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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 та кім на двор’ ем, як сё ле

т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 на па чат ку ле

та ста я ла сушга ра чы ня, ця пер 

амаль што дзень даж джыць — 

усім кар ціць ве даць: ці бу дзем з 

хле бам, з кар ма мі для жы вё лы? 

Як вя до ма, уся вы твор часць ма

ла ка й мя са “ста іць”грун ту ец

ца на ўра джай нас ці па лет каў 

ды се на жа цяў. І па коль кі ўбор

ка для кра і ны — пы тан не стра

тэ гіч на важ нае, то і ўва га да яе 

хо ду — ад па вед ная. Прэ зі дэнт 

Бе ла ру сі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23 лі пе ня пра вёў рэс пуб лі

кан скую се лек тар ную на ра ду 

па пы тан нях убор кі ўра джаю. 

Кі раў нік дзяр жа вы па ста віў 

шэ раг за дач пе рад про філь ны

мі ве дам ства мі, кі раў ніц твам 

рэ гі ё наў. Ары ен ці ры ж та кія: 

збож жа вых і зер не ба бо вых пла

ну ец ца са браць 8,672 млн тон, 

рап су — 766,3 тыс. т, іль но ва

лак на — 52,6 тыс. т, цук ро вых 

бу ра коў — ка ля 5 млн т, ку ку

ру зы на зер не — 1,717 млн тон, 

буль бы — 1,1 млн тон, га род ні

ны — ка ля 600 тыс. т. Пры чым, 

як пад крэс ліў Прэ зі дэнт, “гэ ты 

план па ві нен быць жа ле за бе

тон на вы ка на ны. А вы ка нан не 

пла на, які вы зна ча ны, — за кон”.

Для ўдум лі ва га чы тач з гэ

тай рас клад кі доб ра ві даць: якім 

куль ту рам ця пер ад да юць пе ра

ва гу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аг ра рыі, на што 

ро бяць стаў ку ў гас па дар чай 

дзей нас ці, як ма неў ру юць з улі

кам цэ наў на су свет ным рын ку, 

шу ка ю чы, як ка жуць, сваё мес ца 

пад сон цам.

З раз мо вы на на ра дзе вы

ні кае: сё ле та аг ра гас па дар кам 

важ на па поў ніць кар ма выя рэ

зер вы — як збож жа, так і тра

вя ніс тых кар моў. Зра біць за пас 

га ды на паў та рыдва. Пры тым 

звяр та ла ся ўва га на за ха ван не 

тэх на ло гій, 
якасць 

кар моў, 

на не аб ход насць бу да ваць ся

наж ныя тран шэі: яны ся бе доб ра 

за рэ ка мен да ва лі ў су час най жы

вё ла га доў лі. Рэ ка мен да ваў Прэ

зі дэнт шы рэй вы ка рыс тоў ваць 

і ру лон ныя прэ сы, з аб горт ван

нем ру ло наў па лі мер най плён

кай: “Тра ву ска сіў, у ва лок згар

нуў і скру ціў у ру лон і ў плён ку, 

унёс кан сер вант і, ка лі не мо

жаш свое ча со ва звез ці, — гэ та 

ўжо кар мы, і пры тым доб рыя”.

Яшчэ ад на су час ная тэх на ло

гія ты чыц ца на рых тоў кі ку ку ру

зы на корм, але пры тым важ на 

пра віль на яе вы су шыць. У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пе ра да вых гас па дар ках 

ку ку ру зу плю шчаць (ёсць та кія 

плю шчыл кі) і за клад ва юць у по

лі эты ле на выя ру ка вы (іх вы раб

ля юць у кра і не). “Гэ та тан на, і 

трэ ба гэ тым зай мац ца”,  — звяр

нуў ува гу Прэ зі дэнт.

Шэ раг пы тан няў, якія да ты

чац ца су час най сель гас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аб мяр коў ва лі ся ў шы ро кім 

ко ле спе цы я ліс таў,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оў ула ды Го мель шчы ны ў ча се 

ня даў няй ра бо чай па езд кі Прэ зі

дэн та ў Вет каў скі ра ён. Кі раў нік 

дзяр жа вы пад ра бяз на зна ё міў ся 

з вы ні ка мі са цы яль наэка на міч

на га раз віц ця Го мель скай воб

лас ці й ра ё на, з перс пек ты ва мі 

раз віц ця прад пры ем ства “Бе

ла рус наф таАсо бі на”. Як ідзе 

ўбор ка зер не вых — тое Прэ

зі дэнт гля дзеў у гас па дар цы 

“Ра ду гаАг ра”, там жа іш ла за

ці каў ле ная раз мо ва пра перс пек

ты вы раз віц ця “Гом сель ма ша”. 

Аляк санд ру Лу ка шэн ку па ка за

лі, як пра цу юць но выя кам бай

ны (на га за ма тор ным па лі ве, 

гу се ніч ным і паў гу се ніч ным хо 

дзе), ён гутарыў з ме ха ні за та ра

мі пра якасць, асаб лі вас ці гэ тай 

тэх ні кі.

Іван Жда но віч

БеларусыІркуцказладзілі

Купальскаесвята,наякое

сабраласякалядзвюхсоцень

гараджаніжыхароўзіншых

месцаўПрыбайкалля

Ма ляў ні чая па ля на на 46м кі ла мет ры 

Бай каль ска га трак та ў ноч з 22 на 23 чэр

ве ня на поў ні ла ся ча раў ніц твам. Там 

адзна чалі свя та най вы со ка га Сон ца — 

лет ня га сон ца ста ян ня. Там, як здаў на па

вя ло ся ў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па ру, зві ва лі вян кі, 

ва дзі лі ка ра го ды ва кол вог ні шча, свя та 

поў ні ла ся пес ня мі, гуль ня мі й тан ца мі.

ПарталуКупалле

Каб да брац ца на па ля ну, з Бай каль ска

га трак та еха лі па ад ной з вуз кіх ляс ных 

да рог. Вер ша лі ны дрэў змы ка юц ца над 

га ла вой, пад ко ла мі ма шы ны — лу жы

ны, на пе ра дзе — зя лё ны ка лі дор. А по

тым не ча ка на — па ля на, што за ча роў вае з 

пер ша га по гля ду. Які дзі вос ны там бе раг 

Ан га ры! Яр кае раз на траўе, тон кія во да

ры кве так і зё лак змеш ва юц ца з рач ны мі 

па ха мі. Скрозь па хмур нае не ба пра бі ва

юц ца пра мя ні сон ца — і зда ец ца: са ма 

пры ро да рых ту ец ца да ча роў нае но чы. 

А на род ныя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спе вы, дзяў ча ты 

й хлоп цы ў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ых стро ях толь кі 

ўзмац ня юць ад чу ван не, што ты — ні бы 

ў ін шае вы мя рэн не тра піў, прай шоў шы 

праз праз бра мува ро ты, апле це ныя га

лін ка мі дрэў і тра ва міквет ка мі. Вось та кі 

зя лё ны, ру кат вор ны пар тал у Ку пал ле — 

ці ж не са праўд нае свет лае ча раў ніц тва!

Ір куц кія бе ла ру сы ла дзяць Ку пал ле ў 

Пры бай кал лі ужо ў 24ы раз. Кі раў ні ца 

Ір куц ка га та ва рыст в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куль

ту ры імя Яна Чэр ска га Але на Сі па ко ва 

ка жа, што ці ка васць да свя та вя лі кая. І 

сё ле та прый шло ся ар га ні за та рам да дат

ко вы транс парт за каз ваць. Мно гія едуць 

на сва іх аў то, шмат дзя цей. Свя точ ны 

на строй не зга сіў на ват нач ны дождж: 

пра па но ву ар га ні за та раў вы вез ці іх у го

рад ку паль цы з удзяч нас цю ад хі лі лі ды 

за ста лі ся ў Ку паль скай каз цы да ра ні цы.

Таямніцытрадыцыі

На па чат ку свя та дзяў ча тыжан чы ны 

ства ры лі ко ла, у якім зві ва лі вян кі пад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на пе вы. Муж чы нам у 

тое ко ла за хо дзіць нель га. Як 

тлу ма чыць мас тац кая кі раў ні

ца Ку пал ля, стар шы ня Ір куц

ка га га рад ско га ад дзя лен ня 

Та ва рыст ва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куль

ту ры Юлія Пер мі на ва, гэ тую 

аб ра да вую дзею пра вод зяць 

вы ключ на жан чы ны — як 

збе ра галь ні цы тра ды цый, да

маш ня га ача га, по вя зі па між 

па ка лен ня мі. Жан чы на род 

пра даў жае, і ме на ві та ў яе ўла

дзе аб ра да вы мі дзея мі на ва ра

жыць доб ры ўра джай: “Ку пал ле — гэ та 

ж не толь кі пра сон ца ва рот, ка лі Сон ца 

на зі му па ва роч ва ец ца, дзень ка ра цее. 

Гэ та ў вя лі кай сту пе ні — пра жыц цё на

ша, фі зіч нае й ду шэў нае зда роўе, а так

са ма й пра ўра джай. Бо ка лі не да род — 

то звя дзец ца й род. Аб ра ды Ку паль скія 

сп рад ве ку ла дзяц ца й для та го, каб год 

быў — з хле бам, па спя хо вым, каб бы ло 

чым кар міц ца. Са ма жан чы на дзя цей на

ра джае, фак тыч на як зям ля, да ючы “ўра

джай”, пры плод у род. Та му й та кое па

важ лі вае стаў лен не да яе ў бе ла ру саў”.

Зві ван не вян коў у Ку паль скую ноч — 

адзін з най ста ра жыт ных сла вян скіх 

звы ча яў. Ка жуць, у та кую па ру рас лі ны 

на бі ра юць сі лы й ма юць цу да дзей ныя, 

ле ка выя ўлас ці вас ці, здоль ныя ад га няць 

уся кую не чысць. Ку паль скі вя нок — 

важ ны эле мент аб ра даў, пры чым та кі га

лаў ны ўбор пры зна ча ны пе ра важ на для 

не за муж ніх дзяў чат. У не ка то рых мяс цо

вас цях вян ком упры гож ва лі й са мо Ку

паль скае вог ні шча. Удзель ні цы “Ку пал ля 

на Ан га ры” ска рыс тоў ва лі раз на стай ныя 

квет кі, тра вы. Не ве ра год най пры га жос ці 

пра цэс: бя рэ мя лю ці каў, ку паль ні цы (пад 

Ір куц кам на зы ва юць жар кі), вяр бе ны ды 

ін шых кве так пе ра тва ра ец ца ў вян кі. А іх 

зві лі — зла дзі лі жа но чы ка ра год: так са ма 

з сак раль ным зна чэн не.

➔
 Стар. 4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Выдаецца з 1955 года l 
 

 

 

 

 

 l №
 14 (3602) l 

 

 

 l панядзелак, 29 ліпеня, 2019

Анд рэй 
Гра мы ка. 

Но выя фак ты 

з бія гра фіі Стар.  7

Нататкі  

пра VІ Форум 
рэгіёнаў 

Бе ла ру сі і Ра сіі  Стар. 3

“Яеч ня 

сяброўства” 

ў Крас ла веСтар. 6

На Ан га ры да сві таль най па ры

ТрадыцыІ

Жывём — жнівом!

