ні па ха ван няў. Най лепш, 

вя до ма ж, па пя рэд не ўзгад ніць та кія дзе ян ні 

з ар га ні за та ра мі ак цыі. Ка лі зра біць усё як 

на ле жыць, то кап су лы з зям лёй бу дуць ура

чыс та за кла дзе ны 9 мая 2020 го да ў крып це 

мінск ага Хра мапом ні ка ў го нар Усіх Свя

тых.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ць у пра ек це “У сла ву 

агуль н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за клі каў бе ла ру саў за

меж жа на ста яль нік Хра мапом ні ка ў го нар 

Усіх Свя тых про та і е рэй Фё дар Поў ны, ка

лі 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біб лі я тэ цы ад зна ча ла ся 

25год дзе Рэс пуб лі кан ска га цэнт ра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ых куль тур. На га да ем, што ак ты віс ты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куль тур на га цэнт ра ду хоў на га 

ад ра джэн ня, што дзей ні чае пры Хра ме

пом ні ку, ра ней бра лі ўдзел у рас пра цоў цы 

пра ек та, ця пер апя ку юц ца яго па этап най 

рэа лі за цы яй: ка ар ды ну юць ход ак цыі па 

ўве ка ве чан ні па мя ці мно гіх ты сяч бе ла ру

саў, якія ад да лі жыц ці за Ай чы ну.

Ця пер вя до ма: па ха ван ні во і наўсу ай

чын ні каў, што за гі ну лі за ме жа мі Бе ла ру сі 

ў ча се су свет ных вой наў ды ін шых ва ен

ных дзе ян няў, зна хо дзяц ца на тэ ры то ры ях 

49 кра ін. Ве лі зар ная пра ца па іх вы яў лен ні 

вя ла ся з 2010 го да. Бы ла ство ра на кні гарэ

кві ем “Жить и помнить”, яе аў та ры — док

тар гіс та рыч ных на вук Ана толь Шар коў і 

жур на ліст ка Але на Ха ра шэ віч, якія цес на 

су пра цоў ні ча юць з Усіхс вяц кім пры хо дам. 

Аў тар скі ка лек тыў па бы ваў у пер шай экс

пе ды цыі ў Гер ма ніі, Аў стрыі, Венг рыі, 

Поль шы, Чэ хіі, Сла ва кіі ды Іта ліі. Дзя ку ю

чы та му ў крып це Хра мапом ні ка бы лі за

кла дзе ны кап су лы з зям лёй з Цэнт раль ных 

мо гі лак Ве ны (Аў стрыя), Ме ма ры яль ных 

мо гі лак Ке рэ пе шы ў Бу да пеш це (Венг рыя), 

Трэп таўпар ку і Ме ма ры я ла за гі ну лым са

вец кім во і нам у Цір гар тэ не ў Бер лі не (Гер

ма нія), Мо гі лакмаў за лея са вец кіх во і наў у 

Вар ша ве (Поль шча), Ме ма ры яль ных мо гі

лак Сла він у Бра ціс ла ве (Сла ва кія), Ме ма

ры я ла са вец кім во і нам на Аль шан скіх мо

гіл ках (Чэ хія).
“Мы не ста вім на мэ це са браць зям лю 

з усіх па ха ван няў во і наўбе ла ру саў ва ўсіх 

за меж ных кра і нах, — па тлу ма чыў мне пры 

су стрэ чы ды рэк тар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куль тур

на га цэнт ра ду хоў на га ад ра джэн ня Аляк

сандр Гос цеў. — Але ж пад трым лі ва ем 

кож ную па доб ную іні цы я ты ву, з якой вы

сту пае гра мад скасць, на ват асоб ны ча ла ве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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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маль тры га дзі ны тра ды цый най 

сне жань скай су стрэ чы бе ла ру саў, 

што прай шла ў крым скім го ра дзе, 

пры свя ча лі ся ін тым най лі ры цы 

зна ка мі та га паэ та, тво рам 

ін шых аў та раў

Як заў сё ды, на пя рэ дад ні дня на ра джэн

ня Мак сі ма Баг да но ві ча су стра ка лі ся мы ў 

Гіс та рыч налі та ра тур ным му зеі Ял ты. Быў 

су бот ні со неч ны дзень. Мы зга да лі: 110 га

доў прай шло з тае па ры, як 18га до вы па эт 

упер шы ню пры яз джаў на ля чэн не ў гэ ты 

пры мор скі го рад — ле там 1909га. Ён пра

вёў та ды шчас лі выя дні ся род ра вес ні каў 

на ма лоч най фер ме ў пан сі ё не “Ша лаш”. 