рыТмылеТа

На палях Беларусі поўным ходам ідзе ўборка збожжавых культур

Моладзь пры Купальскай браме-партале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гутарыць з механізатарамі 

гаспадаркі “Радуга-Агра” 

пра новую тэхніку

БЕ
ЛТА

Да вед ка ГР. Убо рач ныя пло шчы збож жа вых і зер не ба бо

вых куль тур (без ку ку ру зы, грэч кі, про са) сё ле т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 

гэ та 2251 тыс. гек та раў. Ця пер вя дзец ца ма са вая ўбор ка ўра джаю. 

Ся рэд няя ўра джай насць — ка ля 31 цэнт не ра з гек та ра.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серада, 14 жніўня, 2019 

Дзелячагосябруюцьлюдзі,
краіны? Вядома ж, і дзеля та
го, каб у свеце гэтым, які пра
дзімаюцьшмат розных вятроў,
мацней трымаццананагах.Як
вядома, любую сістэму, пры
ўзнятуюнадзямлёй,трыпунк
тыапорыробяцьбольшустой
лівай, ці то простая табурэтка,
ці то — нацыянальная экано
міка… А што, дарэчы, наконт
“стратэгіі сяброўства” кажуць
эканамісты? Цікавыя развагі
на такое пытанне мы пачулі ў
часепадрыхтоўкісаліднагаспе
цыяльнага“ўзбекскагаблока”ў
часопісе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 7, 2019). Ён, дарэчы, ёсць
у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Выда
вецкагадома“Звязда”.Звярніце
ўвагу на вокладку са здымкам
Прэзідэнтаўітрапнымвыслоў
ем:“ЗцэнтраЕўропы—уЦэнт
ральнуюАзію”.Таманансуецца
і Форум рэгіёнаў Беларусі ды
Узбекістана—як“новыпункт
адліку ў пашырэнні супрацоў
ніцтвадзвюхкраін”.Увыданні
ёсць сярод іншых тэматычных
тэкстаўігрунтоўнаеінтэрв’юз
Насірджанам Юсупавым, Над

звычайным і Паўнамоцным
АмбасадарамУзбекістанаўБе
ларусі пад назваю “Тот насто
ящий друг, кто всегда рядом”
(блоквыйшаўпаруску).

НасірджанСабіравіч—док
тар эканамічных навук, паліто
лаг, вядомы дзяржаўны дзеяч
Узбекістана. Дарэчы, такі па
служныспісАмбасадара—чым
не сведчанне ўвагі Узбекістана
даБеларусі!Датагождыплама
тычную кар’еру наш паважаны
субяседнікпачынаўу2003годзе
Надзвычайным і Паўнамоцным
Амбасадарам у Кітаі ды па су
мяшчальніцтвеўМанголіі.Вось
якёнразважаепратое,чамуна
шым краінам варта сябраваць:
“Мы жывем у грамадстве спа
жывання.Тамуважна,ствараю
чыбазіс,пабольшнадавацьувагі
ітаму,штокласікіэканамічных
тэорый называлі надбудовай:
духоўным,маральным,культур
нагуманітарным аспектам. Ва
Узбекістане 33 мільёны жыха
роўіцяпервысокіятэмпыпры
ростунасельніцтва,ён—уліку
сусветных лідараў: штогод нас
становіцца больш прыкладна

на паўмільёна. І для таго, каб
паспяхова вырашаць сацыяль
ныя пытанні, нам вельмі важ
намець добрую эканоміку.Каб
яемець, у першуючаргу трэба
выбудавацьдобрыяадносіныса
сваімісуседзямі.Зкраінамі,якія
данаспасяброўскуставяцца,з
якіміўнасёсцьузаемныя інта
рэсы.Адназтакіх—Беларусь.
Унасагульныягістарычныяка
рані.Мыбольшза70гадоўбылі

ўаднойкраіне.Менталітэтнаш
вельміблізкі.Ялічу,штоўзбекі
вельмі падобныя да беларусаў,
а беларусы—да ўзбекаў. Быц
цамбымыгеаграфічна аддале
ныя,аменталітэт,унутранысвет
вельміблізкі.Калітыдзеньдругі
будземагчымасцьуваспажыць
ва Узбекістане — вы тое самі
адчуеце. Таму нам варта разам
ажыццяўляць ўзаемавыгадныя
планы”.➔ Стар. 3 

ДзяржаўныяўзнагародыБеларусі
ўручыліветэранамлатвійскага
горадаДаўгаўпілсаўЦэнтры
бела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

“Беларусьпамятае”—масаваяпатры
ятычнаяакцыяпадтакойназвайштогод
праходзіцьуБеларусідаДняПерамогі.
Асёлетада75годдзяВызваленняпрай
шлаініцыяванаямоладдзюакцыя“Бела
русь памятае. Памятаем кожнага”. І за
межамі Бацькаўшчыны ўшаноўваюцца
ветэраны,якіяўдзельнічаліўвызвален
ні нашай Радзімы. 25 ліпеня 2019 года
ў Даўгаўпілсе ветэранам Вялікай Ай
чыннай вайны ўрачыста былі ўручаны
юбілейныямедалі“75гадоўвызвалення
Беларусі ад нямецкафашысцкіх захоп
нікаў”. Узнагароды ўручаў Генеральны
консулБеларусіУладзімірКлімаў.

Беларуская сталіца была, як вядома,
вызвалена ад гітлераўцаў 3 ліпеня 1944

года.ГэтаядатасталапразгадыйДнём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Беларусі. Маштабна ад
значылі ў краіне 75годдзеВызвалення.
Юбілеюгістарычнайпадзеіпрысвечаны
медалі, якіх удастоены партызаны, сал
даты і афіцэры, якія ваявалі ўБеларусі,
вызваляліяезямлюаднацыстаў.20зіх
цяпер жывуць у Даўгаўпілсе, і мы за
прасілі іхнаўрачыстасцьуЦэнтрбела
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Прыйшлінеўсе:гады,
здароўе.УладзімірКлімаўусваёйпрамо
венагадаўпранекаторыяважныямоман
тызваеннайгісторыіБеларусі:абарона
Брэсцкай крэпасці й Магілёва, шырокі
партызанскірух,спаленыяХатыньіты
сячыіншыхвёсак,лагерсмерці“Трасця
нец” ідзіцячыканцлагер“ЧырвоныБе
раг”,аперацыя“Баграціён”івызваленне
Беларусі ад акупантаў. “У Беларусі, па
водлеапошніхпадлікаў,загінуўувайну
кожны трэці жыхар. Калі б не вайна, у
краінежылобцяпернеменшза30міль
ёнаў чалавек, а зза яемы па колькасці
насельніцтва на ўзроўні 1941 года... Я
ўпэўнены:здаровысэнспавіненперамаг
чы,трагічныяпадзеітойвайныбольшне
будуцьпаўтарацца зноў”,—падкрэсліў
беларускідыпламат.Ёнвыказаўпадзяку
ветэранамзаіхгераічнаеюнацтваўімя
перамогі,вызваленняРадзімы.

С т а р ш ы н я
Даўгаўпілскага
таварыства зма
гароў антыгітле
раўскай кааліцыі
Ларыса Міхай
лаўна Задохіна
павіншавала чле
наў арганізацыі
з дзяржаўнымі
ўзнагародаміБе
ларусі. Яна так
саманосіцьусэрцычасцінкубеларускай
трагедыі:удвазпаловайгадыбылавы
везеназВіцебскаўканцлагер.

Зхваляваннем,слязамінавачахлю
дзішаноўнагаўзроступрымалімедаліз
рукГенеральнагаконсула.“Няхайжывеі
квітнеемаяроднаяБеларусь!”—успом
ніўроднуюгаворкурадавыпартызанЛе
анідАндрэевічЛітвінаў, які ваяваўпад
ПолацкаміблакаднымЛенінградам.

Анатоль Гаўрылавіч Гунар казаў:
“Мнебыло13гадоў,каліястаўразвед
чыкамупартызанаў.Мызаходзіліўмно
гіяхаты.Такіхадносіндасавецкіхвай
скоўцаў,партызан,якуБеларусі,янідзе
больш не сустракаў. Простыя жыхары
былізвельмівысокайсамасвядомасцю.
Беларускія падзеі я ўспамінаю кожны

дзень і вельмі ўдзячны Прэзідэнту Бе
ларусі за медаль”. Аляксандр Сямёна
віч Сцяпанаў павайсковаму адчаканіў:
“Дзякуюзапамяць!”.Укожнагаз іхза
плячымацэлаежыццёісваявайна.Пры
чымдлякагосьціянапрадаўжаеццайпа
гэтыдзень—устрашныхснах,адгалос
ках раненняў, галодных успамінах ды
вострымпачуццінесправядлівасці,калі
гісторыю той страшнай вайны пачына
юцьперапісваць...Тамутакшчыраветэ
ранырадавалісятойкрысеўвагі,якуюім
удзяліліГ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аБеларусі,Цэнтр
беларускай культуры. Таму з такім за
давальненнем глядзеліслухалі святоч
ны канцэрт, а пад песню ў выкананні
Паўла Прозара нават станцавалі вальс.
➔ Стар. 5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Выдаецца з 1955 года l       l № 15 (3603) l    l серада, 14 жніўня, 2019

Паклікаў 
Давыд-

Гарадок 
Стар.  7

Свя та 
са сла вян скай 

даў ні ны
  Стар. 4

Ма лю юць 
дзе ці 

Бе ла русь
Стар. 5

Да ні на ўдзяч нас ці, да ні на па ва гі
памятаем!

Паміж Мінскам і Ташкентам
СяБры

Беларусь і Узбекістан хуткімі тэмпамі развіваюць супрацоўніцтва: краіны за кароткі тэрмін выйшлі на ўзровень стратэгічнага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Пра тое гаварылася ў пару, калі Беларусь з афіцыйным візітам наведваў Прэзідэнт Узбекістана Шаўкат Мірзіёеў.

Ветэраны Даўгаўпілса з сябрамі на ўрачыстасці

Б
Е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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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ларуСкімаЦярык
Нашылюдзі
наБайкале
іркуцкаетаварыства
беларускайкультуры
імяянаЧэрскагазноў
запрашаедасябеўгосці—
наміжнародныфорум
“БеларусысветунаБайкале”

Сустрэчаўжохутка: з21па
27жніўня.Тамбудзецікавабела
русаміўсім,хтомаеинтарэсда
нашай культурай, цэніць зносі
нызблізкіміпадухулюдзьміз
розныхкраін.Хтолічыцьвозера
Байкал, як і самі арганізатары
форуму, месцам сілы. “Возера
Байкалікампаніяаднадумцаў…
Штоможабыцьлепш!—запра
шае гасцей кіраўніца суполкі
АленаСіпакова.—Мывыдатна
адпачнемнаБайкале. Будзе аб
мендосведам,аэнергетыкаБай
кала дапаможа ўсім натхніцца
на супрацу па захаванні й
развіцці беларускіх традыцый,
мовы,культуры”.

Багатую й разнастайную
культурнапазнавальную пра
граму абяцаюць арганізатары:
з прэзентацыямі кніг, прэс
канферэнцыяй, круглым ста
лом, экскурсіямі, канцэртамі,
сустрэчамі з сібірскімі бела
русамі ў глыбінцы. Як тое бу
дзе— плануем расказаць. Ад
накнепашкадуетой,хтонасвае
вочыўсёпабачыць.

Іван Іванаў

Аляк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і Шаўкат Мірзіёеў 
ва ўрадавай рэзідэнцыі  “Заслаў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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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像野火一样的仇恨言论
联合国拥有丰富的经验，通过
大规模的保护人权和法治运
动，动员世界打击最多样化的
仇恨表现形式

22

12	发展“绿色经济”
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绿色”
经济的要素包括电力运输、城
市流动性、智慧城市、有机农
业和生态旅游

14	他们灿烂的夏天
“下一步是什么？”大多数志愿
者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二届欧洲运
动会结束后提出了这个问题

20	徒步“有”感
在国外，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拒
绝全包式旅游。 厌倦了城市的
舒适，人们想去可以观察到稀
有的鸟类和动物的地方，可以
呼吸到森林报春花气味的地
方，可以走过柔软苔藓的地
方，可以喝一口泉水的地方

加速合作进程

旅行的幸福

4

8	 即近又远的太空
明斯克居民和首都的客人们参
观国家科学院时，可能会注意
到位于苏尔加诺夫6号楼屋顶上
的巨大卫星天线（卫星锅）。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白俄罗
斯共和国科学--工程公司“地理
信息系统”

16

旅游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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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刻意义的表现形式

27	奥莉伽·卢妮娜:	
我不像其他女人
奥莉伽·卢妮娜是白罗斯的健
身冠军，以90公斤的杠铃进入
世界锦标赛，这让许多男人汗
颜。

42	友谊协调员
在明斯克的扬卡·库帕拉文学
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专门讨论白
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关系
的圆桌会议

43	壮观，喜庆，庄严的乌
兹别克斯坦文化日
在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费拉摩
尼举行了庆祝乌兹别克斯坦文
化日的音乐会

45	杨卡·库巴拉走遍世界
在喀山，一本三种语言的书展
示了白俄罗斯杨卡·库巴拉国
家诗人的十四行诗之光

30	坦克，钻石，飞机
珠宝商安德烈·朱兹涅夫斯基
声名远播

40	“竹枝词
一本新的白俄罗斯语诗歌已经
准备在Mastatskaya Literatura
出版

双人平衡

马克·夏加尔	
和旧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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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摘要

明斯克被列为
最美丽的欧洲
城市之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将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纳入欧
洲前20个最美丽的城市排
行榜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编选了一些游客不需

要与自拍爱好者"斗争"的城
市进入排行榜中。在巴黎，
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这些城
市经常出现自拍爱好者。排
行版的编辑邀请游客到明斯
克宽敞的独立广场周围漫
步，并参观伟大卫国战争博
物馆，以了解白俄罗斯如何
攻破纳粹的占领。此外，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还称赞
了明斯克酒吧文化的发展，
并建议游客们忙碌一天后，
晚上可以到酒吧街上漫步，
并享用饮品。
在欧洲城市排名中，还有游
客数量尚未饱和的其它城
市，其中包括比利时的安
特卫普，瑞典的马尔默，瑞
士的伯尔尼，荷兰的海牙，
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第比利
斯，安卡拉。

奥利格·伯格玛夫

研发	
智能机器人
人工智能研究所将出现在中
白巨石工业园区。

在中白巨石工业园内，
在第一届人工智能论

坛期间，“国际智能机器
人”有限公司和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信息学联合研究院
签署了相关备忘录。
信息学联合研究院院长亚历
山大·图齐科夫说到：“该
备忘录提及中国和白俄罗斯
一系列的合作
方向，具体
包括智能机
器人技术，
智能导航，
智能视觉系
统和智能语
音 对 讲 方
向。”
“国际智能
机器人”有
限公司的
技术总裁
黄伟伟相
信 ， 建 立
中白合作研
究所，通过双
方互补效应，将使人工智
能领域的合作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
中白巨石工业园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CEO胡政表示，该
研究所的建立不仅可以增强
两国间的科学潜力，还可以
促进中白工业园区高新技术
的整体发展。

弗拉基米尔·维利霍夫

展望未来合作
的备忘录
白俄罗斯货币证券
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签署了一项
联合倡议备忘录，
将在交易所领域展
开合作

白俄罗斯货币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签署了一份旨在交易所领
域展开合作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规定了白俄罗
斯---中国共同为资本市场
服务的倡议，其中包括交
换股票信息，举行联合活
动，旨在发展和支持证券
市场方面的研究项目。
专家表示，白俄罗斯货币
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之间签署备忘录有助
于扩大白俄罗斯与中国证
券交易领域的合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主
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同
时也是亚洲最大的交易所
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
立于1990年，由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 交
易所流通股票，基金和债
券，包括21 7 0家上市公
司。

阿列克谢·费德萨夫

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乌
乌兹别克斯坦正在经历一段
文艺复兴时期。当局已开始
在该国进行大规模改造。特
别关注经济的现代化和多样
化。为此实施的国家计划的
优先事项是进口替代和出
口。乌兹别克斯坦对吸引技
术和投资持开放态度。在与
沙夫卡特·米尔齐亚耶夫的
会谈中，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就合作的发展说了以下几
点：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您与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
系......实际上没有什么转
折点。我们只需要重建它
们。幸运的是，我们在两年
内比过去25年做得还要多。”
当然，一切都要按顺序进
行。国家元首们有机会在正
式谈判前夕进行谈话。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邀请沙夫卡
特·米尔齐亚耶夫参加非正
式晚宴。在这里，总统将大
部分时间用在了就商业问题
交换意见。卢卡申科以这种
方式描述：
“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
现了绝对相似的趋势。你们
位于中亚的中心，我们位于
欧洲的中心。我们的优势和
问题都与此有关......今天
我们有一些事情可以谈。但
最重要的是需要主动将群众
和地区联系在一起。这可能
就是这次访问的重点......
我们的任务是开辟道路。而
我们打开了它。我们必须执

行我们的决定，并执行乌兹
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政府
已批准并正在实施的“路线
图”，必须走这条道路。”
两位国家元首商定好定期在
明斯克和塔什干交替会面。
目标是亲自监督合作路线图
的实施。这份可靠的文件包
含155条具体任务。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强调，必须不
断前进。
与此同时，卢卡申科向客人
保证明斯克对发展伙伴关系
的真诚兴趣和开放态度：
“我们可以相互解决任何问
题。我们的经济不重叠。我
们是互补的。乌兹别克斯坦
需要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
我们需要乌兹别克斯坦生产
的一切。在乌兹别克斯坦开

始的工业和农业革命中，我
们不会不合适，我们会找到
自己的位置。”
塔什干并不掩饰其对明斯克
参与其大规模民族复兴项目
的兴趣。他从健康的商业实
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它，旨
在实现良好结果。
 “白俄罗斯多年来在许多领
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总是
告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
府间委员会需要进行更多的
会议：让文件的数量减少，
而取得的成果更多”，沙夫
卡特·米尔齐亚耶夫概述了
他对关系的看法。”
双方充分的政治相互理解，
各国人民对彼此的热情和尊
重态度以及国家元首的个人
友谊使双方共同的商业愿望

加速合作进程
白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是个生动的例子，两国的关系说明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甚
至可以从零开始，在短时间内，不仅可以使伙伴关系达到高水平，而且可以为其发展提供明确
的前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齐亚耶夫在对
明斯克进行正式访问期间进行了丰富而富有成效的谈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扎斯拉夫尔”公馆内的非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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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功。在谈判期间，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特别强调
了这一点：
“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友好关
系。这是基于我们各国人民
固有的勤劳，对生活的热
爱，对和平与创造的渴望。”
卢卡申科表示，一系列致力
于这次访问的各项活动最能
证实多元化对话的共同愿
望。至于相互作用的主要载
体，明斯克和塔什干在这方
面的估计是一致的：加强贸
易和经济联系。
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显
着增长。其数量的计算会有
所不同。如果我们只考虑直
接交付，则约为1.6亿美元。
但是，相当多的商品流通过
中间商，来自第三国的再出
口。如果算上这些，估计相
互交易额会更高 - 高达5亿
美元。在这一点上，两国元
首坚决同意：有必要恢复秩
序，统计数据并摆脱调解。
与此同时，他们同意这样的

数量不是极限，因为它们仍
然没有达到真正的潜力。
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是需要
平衡相互贸易和发展龙头企
业之间的合作，在互利条件
下交流经验和技术转让。合
作的另一个优先议题是在农
业和纺织工业中建立联合集
群，以促进第三国市场的共
同发展。
总结谈判，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的访问被认为是非常翔实和
富有成效的。据卢卡申科
说，在他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加
强两国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
 “这是由系统地国家间对
话促成的，包括最高级别的
对话。我非常感谢与沙夫卡
特·米尔齐亚耶夫会晤的气
氛，在这些气氛中，所有共
同感兴趣的领域都得到了公
开和建设性的讨论。”
明斯克高度赞赏过去官方谈
判的结果。他们具有商业性

和建设性，并再次得到证
实：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
坦是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合
作的进程将继续下去。最
后，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热
烈地谈到了他对白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伙伴关系的个
人态度：
“我们今天与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所做的事情让我印象深
刻。我对乌兹别克斯坦今天
三年来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
高兴。我绝对理解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为了提高国家而采
取的行动。他所作的一切是
为了让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相
信他们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民
族，而且在未来也是成功
的。今天我表示，乌兹别克
斯坦现任政府正在为工业和
农业带来革命。它不仅使国
家和经济部门现代化，而且
为乌兹别克社会的生活创造
了根本性的新方向。”
注意到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合
作问题的看法的一致性，沙
夫卡特·米尔齐亚耶夫说道：
“今天，和平稳定发展的白
俄罗斯是许多国家的榜样。
我们真诚地为贵国正在进行
的改革取得圆满成功及其蓬
勃发展而感到高兴。由于受
人尊敬的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深思熟虑的政策，白俄罗
斯共和国在所有领域的潜力
都在增加。我们看到，感受
并享受这些成功。”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邀请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在任何方便
的时间对塔什干进行正式访
问，并表示希望在白俄罗斯
总统下次访问塔什干时能够
看到已经创建的合资企业。
谈判的结果是缔结了关于发展
各领域合作的12份联合文件。
两国总统发表了一项联合声
明，强调了明斯克和塔什干在
所有可能领域建立富有成效的
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望。

瓦西里·卡里托诺夫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参观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产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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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消除一切歧视是联合
国成立以来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6
月，在与联合国成员国代表的非正式
会晤中，该组织秘书长安东尼·古特
雷斯发起了“打击恶意修辞战略和行
动计划”的实施。该战略的目的是加
深联合国每个人对仇恨言论危险性的
理解，以及在工作中加强打击这一问
题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该战略要求对
参与国家提供更具决定性的支持，并
加强与民间社会和媒体的接触。该战
略就仇恨言论的根源和驱动力可能采
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以削弱其对社
会的影响。
顺便说一下，白俄罗斯信息安全概
念反映了不容忍仇恨暴力。目前，

人们经常通过信息空间参与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煽动宗派和种
族仇恨。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在共和党会议上关于国家
信息安全问题讲话中指出：由此，
现代性的社会灾难开始了。结果造
成数百万人受苦，世界的政治地图
正在发生变化。普遍接受的道德规
范正在降格为背景。
显然，该议题是全球性的。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先生也正在写与此相关
的文章，他亲切地向白俄罗斯期刊编
辑部提供了文章。他提出的问题被独
家出版。我们发表文章并感谢联合国
秘书长对我们出版物的关注。

维克多·哈尔科夫

像野火一	
样的仇恨言论

编辑亲笔

独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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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恨在全世界
都在增强。
有一股不容
忍和仇恨暴
力的不祥浪
潮，给世界