Ця пер ву лі ца тая но сіць імя Мак сі ма Баг

да но ві ча. (А як на зы ва ла ся ра ней? Ві таль 

Бар то хаў па на шай прось бе ўдак лад ніў: 

Крым ская. І па тлу ма чыў, што му зей па 

ву лі цы Ека ця ры нін скай, 8, у якім пра хо

дзяць су стрэ чы бе ла ру саў — гэ та ад дзел 

“Куль ту ра Ял ты 19 — на ча ла 20 ве ков”, які 

ўва хо дзіць у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ка зён 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куль ту ры Ялтинский истори

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 зей ”. Па да ем наз вы 

на мо ве ары гі на ла, каб ні ко му не блу каць 

па Ял це ў по шу ках Баг да но віц кіх мяс цін. 

Ці ка ва, што з Люд мі лай Іва но вай, за гад чы

цай ад дзе ла, Ві таль Бар то хаў па зна ё міў ся 

ў маі 1991га. Та ды ў Ял це пра хо дзі лі Дні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куль ту ры, пры све ча ныя 100м 

угод кам паэ та: “У му зеі ла дзі ла ся су стрэ ча 

з твор чай дэ ле га цы яй на ча ле з намеснікам 

Мі ніст ра куль ту ры Бе ла ру сі — на той час 

гэ та быў Уладзімір Гі леп. Я экс пром там 

пры ві таў гас цей н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е, пра

чы таў не каль кі вер шаў Мак сі ма, у тым лі

ку й верш “Мне доў гае рас тан не з Ва мі”. 

Вось так яна мя не й за пом ні ла, ме на ві та 

па гэ тым вер шы, і 

амаль 30 га доў мы 

сяб ру ем. Люд мі ла 

Іва наў на заў сё ды 

ад кры вае 
на шы 

тра ды цый ныя су

стрэ чы, бы вае з 

на мі на мо гіл ках, 

дзе па ха ва ны Мак сім Баг да но віч”. (Як здо

ра ва, што ёсць у вас та кія доб рыя сяб ры, 

спа дар Ві таль! — Рэд.) 

Пра пер шае на вед ван не паэ там Ял ты 

яшчэ вя до ма: там ён за ха піў ся дзяў чы

най, пе ра жыў пер шае па чуц цё за ка ха

нас ці. Крым скае сон ца, во дар са сно ва га 

бо ру ў ча се пра гу лак у го ры, ку пан не ў 

мо ры й ці ка вая су раз моў ні ца — усё тое 

па кі ну ла доб ры след у душы юна ка. Ён 

ад чу ваў ся бе лепш, і быў шчас лі вы. По

тым у вер шывер ліб ры “Над мо рам” ён 

на пі ша: “...І я быў вя сё лы і гор ды. І мне 

па чуц ця во лі хва ля, на лю нуў шы, ўпа лыя 

гру дзі вы со ка ў га ру па ды ма ла, змы ва ю

чы з сэр ца ўсю ці ну…”.

Але ня доў га пра цяг ва лі ся шчас лі выя 

хві лі ны. Мы не ве да ем імя дзяў чы ны, з якой 

па эт пе ра піс ваў ся по тым, ка му да сы лаў 

пісь мы з Яра слаў ля. Толь кі два яго вер шы 

(“Це мень” з над пі сам “Ах вя рую М. А. Кі

ці цы най” ды “Я, баль ны, бес скрыд ла ты 

па эт”) да юць пад ста вы сцвяр джаць пра 

вы со кія па чуц ці паэ та. Жыц цё зга да най 

дзяў чы ны так са ма бы ло ня доў гім.

“Вер шы, вер шы да ра гія! Спа ра дзіў 

я вас, ма лень кіх, у час, ка лі мне па ды

ма ла гру дзі хва ля па чуц ця…” — эпі

гра фам ста лі гэ тыя сло вы Мак сі ма для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му зыч най ве ча ры ны, якую 

мы пры свя ці лі ін тым най лі ры цы паэ т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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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 сій скі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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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этычныя вечАры

Зям ля і па мяць 

У Ял це пом няць пра Мак сі ма

Да між на род най ак цыі “У сла ву агуль н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якую анансаваў 9 мая 2019 года  

Прэзідэнт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да лу ча юц ца за меж ныя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і, гра мад скія дзея чы, бе ла ру сы за меж жа 

ДА 75-гоД Дзя пе рА мо гі

Так праходзіла акцыя восенню 2019 года на Кургане Бессмяротнасці ў Лідзе

У час традыцыйнай беларускай сустрэчы

пАДзеяЯнка Ку па ла 

ў Пе кі неУ ста лі цы Кі тая ад крылі 

пом нік зна ка мі та му  

бе ла рус ка му пес ня ру

Ам ба са дар Бе ла ру сі ў Кі таі 

Кі рыл Ру ды 8 сту дзе ня раз мяс

ціў у сац сет цы twіtter пост са 

здым ка мі з ура чыс тас ці. З яго 

вы ні кае: пом нік Ян ку Ку па лу 

на па чат ку го да быў ад кры ты 

ў Дру гім Пе кін скім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за меж ных моў. Кі рыл Ру ды 

заўва жае, што гэ та трэ ці бе ла

рус кі пом нік у Кі таі. “Пра ца вя

до ма га кі тай ска га скульп та ра У 

Вай шэ ня. Цы ры мо нія прай шла 

ў Пе кі не з удзе лам Ам ба са да раў 

і кі тай скіх ма лых, якія чы та лі 

вер шы пабе ла рус ку”, — пі

ша спа дар Ам ба са дар. Ім прэ за 

прай шла ў плы ні за вяр шэн ня 

Го да аду ка цыі Бе ла ру сі ў КНР.

Ін тэр нэт пад каз вае: 25 чэр

ве ня 2019 го да брон за вы бюст 

Ян кі Ку па лы ўра чыс та быў ад

кры ты ў го ра дзе Сі ань кі тай

скай пра він цыі Шэнь сі. Аў тар 

бюс та — бе ла рус кі скульп тар 

Вік тар Ко пач. Пом нік па ста ві

лі ў мяс цо вым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за

меж ных моў, дзе ся род ін шых 

вы кла да юць і бе ла рус кую.

А 18 жніў ня 2018 го да ў 

Цянь цзі не, ва Уні вер сі тэ це за

меж ных моў (дзе ёсць і Цэнтр 

вы ву чэн ня Бе ла ру сі і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мо вы) уста на ві лі пом нік на

род на му паэ ту Бе ла ру сі Яку бу 

Ко ла су (скульп тар Сяр гей Гу мі

леў скі).

Іван Івана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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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ацвер, 13 лютага, 2020

Скажы,хтотвойсябар…Асённяйказаць
нетрэба:эпохасмартфонаўаблягчаезадачу.
Зроссыпуфотавыяваў,якімікішацьінтэрнэт-
сайты, сацсеткі, бачна, як моцна сябруюць
людзізпрыгожыміаўто,дамамі,коцікамі-са-
бачкамі,кветкамі,рыбкамі,піцайдыбакаламі
віна,зартыстамі,рознагавідузброяй…

О, сяброўства са зброяй насцярожвае:
аддзіцячыхпластмасавыхпісталецікаўда
сапраўдных карабінаў, аўтаматаў, граната-
мётаў…Прадэманстраваць сваю крутасць
некаторым хочацца менавіта са зброяй у
руках.Ніяк не з кнігай, напрыклад.Культ
грубайсілы?Засавецкімчасам,помніцца,