各地不同信仰的信徒带来
痛苦。令人遗憾和令人震
惊的是，这种残酷的表现
正在变得司空见惯。
最近几个月，犹太人在犹
太教堂被谋杀的案件以及
墓碑上的纳粹党徽图变得
众所周知，有报道称清真
寺内的穆斯林被处决并摧
毁了他们的宗教场所，以
及在神圣的教堂纵火对基
督徒的报复。
在这些可怕的暴力行为的
背景下，令人作呕的言
论正在蔓延，不仅针对宗
教团体，而且针对少数民
族，移民，难民，妇女和
任何所谓的“他人”。
随着仇恨的加剧，狂热主义
思想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开
来。新纳粹运动和自称白种
人优越思想的团体的参与者
队伍正在得到补充。煽动被
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
无论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还是
在拥有专制政权的国家，仇
恨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日常
事件，使全人类的生存蒙上
阴影。
联合国拥有丰富的经验，通
过大规模的保护人权和法治
运动，动员世界打击最多样
化的仇恨表现形式。
事实上，创建本组织及其宗
旨这一想法的诞生证明，如
果长时间不击退激烈的仇
恨，就会明白噩梦会是什么
样的。
我们认为仇恨言论是对容
忍，包容和多样性理想的侵
犯，也是对我们在人权领

域的准则和原则的本质的侵
犯。
从广义上讲，它破坏了社会
的凝聚力，破坏了一般基
础，可以为暴力奠定基础，
从而抹去巩固和平，加强稳
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
尊严方面取得的成就。
最近几十年在不同国家 - 从
卢旺达到波斯尼亚和柬埔寨 
- 犯下了包括种族灭绝罪在内
的严重罪行。
我担心世界将再次接近与仇
恨恶魔作斗争的局面。
这就是我发起两项联合国倡
议的原因。
首先，我刚刚公布了打击恶
意修辞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旨在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的
工作，以解决这一现象的根
源并提高我们行动的效力。
第二，我们正在制定一项行
动计划，使联合国能够充分
参与确保保护宗教场所和礼
拜场所安全的活动。

对于那些坚持不顾人民分
离的人，我们必须说多样
性是财富，绝不是威胁。
相互尊重和深刻而持久的
感受可能比以几分之一秒
的间隔发射的电子信息更
强烈。我们不忘记每一分
钟，我们每个人，对于某
人和某个地方，实质上也
是“他人”。当仇恨如此
顽固时，就不会有安全的
感觉。
作为团结人类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互相照顾。
当然，所有打击仇恨言论
的努力都必须符合基本人
权。
打击仇恨言论并不意味着
限制或禁止言论自由。它
是为了防止这种言论发展
成更危险的东西，特别是
煽动歧视，敌对和暴力，
这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我们必须与仇恨言论以及任
何恶意行为联系起来：谴责
它，拒绝加强它，与真理形
成鲜明对比，并寻求改变那
些诉诸它的人的行为。
必须加强反对反犹太主义，
仇恨穆斯林，迫害基督徒和
所有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
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
象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应
该发挥重要作用 - 政府，民
间社会，私人部门和媒体。
促进和平共处的特殊责任在
于政治和宗教领袖。
仇恨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危
险，因此对抗它应该是每个
人的事。
在一起，我们可以消除仇恨
之火，并保持将我们团结为
一个人类大家庭的理想。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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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它的运行机制
是什么？

白俄罗斯地球远程探测航
天系统运营中心的负责
人瓦西里·西乌哈带
着我们参观了该公
司企业。据他介
绍，该公司拥有
约180名员工，
其中有118名员
工 直 接 在 航 天
系统运营中心工
作。其余员工负
责地理信息系统
和软件的开发工
作。
白俄罗斯航天器的
飞行控制中心与我们
通常在电影中看到的
并不一样。一
个 大 屏 幕 ，
在屏幕面前
有十几台电
脑，那么，
为一台航天
器做大量屏
幕的意义是什
么？在这个相当
紧凑的房间内举行通信
会议，并创建拍摄计划，
然后将它们通过光纤通信

传输到航天器(那里有一个
指挥测量站点和用于接收和

传递信息的天线控制系统)
。这就是卫星接收信息的方
式。卫星反向传输的是在
指定中心分析得到的遥测信
息。只有当卫星在航天器的
监测范围内时，在特定时间
与卫星通信，（在他们方
圆两千公里内）。每天有
两三次可通信的次数。
顺便说一下，卫星每
天绕地球转15圈，大
约有5次进入无线电
辐射区。在通信过程
中，机组人员有10到
12分钟的时间向卫星
发送飞行计划，让卫
星拍摄该地区的某段
地貌地形。随后，在无

线电辐射范围内，他将
拍摄信息传输到位于萨加

诺夫6号楼的接收天线。
接下来参观的是应用

规划部。负
责人向我们
解 释 说 ，
该 公 司 收
到 了 需 要
拍 摄 区 域

的请求。这个部
门有最初的拍
摄 条 件 ， 比
如飞行轨迹
等，然后专

即近又远的太空
明斯克居民和首都的客人们参观国家科学院时，可能会注意到位于苏尔加诺夫6号楼屋顶
上的巨大卫星天线（卫星锅）。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工程公司“
地理信息系统”位于大楼的顶层。它是白俄罗斯地球远程探测航天系统的主要研发者之
一，自2004年以来，被指定为国家运营商。此外，该公司还为白俄罗斯航天器提供持续性
修护工作。我们的记者亲自参观了这个机构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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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会研究什么时候可以成
功拍摄到需要拍摄的区域。
他们在卫星飞行期间做天气
预测——如果条件允许的
话，会拍摄所有的参数。顺
便说一句，如果卫星突然停
止了工作，该如何处理？这
样的情况被预想到：设备将
进入安全模式 - 太阳能定
向模式，当卫星运转到背对
着太阳时，会关闭所有程序
并将所有电池充满。然后卫
星等待指挥中心需要做什么
的指令，例如，重新配置设
备。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
常规操作，瓦西里·西乌哈
说到。

在顶楼之上

数据接收部门负责人谢尔
盖.涅斯特列纳克告诉我们
了许多有关屋顶上面卫星
锅的一些工作原理：在通信
会议期间，卫星沿着特定的
轨道运行，通过复杂的计算
确定出通信起点，随之卫星
锅的信号被锁定在这个位
置上，伴随着航天器的运行
直至通信结束。卫星锅接收
到被处理、解码和形成特
定文件的信号。顺便说一
下，该公司还接收公共气象

卫星的信息。这些信息被用
来制作天气预报，以及寻找
热异常，例如火灾。“现在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系统，
用来追踪白俄罗斯所有的热
异常情况并将其转达给紧急
情况部。这是我们的研发内
容。”专家评论道。
随后我们来到了屋顶。莫斯
科的一家公司建造了一个巨
大的卫星锅(重达14吨)，俄
罗斯科学家还在2016年建立
了一套控制系统并更新升级
了它(须在2026年前完成研
发)。卫星锅由五个引擎控
制，在接收信号时，这些引
擎以大约以180度的角度旋
转卫星锅，以便从捕捉到卫
星信号开始，不“丢失”卫
星信号。

自己动手吧

仅从卫星获取信息是不够
的，还需要把这些信息聚
集在一起。 “太空空间图
像处理有几个层次。事实
上，起初它只是一组微帧，
但在特殊处理软件的帮助
下，被转换成最终产品—— 
照片”，负责人瓦西里·西
乌哈向我们展示数据处理部
门时解释说。

一些消费者需要更高水平的
处理效果。顺便说一句，最
高级别的效果是正射影像变
换的图像，这种图像反应了
地貌地形，并且非常精确地
与地球上的地点相对应。这
一切都取决于客户的要求，
客户如何要求，公司就如何
做。

关于技术和
人工智能
一般来说，如何评估企业的
技术水平？白俄罗斯共和国
科学--工程公司“地理信
息系统”负责技术工作的
副主任，技术科学博士鲍里
斯·切尔努哈说到：白俄罗
斯远程探测系统的技术水平
符合世界技术标准，国产系
统向消费者提供2.1米的黑
白分辨率和10.5米的彩色
图像。
人工智能即将要超越人类
的能力，尤其是在高科技领
域。也许很快就不需要人类
来处理太空信息了? “现
在讨论用人工智能产品取代
我们的员工是不合适的。不
仅因为工作的性质，我们仍
然不清楚人工智能的具体成
就，更不能讨论替换我们专

“地理信息
系统公司”
是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卫
星研发的直

接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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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可能性，”科学家回答
说。

太空播种

航空遥感材料的订购客户来
自不同的部门(顺便说一下，
共有11个部门)。这些材料在
哪些方面最有用？根据科学
工作副主任的说法，这完全
取决于组织和部门如何处理
空间信息。从专家到必要的
设备方面有许多细微差别。
而且，专家们认为部门需要
领导组建一个团队，以便该
部门使用空间信息新技术。
“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
们可以亲自告诉这些部门，
我们信息技术的优势。但就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前额靠
在墙上--对新的信息技术完
全不了解。”鲍里斯.切尔
努哈接着说道：“如果部门
中有人了解合作的前景，那
么这种信息技术就会在那里
发展推广。可以这么说，目
前，在白俄罗斯的紧急情况
部，国家财产委员会，白俄
气象，林业部和一些安全机
构很成功有效地使用了空间
信息技术。”

引出一个问题--现在正值播
种活动，太空照片有助于成
功地丰收吗？ “遗憾的是，
由于情况不同，农业部与其
他部门的合作程度也不尽相
同。”
该中心负责人瓦西里·西乌
哈回忆说，预测产量的功能
已为白俄气象成功研发。白
俄罗斯共和国科学--工程公
司“地理信息系统”曾为白
俄气象开发了用于此类预测
的特殊软件，现在，在合作
框架内，它负责传输必要的
图像。顺便说一下，根据他
的说法，每年超过80%的人
支持这一预测。

美国对尼泊
尔感兴趣
哪些外国客户对此服务感兴
趣？例如，大约四年前，来
自美国的一家公司要求该企
业拍摄尼泊尔的某个地区。
那么，从一个世界太空领域
最强国家发出这样的指令是
什么原因呢？鲍里斯·切尔
努哈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
卫星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飞
行时刻拍摄卫星照片。如果

一个国家需要拍摄特定的领
土，但其卫星不能在适当的
时间飞到那里，那么就有理
由去找那些卫星在地球适当
的部分飞行的其他公司。因
此，在此领域交换服务的做
法十分普遍。顺便说一句，
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尼泊
尔很难被清楚的拍下来。

关于喀尔巴阡山
脉和切尔诺贝利
有一项国际检测宪法，将
许多国家汇集到一起，以
预防紧急情况。如果发生
一些全球性灾难，此宪法
可吸引所有可用的资源来
监测事态的发展。白俄罗
斯的紧急情况部加入了宪
法，空间信息通过“地域
信息系统公司”提供，因
为该公司是白俄罗斯空间
系统的国家运营商。
因此，对邻近地区的监测变
得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据于
此预测接下来将发生在白
俄罗斯境内的紧急情况。例
如，普里皮亚盆地有支流，
流经乌克兰南部，起源于喀
尔巴阡山脉。关于喀尔巴阡
山脉积雪状况的太空信息有
助于预测巴里斯地区发生洪
水的可能性。
举另外一个例子：2015年
切尔诺贝利的森林大火，乌
克兰方面长期未确切证实。 
“我们很快发现了火灾，我
们开始通过媒体通知紧急情
况部，并迅速采取措施，这
场火灾对白俄罗斯没有负面
影响。”鲍里斯切尔努哈
说。