круцілі фільм “Чалавек з ружжом”— ну,
зразумела,гэтажпрарэвалюцыйнычас,ён
гераізаваўся.Тадыіўвершахрасстаўлялі-
ся даволі сумніўныя маральныя прыяры-
тэты кшалту: “Ваше слово, товарищ мау-
зер!”.Яшчэнаперадзебыў1937-ы,іДругая
сусветнаянесталаявай.АлекаліМікалай
Пагодзін пісаў пра “чалавека з ружжом”,
то праз стагоддзе сеткавы пісьменнік
АлексА.Алмістаў прапануе чытачам ужо
мастацка-публіцыстычныраман“Чалавекз
аўтаматам”…Тэхнічнапрагрэсуем?

Свет імкліва коціцца ў бяздонне ўзбро-
еных канфліктаў. Глабальніх і побытавых.

Яныўжоне“недзетам”—чалавексазбро-
яйкардынальна,яккажуць,аднымкрывавым
махам,часам і з анлайн-трансляцыяйвыра-
шае праблемы ў школах, гандлёвых цэнт-
рах,навуліцах,ухрамах,гарадскіхкватэрах
івясковыххатах.Дыцімаладзеяшчэ.Але
“вырашэнне”тоехібаштозавязвае,зацягвае
шматлікіявузлыбалючыхсацыяльныхпраб-
лем.Далей—толькітупік,некантраляваныя
выбухіноваганасілля.Нетолькі“ЗаходЕў-
ропы”, як папярэджваў адзін з аналітыкаў-
філосафаўОсвальдШпенглернапачаткуХХ
стагоддзя — заход чалавечай цывілізацыі,
усеагульнаездзічэнне“людскойпароды”.

Дзе выйсце?Адукацыя.Культура. Чы-
танне.Самапазнанне.Культчалавеказкні-
гай—заместкульта“чалавеказружжом”.
Бо як там нам даўно падказвае народная
мудрасць:лепшзразумнымчалавекамзгу-
біць,чымздурнемзнайсці.

Вядома ж, кнігі могуць быць шляха-
мі—алеёсцьрозныяшляхі…Трэбавыбі-
раць.Уявіцесабе:большза10000навінакз
30краінбылопрадстаўленанаХХVІІМін-
скайміжнароднайкніжнайвыставе-кірма-
шы.Во“трэнажор”дляўменнявыбіраць!
Цікава,цізнайшлісятыя,хтоўдзівосных
скарбніцахКніжнага свята нічога сабе не
ўпадабаў?Анаведнікаў “рамонкавага” па
форме павільёна па праспекце Перамож-
цаў,14,падлічылі:запяцьдзёнвыставы—
каля 70 тысяч чалавек. Нешта ж іх туды
прывабіла.

Разумнае,цывілізаванае,культурнаегра-
мадства,якоесапраўдыдбаепрасваюбуду-
чыню,свядомакультывуейразвіваекульту-
ручытання,паважлівагастаўленнядакнігі.
➔ Стар. 3

Ста рэй шая дзі ця чая га зе та 
Бе ла ру сі, ад зна ча ю чы 75-год дзе, 
мае на мер пра вес ці ка ля 
75 роз ных ім прэз

Раней“Зорьку”ведалаўсяБеларусь:
зёймыраслі,вучыліся,пазнавалісвет.
І сёння ў газеты вельмі шмат сяброў.
Дарэчы,імалыябеларусы,якіяразамз
бацькаміжывуць замяжой,могуцьда-
лучаццадапраектаўгазетыдзяцінства.
Можна дасылаць лісты,маленькія апа-
вяданні,вершы.Іхдрукуюцьнатоймо-
ве,якойлепшвалодаеаўтар:беларускай
цірускай.Сваімбачаннемсветумогуць
падзяліццайдарослыя.Карацей,“Зорь-

ка” па-ранейшаму паядноўвае людзей
розныхпакаленняў.