我们拉动所有
行业领域
创建和操作地球遥感空间系
统的成本非常高。在白俄罗
斯也是如此。那么使用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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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否可以收回这些高成
本呢？主管科学工作的副主
任说到：“无人太空计划有
三个主要方向--遥感地球，
运动和空间通信。因此，第
三和第二个方向在商业方面
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投资者
对此方向较感兴趣。从外太
空对地球进行远程探测通常
被称为辅助方向。然而，遥
感空间技术的创建需要最新
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所有
相关行业都会被拉动以实现
它们。
至于资金问题，我们国家有
评估科技投资回报率的专门
方法。科技投资回报率的评
估遵循一项综合原则，即系
统的建立和运行成本与地球
遥感空间系统的科学技术解
决方案所能带来的收入是
否相匹配，根据这些来决定
是否可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
务。
具体来说，白俄罗斯太空系
统设计的解决方案后来被纳
入了各种项目，包括联盟国
的项目，商业合同。综合评
估显示，到目前为止，收入
已超过支出1800万美元。
鲍里斯·切尔努哈说：“
另一个指标是向白俄罗斯
消费者提供进口图片替代
品，有超过1500万美金的
收入。”此颗白俄卫星还能
飞多久？
白俄罗斯航天器于2012年投
入使用，飞行时间近七年。
目前看它的技术有多先进？
什么时候会脱离轨道?
“我们与制造商一起，不断
监测其技术状况。”他简单
概括说：“用不同的传感器
覆盖在上面 ，可以评估出
主要系统的技术水平。”主
管科学工作的副主任继续说
道：“这样就可以看到参数
是否退化，退化的速度是多
少。在此种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预测卫星工作的持

续时间。”导致卫星失灵的
可能性并不大，这与为拍摄
提供最佳条件的轨道维护有
关。
另一个影响卫星寿命的因
素是宇宙辐射，尤其是重粒
子。例如，当它们被释放
后，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较
容易退化。也就是说，太阳
能电池板的输出电流可能会
降低。重粒子也会影响光电
探测器在光学系统中形成图
像。

通过跟踪基本原件的退化速
率，可以预测设备的工作寿
命是多久。 “现在已经确
定卫星的使用年限到2021年
底。”鲍里斯·切尔努哈说
到。
到2021年底时，该设备的使
用寿命将是九年半。由于此
原因，另一颗卫星将被送入
轨道。

什么是卫星的“退役”？它
将从轨道上被转移出来，逐
渐下降，直到在大气层中燃
烧。不能在轨道上留下闲置
卫星，因为目前空间碎片的
问题迫在眉睫。在欧洲航天
局的标准中描述了太空产品
的生命周期，并规定了必须
要回收、轨道移除和销毁设
备。 

新的开始

顺便说一下，“地理信息系
统公司”是白俄罗斯和俄罗
斯卫星研发的直接参与者。 
“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
阶段，通过计算，通过多种
建模，对新设备和系统的技
术参数，成本进行了调整。
设计阶段于2019年底结束。
科学家说，到目前预计，它
被送入轨道的时间是202 3
年。
因此，白俄罗斯卫星于2021
年底被销毁后，在新卫星于
2023年入轨道之间的一年多
时间内，白俄罗斯消费者将
从哪里获取信息呢？
“我们的系统不仅为客户提
供了由白俄罗斯航天器拍摄
的图像。也是俄罗斯卫星轨
道的一部分。关于和俄罗斯
卫星公司合作的项目，已经
达成了协议，比如我们曾一
同发射卫星。”国家遥感运
营商解释说。
当白俄罗斯的卫星在太空中
被销毁后，可以从俄罗斯卫
星上接收消息。此外，该公
司还可以接收大量公共卫星
的信息。现在，白俄罗斯
空间系统正在确定最终的技
术，以便从这些设备接收信
息并将其传输给客户。这些
措施保证白俄罗斯消费者在
新卫星发射之前同样能够接
收到消息。
瓦西基斯拉维·卢卡申维奇

图：塔季扬娜·特卡切娃

有一项国际检测宪
法，将许多国家汇
集到一起，以预防
紧急情况。如果发

生一些全球性灾
难，此宪法可吸引
所有可用的资源来
监测事态的发展。
白俄罗斯的紧急情
况部加入了宪法，
空间信息通过“地
域信息系统公司”
提供，因为该公司
是白俄罗斯空间系
统的国家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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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限度降低货
币效应的影响

根据国家发展计划，“绿
色”经济的要素包括电力运
输、城市流动性、智慧城
市、有机农业和生态旅游。
综合文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
实现国家经济生态化的路线
图。
“今天，我们即将结束一项
漫长的进程，在国际伙伴和
白俄罗斯自身的参与下，经
济增长的必要性得到注意，
这种增长不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白俄罗斯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部环境政策、国际
合作与科学部总干事叶卡捷
琳娜·库兹涅佐娃指出。“
绿色经济将协调好经济增长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环境
的影响最小”。
该计划到2020年，包括几个
类型。例如，为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创造条件，使消费
者和生产者都能节约自然资
源。专家说，该文件规定的

30％的措施已经完成，并
且相当成功，70％仍在实施
中。他们还建议关注白俄罗
斯9%以上的保护区和高度安
全地区，并从中获得额外利
润。
“我们保持生物和景观多样
性是件好事。然而，我们可
以获得经济效果，同时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这些地区的影
响，”卡捷琳娜·库兹涅佐
娃说。

电动汽车和游
览电动公交车
“我国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
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肯定，并反映在环境评级
中。去年，在实现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指数中，白俄
罗斯在17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
23位。就气候保护领域的有
效性指标而言，我国排在第
29位。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环境与经济问题
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巴托
娃说，可持续发展的十七个

目标中有七个是环境目标，
我国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环境方
面的成就”。
“作为2022年电动交通发展
的一部分，将发布首款基
于中国的本国装配的电动汽
车。我国有超过80辆电动汽
车，其中包括自然保护区的
游览电动汽车。白俄罗斯加
油站已经有84个充电站在运
行。到今年年底还会有166
个。就这些台站的发展速度
而言，我们领先于爱沙尼
亚，她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方
面的世界领先者。”
“早在2015年初，全国共有
27辆电动汽车，目前已有240
多辆。除了政府的支持外，
电动汽车数量的增加也得益
于其所有者免缴国家税和增
值税这一事实”。

“绿色城市”
和免费资源
各部门正在努力加强绿色经
济。例如，在科学院，他们

发展	
“绿色经济”
在不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住房能源耗费减少到每平方米90千瓦，在年底前建造
166个汽车充电站，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平衡的9%。这些是白俄罗斯组织
和政府机构在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上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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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泥炭的深度加工问题来
获得化肥，因为现在焚烧泥
炭是一种奢侈。例如，科学
院正在研究泥炭深加工以获
得肥料的问题，因为燃烧泥
炭现在是一种奢侈。国家科
学院自然管理研究所地球系
统优化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柳德米拉·克拉维奇表示，
对肥沃的泥炭沼泽区域的二
次利用研究表明，这将避免
燃烧这些地方，并给予它们
第二次生命。
娜杰日达·巴托娃表示，将
于今年年底生效的以出口为
导向的《有机产品生产和销
售法》将为该地区的发展设
定框架条件，并将进一步推
动其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27家
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生产
商，包括采摘和生产浆果、
野生产品、桦树汁和农产品
的企业。
同样有趣的是，建造第一个
独立的资源之家公园将使用
替代能源。它的作者承诺，
居民不需要为热能和电能买
单。专家说，如果一切顺
利，它将真正成为绿色建筑
的突破。
绿色城市项目的负责人，白
俄罗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代表伊莉娜·乌索娃指出，
在项目框架内，他们在地方
一级与城市管理部门合作，
因为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中小
城市：
“我们正在为城市发展拟定
详细计划：波洛茨克，新波
洛茨克，新格鲁多克，我们
帮助他们实施试点项目，以
提高能源效率。例如，在新
格鲁多克，有一个智能街道
照明系统和住宅智能资源消
耗系统。城市交通问题通过
骑自行车得到缓解——在波
洛茨克和新波洛茨克。戈罗
多克，瑞丽瓦，克里切夫和
科尔马最近加入了绿色城市

项目，我们正在为他们制定
绿色城市规划”。
特别是在绿色城市建设中规
划了许多创新和有趣的主
意，有必要为这些项目的实
施寻求资金。因此，“绿
色经济”的问题必须放在首
位。她相信，为了在国内推
广新的生态技术，有必要进
一步制定环境和能源效率标
准。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
阳能和水能。白俄罗斯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能源部副主任
里奥尼德.巴列殊克提到，
在德国和意大利，可再生资
源占本国能源消耗的15％
，因此有助于绿色经济的发
展。
到目前为止，白俄罗斯已建
立了约6.2％（约400兆瓦）
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能力。 到
2030年，预计将达到9％。 然
而，此数据离15%还有一些差
距。
专家指出，在住房和公共服
务领域，住房现代化旨在将

能源消耗降低40％，在未来
要将每平方米耗能200千瓦降
到每平方米耗能90千瓦.在莫
吉廖夫和哥罗德那地区已经
开始试点项目，每平方米耗
能仅为25千瓦。
白俄罗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能源部科技政策与对外经济
关系部门主任安德烈.米涅
克夫说道：“国家绿色采购
原则的引入将在提高能源效
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
是当国家在国内引入某些生
产要求时，向消费者销售商
品和服务之前，制定出符合
环境和能源效率要求的标
准。”
提高能源效率的一个例子
是，实现木炭供暖锅炉的转
化，以及提高新式居民区能
源效率的利用。由于燃料价
格上涨（8-17％），居民房
屋的能源消耗减少了两到四
倍，并且居民支持使用可再
生能源。把公民的金钱与提
高居民生活的能源效率相结
合，可以实现提高现有住房
的能源效率，为此正在制定
相关措施。

伊琳娜·西多罗克

白俄罗斯装配的第一辆汽车出售，是一辆双座Zotye 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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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志愿者都以
自己的方式入
选志愿者的行
列。有些人长
期在较小的比
赛中练习，而

对于一些人来说，成为第二
届欧洲运动会志愿者是一个
漫长而令人兴奋的起点。其
中一位是白俄罗斯M. tank国
立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的
学生Violetta aleshkevich，她
说：
“在大学里，我听说第二届
欧洲运动会选拔志愿者，我
决定尝试。在欧运会前一
年，我参加了各种活动 - 拳

击和田径锦标赛，国际奥林
匹克日，迪纳摩体育场的开
幕。当然，欧洲运动会是我
参与过的最重要的活动。我
一点也不后悔去当志愿者！
我们这里有一支优秀的团
队，我不想跟他们分开。这
简直太神奇了：似乎有一个
月，我们一直在与那些我们
根本不认识的人并肩工作，
当我们分手时，我们泪流满
面！”
新朋友和丰富的经验 - 这可
能是每个志愿者在第二届欧
洲运动会期间的收获。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社会与文化传
播系的学生亚历山德拉·阿

齐尔说，获得的经验将来会
有用：
“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上，
我是波兰国家奥林匹克委员
会的助理，我和其他孩子一
起帮助运动员和代表，他们
需要语言支持，询问到达和
离开，询问有关体育设施的
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经
历：当你是一名志愿者时，
你会尝试随时随地学习课外
知识。”
许多志愿者设法看到第二届
欧洲运动会的比赛直播，甚
至了解他们的偶像。例如，
田径运动员伊琳娜·卡勒斯
卡娅见到标枪选手塔季扬

他们灿烂的夏天
“下一步是什么？”大多数志愿者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结束后提出了这个问
题。他们带着和平之火在全国各地穿梭，在机场和火车站迎接客人，在体育场馆工作......
第二届欧洲运动会的组织者，感谢志愿者的辛勤工作，他们说：志愿者不仅成为大型运动
赛事的灵魂，而且还成为其“承载者” ，没有他们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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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科霍多维奇特别激动，
后者是明斯克欧运会的冠
军。她本人也正在练标枪，
所以她很高兴与运动员交
谈，并在未来许多年里积累
了动力。Mitso国际大学的学
生nikita ivanov甚至可以称之
为幸运儿：他曾在运动员村
的认证中心工作，并向所有
运动员颁发了认证徽章。他
承认：手机上几乎没有第二
届欧洲运动会的照片 - 根本
没有时间。但是有很多美好
的回忆：我看到了所有比赛
奖牌获得者！
但远非所有志愿者都有机会
在体育场馆工作。有些人在
欧运会开幕前几周就开始
引领工作，以便在边境站
点与我国的粉丝和客人会
面，带着微笑和积极的态
度。oksana yarovich在布列

斯特地区边境口岸会见外国
代表团团长时回忆说：
“在我们的职能领域工作的
志愿者有一项艰巨的任务 - 与
外国客人见面。捷克人，德
国人，乌克兰人来了......
他们轮班工作，时间表很复
杂，但每个人都很满意：这
些孩子们中许多人学习法
律，甚至有机会参观边境，
看到边境口岸的工作。”
志愿者的选拔是一个严肃的
问题。申请由来自世界106个
国家的24000多人提交。在竞
争选拔之后，志愿者接受了
培训，在此期间向他们交代
了未来工作，介绍了给体育
设施，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
们在第二届欧洲运动会期间
顺利而迅速地工作。
白俄罗斯志愿者的能力和善
意得到了第二届欧洲运动会

的运动员、教练和嘉宾的高
度赞赏。现在，这些人正在
收到其他活动的邀请 - 他
们可以计划至少到年底的工
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热情
地回忆起欧洲运动会的10个
明亮的日子，并感谢组织
者，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我国
（白俄）历史上最大型体育
赛事的一部分。
社交网络上的帖子中人们说
感谢组织者的内容甚至很难
计算。例如，来自日洛宾的
anna Morozova用温暖的话讲
述了欧运会期间拍摄的照片：
“我每天都看到这种美。我
看到并坠入爱河。它持续
了两个星期，现在我要离开
了，很遗憾只有一次机会去
感受它。我感激经历过志愿
者的体验，有机会成为团队
的一员......我想要记住每
一刻......明斯克，感谢你
的舒适，美丽的日落，最重
要的是感谢这里的人们，在
这里永远像在家里一样。”
志愿者nikolai Vabishche  vich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向组织者
表示感谢：他和其他志愿者
一起使用23个品牌的蓝绿色
运动鞋在沥青上画了一颗心
并签名：“我们很高兴参加
了如此大型的活动。”
作者: tatyana Pastushenko, 

Khristina Glushko, 
olga Dubrovs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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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近两年来，有近14000人以Polina amelyanchik的
眼光看待白俄罗斯。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涅
斯维日城堡的。还有关于米尔城堡、布列斯特
要塞、奥古斯都运河的内容。然后，波利娜与
她的丈夫米哈伊尔一起，将沿着无人居住的道
路前进。
一个常见的问题：“这里是哪？这是在白俄罗
斯吗？”我很乐意回答，告诉你如何到达这个
地方，以及在路上你可以看到什么。
白俄罗斯的所有人对该项目的作者感兴趣。夫
妻二人仔细计划路线，每条路线至少分配几
个小时。关于Gatovsky（或Kozel-Poklevsky）
庄园的帖子获得了最多的点赞和评论。关于这
一点，许多人在评论中承认，他们是第一次看
到。旅行博主自己会称之为熟悉遗产的令人难
以置信的发现。
这个庄园是十九世纪由Gatovsky购买的，后来由
大女儿 - 富有的贵族Kozel-Poklevsky的妻子继
承。农场和德国医院都写在建筑的传记中。庄
园的修复工作于1996年进行。它在2015年为游
客开放。36间客房，风格各异。他们不抱怨游
客数量。然而，仅依靠今天的好评还不够，你
需要消除游客的障碍。总统甚至一再谈到这一
点。这主要是关于扩大免签证入境政策：
我们有奥古斯都运河，有别洛韦日森林，它们
位于西部边境，我做了两个决定 - 通过奥古
斯都运河（它将立陶宛，波兰和白俄罗斯与水
路联合）和来到别洛韦日森林免签停留一段时
间。游客们到达那里，当然也把钱带了过来。
2014年穿越白俄罗斯边境时，那是外国客人第
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到访，在世界冰球锦标赛期
间。一年后，允许短期免签证入境别洛韦日森
林。而在2016年，通过奥古斯都运河也免签。
今天，来自74个国家的客人可以在没有签证的
情况下通过白俄罗斯国家机场进入白俄罗斯长

旅游型国家
旅游业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趋势：旅行，获取灵感，拍摄，上传到网络，并激励他人
旅行。它在白俄罗斯有用吗？如何提高国家旅游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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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0天。在布列斯特和格罗德诺地区的某些地
区延长逗留时间长达10天。因此，与2017年相
比，去年免签证游客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体育和旅游部副部长Vitaly Gritsevich说：
根据国家边境委员会的统计，去年有470万外国
公民进入白俄罗斯。这里没有算上东部的客流
量，因为你知道白俄罗斯 - 俄罗斯边境是开放
的。与此同时，我们与belstat一起开发了一种方
法，我们根据该方法进行计算。原来，去年约
有1150万外国公民进入白俄罗斯。
奥古斯都运河上“rudavka森林”的季节性检查
站。通过水路，步行或骑自行车 - 几分钟就可
以通过边境。去年，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体育
和旅游部副主任tatyana lidyaeva说，有超过3千
人越过边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免签证游客：
免签来访排在第一名的是立陶宛人（64％), 30％ 
是波兰人，第三名是拉脱维亚人。之后是来自德
国及其他地区的游客，共来自70个国家。
2017年，50000名游客免签参观了奥古斯都运
河，一年后 -  92000名游客。今年我们想再创
纪录：60000外国人已经在当地自然的怀抱中放

松。但是还有那么多客人可以享受免签政策！
的确，随着免签的出现，酒店场所的短缺已经
变得明显。农业旅游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在运
河附近，15个庄园正准备同时开放，以及两个
庄园综合体：svyatsk和radivilki。
现在说说布列斯特。通过连接格罗德诺和
布列斯特地带，可以增加免签游客的数
量。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经过许可的
话，ivatsevichi，lida和novogrudok地区也可以增
加额外免签区。然而，无论路线中出现多少新
点，它肯定都是从布列斯特要塞开始的。
自1956年以来，超过2400万游客参观了要塞，预
计今年将达到2500万游客参观。俄罗斯，乌克
兰，波兰，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 - 2018年，来
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客人参观了布列斯特要塞。
总的来说，布列斯特州是国家旅游业的最佳指
标之一。此外，布列斯特的乡村休闲活动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 - 有400个庄园可以提供服务。
顺便说一句，根据belstat和相关部门的说法，平
均每位旅行者在我们国家旅行的费用约为480卢
布。平均旅行持续约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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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它的美
这个独特的水利工程建筑的
价值不仅仅在于工程思想
的完善和建造技巧。奥古斯
基运河建成的故事使白俄罗
斯、波兰和俄罗斯三个民族
走到了一起。大约两个世纪
前，普鲁士对俄罗斯货船在
维斯拉的运输征收了过高的
关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同意当时是俄罗斯帝国
一部分的波兰王国财政部长
弗朗西斯-泽维尔-卢贝斯基
的观点，认为需要修建一条
替代的水路。
有趣的是，在皇帝的决定
中，有两组设计团队提交了
他们的计划:俄罗斯的和波
兰的。最后波兰人赢得了投
标。它的建造持续了15年，
最终建成了一个独特规模的
和独特设计的建筑设施。由
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运
河的水力工程设施基本成为

废墟。由于这条运河在苏联
边境地带，所以政府关闭和
普通旅客的参观游览。随着
年久失修，这条运河的人工
部分已经基本不复存在。
著名记者亚历山大·罗思明
斯基回忆道:即使是我，一
个土生土长的格罗德诺记
者，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如
同珍珠一样的运河的存在。
上世纪70年代末真相才向我
揭示。我们这些摄影师记者
被邀请到波兰共和国参加一
个展览，其中一个项目是奥
古斯基运河之旅，一位了不
起的导游讲述了这座建筑的
历史。就在那时，我有了一
个惊人的发现:奥古斯特运
河在格罗德诺附近流入涅曼
河，但没人知道。在波兰，
它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
景点，也是一个积极度假的
圣地。多年来，格罗德诺的
保守反对者对运河修复的想
法持怀疑态度。“谁想要这

些废墟……”但也有一些人
感兴趣。作为格罗德诺地区
执行委员会的前主席米哈伊
尔·科马雷茨在总统的一次
会议上，他谈到了奥古斯都
运河。国家元首非常重视这
一独特的，有纪念意义的，
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他们
立即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
组，在一周后抵达。水路网
络正在恢复。

《我们在触
摸历史》
这一复杂的工作被分配给了
一家地区企业«格罗德诺水务
公司»。他的首席执行官鲍
里斯·博格达涅茨还记得他
和他的同伙们当时是多么高
兴:苏联解体后，工作非常困
难。我们找不到我们的盈利
点，所以当我们看到总统的
命令时，我们得到了一个价
值1500万美元的项目时，我

你真美——	
奥古斯图夫运河
重建的奥古斯图夫运河给白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度假胜地，它吸引了数
十万的游客。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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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欣喜若狂。我们把所有的
工作人员都投入了工作。我
们开始了与83个分包商签订
了合同。我们动用了汽车，
挖掘机专业车辆。他们非常
投入，非常专业，合作十分
通常。你可以想象，有97台
挖掘机在地面工作。他们帮
助重建了运河，我们很清楚
我们正在触摸历史。科学主
任安德烈·帕胡塔对我们要
求十分严格。他从不让我们
放松。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整理了
建筑工地的档案照片:
-----这里有个水闸。看到
他现在的状态了吗?他几乎
不存在了。现在看看他有多
帅。看这个船闸。也被摧毁
了，和我们今天所见的完全
不同。这张航拍照片展示了
河床如何扩建。 顺便说一
下，是照片的10倍！设计
与施工同步进行。在这个过
程中，有很多变化和补充。
通常是由于建筑不完整的状
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
们的计划是在斜坡上砍伐2
万立方米的森林。但当他们
进行了200到300米后，他
们决定留下树木。现在我认
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森林就
在水边，这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的对话者确信，
现代奥古斯基运河95%的内
容都是180年时的翻版。这
项工作的资金还包括历史数
据的收集。奥古斯基运河建
成后，他的数据资料保存在
圣彼得堡的军事历史档案馆
种，拥有大约100卷原始文
件。包括地图，蓝图，甚至
建筑材料的数量--包括钉
子。一位历史学家从俄罗斯
北部的都市带回了一份移动
桥梁的蓝图副本。今天，和
以前一样，它们是手动升
降的。我们有让它们自动化
的想法。有人说“我们生
活在现代世界，有什么手工
作业？”我回答说:“在任
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保持
还原运河的真实性，”鲍里
斯·博格达涅茨坚称。重建
后，运河仍然处于«格罗德
诺水务公司»公司的运营中:
把灵魂投入这座建筑物的人
不会容易毁灭。现在，该公
司的专家们正准备与波兰合
作修复库兹涅茨边境水闸。
此外，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旅
游设施:15个床位的酒店、
农庄、运河历史博物馆，更
不用说双体船租赁中心，那
里有船，摩托艇和自行车。
他们计划今年再买一艘船。