Празмногіягадырэдакцыяпраклад-
вае сімвалічны “Мосцік сяброўства” з
дзецьмірозныхкраін.Такуюназвуно-
сіцьіяеклуб.РэдактарЛюдмілаГрамо-
вічадзначаенайбольшцеснуюсупрацу
газеты з расійскімі ды казахстанскі-
мі калегамі, юнымі карэспандэнтамі.
Таму паспрыяў Міжнародны дзіцячы
музычны конкурс “Віцебск-2019”, які
збіраешматдзяцейзіншыхкраін.Ма-
лым заўзятарам канкурсантаў можна
далучацца да “команды зорьковцев”.
Зазвычайсяродіхітыя,хтонесупраць
папрацаваць у дзіцячым прэс-цэнтры:
зрабіць для газеты аператыўныя па-
ведамленні, фотаздымкі, відэаролікі
для сайта www.zorіka.by і старонкі ў
Іnstagramzorka_gazeta.Актывістыдзі-
цячайрэдкалегіісустракаюцьрасійскіх
іказахстанскіхшкольнікаўугорадзена
Дзвіне,іпасляфэстудоўжыццатворчая
супраца.

Сябруюць“зорьковцы”зітальянцамі:
тыяжнепершыгодпрымаюцьнаазда-
раўленне ў свае сем’і дзяцей з прычар-
нобыльскіхрэгіёнаўБеларусі.Супрацуз
грамадскімі суполкамі, школамі з Італіі
дапамагло адладзіць беларускае дабра-
чыннае аб’яднанне “Разам для лепшай
будучыні”.ЯгокіраўнікіСвятланаіСяр-
гейСтанкевічысупольназрэдакцыяйга-
зетынеаднойчыарганізоўваліпазнаваль-
на-экскурсійныя, аздараўленчыяпаездкі
дляшкольнікаўпаБеларусі,заяемежы.
У2018-мюныякарэспандэнты“Зорьки”
дымалыябеларусыпаўдзельнічаліўміж-
народнайпраграмепаабменешкольніка-
мі“Мостсяброўства:Беларусь—Італія”.
Было шмат усемагчымых імпрэз, былі
знаёмствызкультурна-гістарычнайспад-
чынайякІталіі,такікраін,празякіятуды
вядуцьдарогі:Польшчы,Чэхіі,Аўстрыі.
Юныяжурналістыдзялілісяўражаннямі
зчытачамі“Зорьки”:пісаліпадарожныя
нататкі,замалёўкі,рэпартажы,інтэрв’ю.
Алетам2019-гаітальянскіясябрыпры-

ехалі ў госці да “Зорьки”. “Мы зладзілі
зіміпраект“Смехатэрапія”прамаўДо-
мепрэсы,атаксамаўнекалькіхдзіцячых
аздараўленчыхлагерахМінскайвоблас-
ці,—згадваеЛюдмілаГрамовіч.—Італь-
янскія валанцёрыпаказвалі нашымдзе-
цямгумарыстычныяпастаноўкі,фокусы:
тамусёзразумелайбезслоў”.➔ Ста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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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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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 Пад мас коўя— 
у “Ко ні кі”

 Стар. 8

Вяч ка  
Це леш  

ды ін шыя
Стар. 5

Сі бір скі  
бе ла рус  

Вік тар  
Сін ке віч

Стар. 7

СВЕТ ДЗЯ ЦІН СТВА

“Зорь ка” і яе за меж ныя сяб ры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ЛІСТ КІ КА ЛЕН ДА РА

У лю тым  
па мят ныя да ты
Ак ты віс ты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су по лак за меж жа ча сам  
про сяць пад каз ваць ім:  
на якія да ты ў бе ла рус кім ка-
лен да ры звяр нуць ува гу. Мы 
ў блі жэй шы час па спра бу ем 
па даць та кую ін фар ма цыю. 
А па куль звяр та ем ува гу на 
тое, чым ад мет ны сё лет ні  
дру гі ме сяц го да.

Нагадваем:21лютагабудзе
шырока, па ўсім свеце адзна-
чацца Міжнародны дзень род-
наймовы.Далучайцеся!