交通要道
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主管体
育和旅游部门的负责人奥利
格.安德烈切克说到：“这
个季节的游客络绎不绝。去
年，我们共接待了10万名来
访问奥古斯图夫运河的游
客。而4年前年均游客数量仅
为2万8千。”
去年，关于奥古斯图夫运河
的互联网请求与访问数量比
2017年增加了15倍。 如今，
它不仅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还是一个大型创业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里出现
了15个农庄，数十公里的
新街道和自行车道。顺便一
提，今年已经修建完成了一
条从波兰边境到格罗德诺大
约50公里的自行车道。奥古
斯图夫运河的宝贵价值在于
它是一条独特的跨境运河。 
几乎所有路线都是根据跨境
优势进行规划的。旅行者以
波兰为起点，经过白俄罗斯
后，会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
已经到了立陶宛境内。103公
里的运河中，80公里在波兰
境内，23公里在白俄罗斯境
内。随即延伸至立陶宛到达
涅曼。沿着运河设有为徒步
旅行者和自行车爱好者提供
的休息站。 去年，3,000名
户外运动爱好者来到奥古斯图
夫运河休闲娱乐。 目前正在
进行谈判以开发出一条环线。 
奥古斯图夫运河是与周边国家
建立牢固友谊的纽带。在明斯
克的旅游展上，奥古斯图夫运
河首次作为独立展品展出，没
有将它分割为波兰部分和白俄
罗斯部分。而且可以免旅游签
证游览这片人工与天然相结合
的绿洲，这就为外国公民消除
了不必要的麻烦，使外国公民
可以便捷地来到这里，享受在
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地方度
假。

卡捷琳娜·沙拉维斯卡娅 b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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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任何白俄罗
斯人我们国
家的名片，
他们肯定会
说:“森林和
沼泽。”他
可能还记得

阿洛维察和纳里博斯基的森
林，尽管他自己可能从来没
有去过那里（不幸的是，有
很多人是这样的）。但谈到
土耳其或埃及的海岸，我们
都会第一时间有所反应。
此时此刻，我记得关于我国
的诗人写的诗篇，鼓励白俄
罗斯人寻找心中同样的旅行
之路，这样他们就会在我们
的灵魂中出现。更重要的
是，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
的生态小径，我们只需要选
择最合适自己的。

对于冒险家来说
维捷布斯克百慕大，白俄罗斯
冻土带，欧洲的肺——不管你
怎么称呼叶利纳。这个白俄罗
斯最大的沼泽分布在该国北部
的纽勒地区和沙尔科夫申斯基
地区。科学家估计这个沼泽至
少有9000年的历史了。的确，
这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这里
有一百多个湖泊，的确，这些
地方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有一
百多个湖泊，而且植物群的特
征更像苔原。每年，当地居民
都会去“狩猎蔓越莓”，因为
这个沼泽拥有白俄罗斯最大的
浆果储量。紫杉和石南花的香
味使人头晕目眩。从一些野生
鸟类的叫声确定的:大约有130
种鸟类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
黑喉潜鸟和白鹧鸪。

沼泽高地——你听说过吗? 叶
利纳的特点还在于，沼泽地
块的中心部分比极端部分高7
米。这是真正的奇迹！
叶利纳不仅吸引了好奇的游
客，还吸引了成千上万只鹤在
春季和秋季到来。没有人确切
地知道什么时候候鸟会把沼泽
当成一个迁徙的中转站——也
许是300年前，也许是几千年
前。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听
到、品尝(我指的是浆果，而
不是鸟类)，通过徒步的生态
旅游方式。它被认为是欧洲最
长、最宽的，在风景如画的叶
利纳有一条欧洲最宽，最长的
木制生态小径。从卡那希村开
始，不需要帮助就能很好的游
览。不过，我们可以直接去沼
泽探险。穿上橡胶靴通过所谓
的沼泽通道（有这样的服务）

在国外，他们
会毫不犹豫地拒
绝全包式旅游。 
厌倦了城市的舒

适，人们想去可以观
察到稀有的鸟类和动

物的地方，可以呼吸到
森林报春花气味的地方，

可以走过柔软苔藓的地方，
可以喝一口泉水的地方。白

俄罗斯人在这方面很幸运:无论
你走到哪里，你都能找到一个绿

地公园，最好的是国家公园。我们
的记者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徒步是

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旅游方式。

徒步	
“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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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过泥炭苔。对于那些正在
寻找新感觉的人来说，叶利纳
也提供了沼泽路线（有穿越沼
泽的特殊车辆）。

徒步旅行的意义

生态旅游业--是去一个相对未
受影响的自然环境的旅行，在
那里你可以接触到多种多样的
生物。这种旅行的先决条件是
尽量减少对保护区的负面影
响。
生态小径--是一条有精良装
备、高度安全的步行路线。目
标是让你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
完整的了解，但要在相对较短
的时间内完成。因此，生态路
径很短，可以穿过保护区公园
最壮观，最优美的经典。

为了家庭

位于瓦罗任斯基区的纳里博斯
基森林拥有第一个也是迄今为
止白俄罗斯最好的无障碍生态
小径。在这里可以欣赏古老森
林的自然财富，眺望稍纵即逝
的伊斯洛奇之镜。现在残疾
人、老年人和孕妇都可以在“
列拉克雷茨”路线上行走，完
全不用担心安全。沿着这条路
有长凳、露台和厕所，没有任
何的障碍。
这条小路的特点是它有很多的
展台、地图和模型。它们这样
做，你就能完全了解纳里博斯
基森林的独特之美。 关于旅

游信息会用很清晰的文字书
写，还会用布莱叶盲文重复，
来告诉视障人士他们可以去哪
里，他们也可以接触动物，鸟
类和植物的模型来了解。去
年，第一次«因菲斯特»在附近
举行，之后«列拉克雷茨»补充
了新的感官项目 - 感官踪迹
（你必须赤脚走路去“感受森
林”），进入房屋来感觉藤蔓
雕塑，野生蜜蜂和鸟类。
白俄罗斯无障碍生态步道是使
用花岗岩薄片铺成的（顺便说
一下十分环保），即使在恶劣
天气下也不会让婴儿手推车无
法通过。因此，这片森林非常
欢迎母亲带着婴儿一起来。
请记住，«列拉克雷茨»旁边有
几个农业农庄，也是无障碍旅
游设施之一。一个长期失去行
走能力的人能乘坐旅行车欣赏
湖中央和风景如画的海岸吗？
拜托！当然可以！
一个从不擅长烹饪的，也从未
去过养蜂场的人，能按照旧食
谱烤出面包，找寻养蜂人的秘
密吗？ 完全可以！

为了放松

明斯克被称为绿色之都是有原因
的。在首都，除了有许多公园和
广场外，还有十条生态小径。在
列宁区有银色日记和鸟之城两个
观景台。从第一个观景台可以看
到同名的道路，第二个观景台非
常适合观鸟（英语“观鸟”）。
如果您在齐若夫克，那么您可

以沿着乌博列维奇大街和斯维
斯洛奇大街之间的生态小径漫
步。请一定要带上你的智能手
机，因为那里有多个拥有QR密
码的信息台。如果你在当时中
没有机会看到翠鸟，至少还能
在你的手机上观看。
大部分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和
他们祖母喜欢奇楠斯克水库
路线，这里有大量的河岸植物
和药草。在库拉佐夫思纳公园
生长着巨大的自然纪念碑--橡
树，据说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巨
大的能量。在天鹅水库附近有
一个生态观景台，在甲板上可
以观察水中的无脊椎动物。在
石头城的居民可以在天冷时喂
一喂哪里的鸬鹚。如果你居住
在市郊的斯维斯洛奇，那么还
有机会看到海狸，水甲虫和水
蝎子。

为浪漫

准备好去白俄罗斯边境寻找蕨
类植物了吗?买一张去布列斯
特的票吧，从那里到勒普洛卡
村。在这个国家的西南角，东
欧唯一的地方，有一种神秘的
蕨花生长在这里《皇家薇蕨》
。要找到它并不容易，当你沿
着林河的生态路线走，可能会
看到它。
普里布吉波利西亚生物圈保护
区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因为游
客不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做“森林冥想”
。顺便说一句，当地动物群被
认为是白俄罗斯所有保护区中
最丰富的。 在保护区深处的
沙丘上，有红皮书中的保护动
物--沼泽龟，他们与恐龙是同
一时期的动物。
普里布加波利西亚也是三种文
化的十字路口，因为它就在边
界附近。乌克兰和波兰就在不
远处。它非常适合与外国朋
友见面:因为它是布列斯特地
区，所以不需要签证。

安娜·库拉科

a
n

a
to

ly
 K

le
sh

C
h

u
K

2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生态之路



遥远王国

只有两位白俄罗斯记者伊万和瓦
莲京娜·日单诺维奇沿着我们的
国界步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获得过这样的荣誉。
他们名为“前往遥远的王
国”的项目于1996年春季和
夏季实施，持续了120天。明
斯克两位记者走上这条艰难
的道路是为了什么，旅行结
果如何以及是否准备重复这
样的行程 — 下面是我们与他
们的谈话。
伊万和瓦莲京娜，这一切是
怎么开始的？
瓦莲京娜：1995年春天，我
们一起在《rodnoe slovo》杂
志工作。那时是年轻的白俄

罗斯独立的时候，来自我们
环境的人们对他们的母语，
文化和白俄罗斯传统非常感
兴趣。在那种精神浪潮中，
我们渴望完成前往波洛茨克
的朝圣之旅的项目，这是白
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城市。这个想法在
书中找到。它写道：在革命
前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朝圣者走向波洛茨克
的圣euphrosyne遗物。我们决
定安排一个世俗的“波洛茨
克的朝圣之旅”，以便在6月
5日前夕来到这个城市：在这
一天，每年都有令人尊敬的
记忆。在那晚的朝圣之旅中
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想法：沿
着国界步行环游白俄罗斯。
然后于7月27日获得了具体想

法，当时我们以及所有人
共同庆祝了“白俄罗斯国
家主权宣言”（1990年）通
过五周年。在那一天，我们
推断：走遍我们的祖国会很
棒 — 从而为它做出精神上
的守护。我们开始为旅程
做准备，最终，项目被称
为“前往遥远王国”。我
们希望写一本关于该项目
的书。 
什么时候出发？在路上带
了什么？
伊万：我们从4月15日到8