І памяць вядомых людзей
Бацькаўшчыныўлютымможна
ўсуполкахушанаваць:

8 лютага — 210-я ўгодкі
ІванаФамічаХруцкага(1810—
1885),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жывапісца,
акадэміка жывапісу, сусветна
вядомага сваімі нацюрмортамі
йпартрэтамі;

13 лютага — 315-я ўгод-
кі Францішкі Уршулі Радзівіл
(1705—1753),асветніцыйдра-
матурга;

16 лютага — 95-я ўгод-
кі Івана Якаўлевіча Навуменкі
(1925—2006),беларускагапра-
заіка, літаратуразнаўцы, заслу-
жанагадзеячанавукі,народнага
пісьменнікаБеларусі;

24 лютага — 85-я ўгодкі
Рыгора Іванавіча Барадуліна
(1935—2014),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паэ-
та, перакладчыка, народнага
паэтаБеларусі;

Знаходзьце памятныя даты
згісторыіБеларусіўкнігах,ін-
тэрнэце.Жывіцеўрытмечасу.

“Зорьковцы” святкуюць юбілей

Чалавек з кнігай
На тат кі з чар го вай Мін скай між на род най кніж най вы ста вы-кір ма шу

На адкрыцці стэнда Расіі выступае протаіерэй Фёдар Поўн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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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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二月初的白俄罗斯首都已经有超
过25年的举办历史

16	迎接灵魂和信仰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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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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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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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高标准的生活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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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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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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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精
彩
继
续

彼此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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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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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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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好心情的制片厂
48
佐伊·利特维诺娃：

“这是我具有
哲学意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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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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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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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最佳公式

石油加工企业《白俄罗斯第一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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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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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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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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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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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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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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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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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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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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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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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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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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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乌克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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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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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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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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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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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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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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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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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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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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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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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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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10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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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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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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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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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牧首 菲德罗•帕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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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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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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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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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展位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12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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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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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伊朗风情的一封信 值得一看 “星星”出版社热忱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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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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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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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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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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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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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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灵魂和信仰	
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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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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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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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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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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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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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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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罗加丘克将圣经仔细安放在一个特制的橱窗里

B
EL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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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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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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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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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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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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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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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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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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款式
白俄罗斯选手将穿什么参加东京奥运会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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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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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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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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CKEY.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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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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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标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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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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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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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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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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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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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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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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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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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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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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体会面。这是一场时隔45年的见面。

维拉•奥皮马希 

基第三次赢得欧洲锦标赛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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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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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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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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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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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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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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琳娜•朱克，白俄罗斯跳远运动记录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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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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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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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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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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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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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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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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米特里•卡尔普克，白俄罗斯掷铅球青年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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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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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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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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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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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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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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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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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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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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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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斯克舞蹈团队活跃了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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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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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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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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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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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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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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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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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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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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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克维奇亲王的城堡（始建于20世纪）

波拉茨克，1812年的城
市景观和纪念碑	（始建

于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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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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故乡的某些类型，并探究其祖先的日常
生活。专辑《格罗德诺》和《明斯克》已经发
行第二版，这证明了对此类出版物的需求。该
系列中有专门介绍历史人物的书籍——塔德乌
斯·科西乌斯、亚当·密基维奇和朱利叶斯·
斯洛瓦奇。顺便说一句，关于朱利叶斯·斯洛
瓦奇的书在白俄罗斯是第一本，而关于塔德乌
斯·科斯奇斯库的书在世界上是第一本，代表
了人生道路，并在旧照片中永久保留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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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最近
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白俄罗斯红十字会历史的
专辑《仁慈的使命》的介绍。在我们国家，有
专门讨论宗教派别故事的书籍。在罕见的照片
上——东正教堂、天主教堂、犹太教堂、路德
会教堂，其中许多已不复存在。

评价：

国家图书馆馆长罗曼·莫图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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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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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霍德多夫不是一
位对国家历史无动于衷的人，他是一
位热衷“寻回遗失”的作者，该项目

始于《今日白俄罗斯》，随着时间的流逝，该
项目超越了报纸出版物的范围。他重新创建的
弗朗西斯·斯科林印刷机就是一个例子，不仅
如此，还印刷了16世纪的威尼斯地图，从而可
以识别白俄罗斯的土地。将已还原的地图副本
移交到包括我们在内的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和国
家图书馆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是
在白俄罗斯印刷500周年之际。

莫斯科国立大学地理学博士基里尔·索科尔
作家：
——不仅在白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也没有这
样的书系。也许世界上也是这样。这位收藏家
的出版活动令人印象深刻。我知道，白俄罗斯
国家在支持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维奇·利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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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大学课堂。明信片能够而且应该帮助研究
国家历史。

柳德米拉·鲁布列夫斯卡娅

弗拉基米尔•利哈德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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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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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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里奥司涅什的
印度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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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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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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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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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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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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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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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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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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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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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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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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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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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纪念日》 
中饰演墨丘基诺伊

▶

   温莎的风流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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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话剧《纪念日》

▶

在舞台剧《斯卡宾纳
的欺骗》中饰演乳母
涅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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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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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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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莲娜•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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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na与舞台剧 
《鸭雏》的剧组
人员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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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车轮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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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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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好心情的制片厂
或
请享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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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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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和我自己制作了第一个试播系列。我
们不假装是杰作。我们只是想提供一部让我们
所有人都感兴趣的系列电视剧，以移动该行业
的“飞轮”，使其旋转得更快。请提出您的想
法，方案。我国的肥皂剧应当每周都播放，每
年拍摄十部、二十部、四十部，越多越好。我
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制片厂，进行拍摄。然后肯
定有人会尝试，结果证明它是一流的，受欢迎
的。我们已迈出了第一步。现在，我们邀请您
进行对话：您喜欢什么，如何改进？我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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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飞行员。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家兼导演亚历山
大·埃夫雷莫夫称剧本初稿非常有希望，需要
继续。波兰电影导演、编剧和制片人，金狮威
尼斯电影节主要奖项的获奖者Krzysztof Zanus
si也注意到电视项目
的水准，甚至表示希
望“发烧友二人”（
巴拉诺夫和索科尔）
也能在严肃的影剧院
中试一试。
除了记者和媒体专
家，一只鹅也成为
了观众的焦点……
这只受过训练的鸟
名为Harvusha，是白
俄罗斯的名人。它和
它的朋友兼主人安
德烈·古林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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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果。在展示了《夜班》之后，在影片放映
期间一直安静地坐着的Harvusha被要求打分。
它叼起了数字“5”，并把“3”和“4”放到
了一边。

电视剧是关于什么的？

该剧集的类型是惊悚片、侦探片和喜剧片。其
中还有爱情线（我想不止一条），甚至会发射
激光的毛茸茸的怪物也会出现在镜头中。没
错，它引起笑声而不是恐惧。总的来说，很明
显，计划为每个人针对每种口味拍摄这样的电
视剧，涵盖广泛的受众群体。
电视剧中的场景是一个加油站。按照常理不会发
生什么事，加油站员工每天都在正常工作，随着
夜晚的到来，加油站发生了难以理解的事……要

么停电了，要么是无人驾驶的奇怪卡车到来，要
么听到了难以理解的声音……等等。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电视剧。它们很长，而且
并不总能证明花在它上面的时间是合理的。但
是，带有潜台词的轻巧幽默，《夜班》中的双
重含义确实吸引了我。好像一个英雄偶然地给
了另一位必须在夜间值班的同事两朵花（偶数
在斯拉夫人中代表哀悼——作者注），而且我
们已经知道当时加油站出了问题。一开始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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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很熟悉，因为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演员们对他们的表演感到满意。尽管没有什么
令人震撼的地方：其中许多演员——弗拉基米
尔·格斯秋欣，安德烈·卡拉科，伊夫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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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在俄罗斯电视剧
中饰演角色。是的，
白俄罗斯表演学校很
强。
在我看来，极好的根
纳迪的摄影作品包括
优美的图片，多元化
的影像。可以看出，
拍摄者受到剧本的启
发，并且喜欢自己的
工作。
在猎鹰俱乐部电影
院的放映厅里，通

常没有沉默：一位观
众大声评论电视剧的
片段，许多人大声笑
出来。当最后影片结
束并且亮灯时，其中
一个组织者没有麦克
风就大喊：“好吧，
怎么样？喜欢吗？”
大家并没有一起说“
喜欢”，而是：“
下一集什么时候播
出？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
答案不仅仅富有表现
力，而且还带有潜台
词：我喜欢。

爱丽丝·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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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宾-哈维斯特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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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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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伊·利特维诺娃：

“这是我具有
哲学意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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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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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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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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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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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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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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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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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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彩纷呈的展览会 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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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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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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的想象力 佐伊•利特维诺娃最靓丽的作品之一《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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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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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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吉塔·巴哈杜尔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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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镇上所
有25岁以下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们拥有一群
热情的粉丝。他们死心踏地地崇拜我们，尽
一切努力为组织我们非凡的聚会，总是帮我
们拿书和拎包。
我们很庆幸我们有一位家庭女佣尚基利，如
果没有她，我们
就会饿死，因为我
们相信做家务可能
会要我们的命。她
是两个十几岁孩子
的母亲，她被我们
的母亲说服——当
然还有丰厚的报
酬——离开位于
兰奇镇附近农场的
家，作为厨师、管
家和助手的她陪我
们来了班加罗尔。
只有当我们在夏
季、秋季和冬季假
期返回兰奇镇时，
她才回家，然后按
时返回我们班加罗
尔的家。到目前为
止，一切照旧。在
班加罗尔我们从来
离不开她，她也从
来不会告发我们的
癖好，她是一个模
范的母亲、妻子和
儿媳妇，她从来不
会生气。
显然，我们的尚基
利是一个重视独立
的女人，因此从不
限制我们的独立。
想象一下，当我
们那天晚上回到家时的惊讶，我们发现门下
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语法不太通顺的
句子。纸条上说，尚基利收到了一份紧急电
报，电报中提到了她婆婆的病情。她被迫乘
白天的火车去了比哈尔邦。她希望火车能把
她送到兰奇镇附近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她可
以坐公共汽车、卡车或拖拉机回家。如果她
的婆婆得到了照顾，康复了，尚基利两周后
就会回来;如果她的婆婆不幸去世，那么她将
会提前回来……
这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谁来打扫房子、
洗衣服、买杂货、接不受欢迎的电话?看在

上帝的份上，谁来养活我们?有一个令人慌张
的问题，我们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烹饪食
物，那就是莉亚，她知道如何烤面包。让我
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她能很好地应对我们
的问题。“不用担心！”她自信地说，不慌
不忙地进了门，我们敬仰地跟随着她。“我

在五年前就会煮鸡
蛋了，真的，那都
不是麻烦事。这毕
竟不是制造火箭。
如果你们都能忍受
的话，本周我们每
天都做煎饼吃！”
几个小时后，我们
站在厨房里喘着
气，浑身占满了
面粉、油、汗水和
血——图拉为了把
切洋葱切碎，不
小心切到了手指，
我们惊恐地互相
看着。“这简直就
和制造火箭一样
难！”米什里喃喃
自语，看着包扎的
伤口，恶狠狠地在
厨房里踱步。“莉
亚，都怪你说要做
金色的印度飞饼。
害得可怜的图拉永
远失去了一根手
指，这全都是你的
错！”
“你这话是不公
平、有偏见和不负
责任的！”——
莉亚气得脸都红
了。“如果某个傻

瓜不知道手指和蔬菜之间的区别，这不是我
的错！”
我们的悲剧女主图拉哭泣着抱怨这种漠不关
心的言论。米什里还在为她辩护，放下急救
包，扬言要扇莉亚耳光。由于担心双方打起
来，我习惯性的扮演了仲裁的角色，我很乐
意保持中立立场。
“好了，好了，各位!”我安抚着。“我们不
能责怪任何人！我们都很疲倦、激动和饥饿，
我们没有女佣尚基利，我们感到迷失。莉亚，
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不应该期望在厨房做的第
一次晚饭就能成功。图拉，关掉水龙头，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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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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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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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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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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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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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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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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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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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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