月13日步行：120天。在白俄
罗斯北部，乘火车到德维亚
（德维纳的一个地方，布拉斯
维奇）。从那里开始行走，共
走了2810公里。我们确定执导
这个数字，因为我们随身携带
小车轮上有车速表。我们还带
了什么？露营的东西，书籍，
相机，第一次的干粮，之后的
食品都是在途中购买。旅行的
预算非常小，该项目的资金都
是我们自己的。帐篷是自制
的 — 由降落伞织物制成，在
雨天或寒冷的时候，它被玻璃
纸覆盖。我从旧自行车车架的
两个后部构造了一个可折叠的
轻型婴儿车。在布拉斯拉夫斯
基区，从民间工匠那里购买了
美丽的草帽：在一些远足照片
中可以看到它们。 

旅行的幸福
旅行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助于改善身体和精神紧张，以及肾上腺
素。人们昨天旅行，今天也旅行。当然，明天，旅行也将继续。在旅行过程中，正如
旅行者自己多次讲述的那样，世界观，思想，情感都会有更新。他们是我们同时代的
人，他们准备步行，骑自行车，乘坐热气球或搭便车，行走数百公里......其中一些是我
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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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的营地生活…..但是工
作呢？还是想要远离城市喧
嚣？
瓦莲京娜：当然，我们不得
不辞掉工作。当我们回来时
已经到了秋天，我们被邀请
到白俄罗斯杂志工作。至于
舒适度…..嗯，我们知道我们
要去树林和田野，还要去三十
年代的王国，而不是去五星级
酒店。野营生活有其优点。我
们适应了路上的情况。顺便说
一句，只有在寒冷的几周里，
我们两个人在村里、学校里过
夜，后来主要是在大自然中。
野营生活逐渐适应。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任务：搭帐篷，打开
东西，点火，煮食物…..早
上，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用塑料瓶装水，补充食物供
应。顺便说一下，我们当时是
吃素的。有时在河流，湖泊沐
浴。 
你现在能够想起有什么有趣的
事情？
伊万：好人，他们让陌生人过
夜，他们尽可能地帮助我们，
并且他们很有趣。美丽的风景
被人们铭记。我们告诉了我们
的同事，他们写了关于我们的
事情。他们在报纸上写道 — 
“白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
，“七天”，我们也不止一次
被邀请到广播电台。我们为很
多出版商准备了一些出版物：
白俄罗斯杂志，Maladosts杂
志。后者印有故事中的碎片。
旅行诗有一百多首，三个厚厚
的普通笔记本日记条目。为我
们拍摄了“祖国的开始”系列
电影中的一部。它是首都stV
电视台拍摄的。 
你们有没有害怕过？
瓦莲京娜：害怕过，但很少。
我记得有一次在Polesie，我们
被麋鹿的咆哮惊醒 — 非常
靠近帐篷。感谢上帝，我们
没有遇到邪恶的动物，有时
在森林，田野过夜，我们就
在路边…..我们从未在酒店过

夜。在这里，想澄清一下：我
们乘坐火车从明斯克出发前往
起点，中途在波洛茨克停留。
为了向波洛茨克的saint eu-
phrosyne鞠躬，请求她在路上
保佑。我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了
她的保护力量。此外，我们平
均每天行走20–25公里：走路
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艰苦的工
作，即使你是轻微的。我们一
起工作：每天我们在日记中写
下车速表的读数，以及印象，
思想，诗歌，与人的有趣对
话。因此，疲劳是伟大的，并
且在这种状态下恐惧更少 — 
因为你只是想放松。 
你是否以某种方式在日记中记
录了你经历的时间和地点？
伊万：是的，我们在日记中盖
印了各种组织的地方议会，学
校，药店，商店，邮局。务必

记录每天行驶的公里数。即使
写了诗，也把时间，日期，地
点放在它下面。 
你旅途中最想念的是什么？也
许，有时会想“退出”，回到
城市？
瓦莲京娜：我不认为这是问
题。毕竟，我们有目标地离开
了，我们会得到少许满足感。
我们在途中确信：所有最重要
的东西永远在你自己身上…..
如果有什么东西丢失了，想一
想就会发现它。顺便说一下，
我们当时还没有手机。不知何
故，我们的朋友发现了一个
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
牙刷和钱包就够了。我记得在
行程中我们真的很想吃煎饼。
我们设法去做 — 在篝火上，
在煤炭上。没有平底锅，所以
伊万从路上发现一块类似的物
品，在它上面做。至于想要回
来…..这种情绪发生过。但这
些只是情绪，我们可以重新配
置它们。如果出现想回来的想
法就回来，那样太轻浮了。 
回归后，是否容易习惯城市生
活节奏？你们准备再次进行这
样的旅程吗？
伊万：我承认，旅行后我不想
回城市 — 想住在农村里。
但是我必须习惯它。适应很容
易。正如他们所说，你很快就
会习惯这种善意。我想再次旅
行…..下次的话也许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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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骑摩托车。到目前为止，我
们拥有有规律的生活节奏，绝
对没有时间长途旅行。目前我
们作为记者进行人生的旅程。
在此期间，我们在夏天度假时
认识了一些国家。印度非常让
人震惊。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了。 

结婚礼物

年轻家庭叶甫根尼·巴拉诺维
奇和亚莉珊德拉·希捷利尼科
于4月14日在春季登记结婚，他
们正在进行一次极端的蜜月之
旅：他们骑自行车前往阳光明
媚的格鲁吉亚。摄影大师阿纳
托利解释了这一点，他在出差
时遇到了他们。
阿纳托利！你在哪里见到了这
个异国情调的夫妇？
在svetlogorsk区的Parichi村
附近遇见他们。这对夫妇对
我来说真的很奇怪。年轻，
美丽，积极，还带了一条
狗。当时他们正在出行的第
四天，走到第267公里。叶
甫根尼与亚莉珊德拉通过
了lyakhovichi，slutsk，old 
roads， bob ruisk。之后是
svet lo gorsk，re chi tsa，Go-
mel，俄罗斯的几十个城市和
村庄以及外高加索共和国 — 
还有几千公里。当我们蹲在

P-31公路的边缘时，他们向我
讲述了这件事。 
这对新婚夫妇行程共多少公
里？
他们计划5千公里。他们觉得
的旅行方案可以毫无问题（路
上肯定会发生各种问题）地完
成，他们梦想在两个月内到达
格鲁吉亚的黑海沿岸。 
他们以前去过吗？
叶甫根尼说，早些时候他和亚
莉珊德拉一起搭便车去过格鲁
吉亚。他们计划今年夏天再去
那里，但是他们想：为什么不
骑自行车带着Kligan（狗）。 
狗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吗？任
何时候都可以赶上主人吗？
您在说什么！虽然这只中亚牧
羊犬是一种非常有耐力的品
种，但它不是很健壮。他们在
车轮上为Kligan设了一个特别
的位置。狗在上面。根据叶甫
根尼的说法，他舒适地克服了
这条路，从窗户向外看生活。
有时，当它想的时候，可以与
主人一起跑。顺便说一句，这
是最古老的狗的品种。我读了
资料后发现：它诞生于6000年
前。 
他们每天行驶多少公里？
他们说每小时行驶九到十公
里，他们经常停下来休息，
喂他们的朋友吃点零食，自
己也吃一点。而且踩踏板很

容易，所以路上很开心，他们
负责任地准备：叶甫根尼设计
了车架，亚莉珊德拉在上面缝
了遮阳篷，制作了可靠的行李
箱包。还有其他物品：帐篷，
睡袋，可更换的鞋子，一些食
物…..
您认为这两位旅行者现在在哪
里？
也许他们在格鲁吉亚度假，或
者他们已经回家了。时间会证
明。 

关于明斯克骑手 
卡佳·杜巴聂维奇 
和她的环球航行
在媒体上有关于她的故事，在世
界各地观察她的旅行。她已经在
路上将近一年。2018年4月开始
了这段旅程。可以想象卡佳在不
同国家看到的东西，她的感受，
而不只是钦佩她。当然这只是我
们的想象，远非现实。我们希望
当这位旅行者回家时，能够同意
成为编辑部的客人。她会告诉读
者旅程给她留下的印象。
认识一下！卡佳 — 这个词
我的名字是卡佳，我喜欢骑摩
托车旅行。 
从童年开始，我对所有典型
的“女性”事物都不感兴趣。
我把别人送的娃娃放在玻璃的
灰尘上，但是带走了带有螺栓
和螺丝刀的金属构造以及苏联
乐高。我和男孩们一起爬上车
库，荡秋千，抓蝾螈，在自行
车飙车中摔坏膝盖。 
我的祖父 — 军事航空飞行
员，在天空工作了43年。我们
经常去borovaya观察飞行员的
训练，当我的祖父停止飞行并
成为调度员时，他喜欢在他的
新办公室里点击一张巨大地图
上的拨动开关。蓝色，红色，
绿色灯泡和拨动开关，用于确
定飞机的位置。我记得拨动开
关的声音和紧密切换以及点亮
灯光的乐趣。我似乎在做一项叶甫根尼 与亚莉珊德拉·希捷利尼科 带着狗狗 Kl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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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所依赖的非常重要
的工作。 
在2010年，我第一次驾驶车
辆，从那天开始，我无法想
象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的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个人去旅行，因为我非常
喜欢它。摩托车是一次冒险之
旅。你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你
闻到风，雨，甚至雾的密度和
太阳的温暖。公路，自然，城
市建筑，人物面孔和不同国家

的语言嗡嗡声正在发
生变化。 
每一天都有新的印
象、发现，你不知道
明天你会看到什么。
印象和记忆是我们可以

接受和保存的最
宝贵的东西。 
你相信自己，否
则你无法应付这
条路，你相信
人 — 如果你
需要，你会得到
帮助，你相信你
会回家，因为他
们在等你。你活
着，活到100岁，
前方是生命和巨大
的世界。 

到2018年，我只在周末，节
日和年假的时候旅行。所有
旅行都是自费的。当您开始
旅行时，优先事项会发生很
大变化 — 你可以驾车500公
里到达波罗的海，而不是购
买新的化妆品和靴子。要学
会计划和节约。 
我想，迟早每个旅行者都
开始梦想绕着我们的星球盘
旋，尽可能多地看到并尽可
能地感受到。 

首先，环绕航行的想法出现
在灵魂的深处，带着胆小的
种子。注意力的焦点转移，
它开始从“世界各地”这个
词出现的巨大信息空间中捕
捉到一切。种子开始生长，
包围着意识的强大根源，现
在你的整个人生活在一个伟
大的想法上。 
当你做出决定的那一天到来。
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宇宙开
始积极地帮助或阻碍你，但克
服所有困难的愿望只会越来越
强烈。但你总是向前迈进，即
使是微弱的步骤。加强实现愿
望的肌肉。 
我已经在路上。是的，这很恐
怖。是的，这将是困难的，孤
独的，并且存在许多风险。但
是重要的是有一个生命的主要
旅程。 
我会在2018年8月18日开始这
段旅程，我会尽我所能让它变
得生动、有意义。 
如果我可以，那么你也可以。
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会成功！ 
有关卡佳及其环球航行的更多
详情，请访问网站 — moto-
katrina.com 

伊万·伊万诺夫, 
因佳·瓦莲京诺娃

旅行者的代码， 
或卡佳对环游世界的人的建议

旅行本身就是一种发现。新的国家，文化，人
民，道路和知识。 
此代码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则，遵守这些原则将帮
助您避免误入歧途，拯救自己，不伤害与您不同
的人。 
抵达其他国家/城市/家庭时，您必须意识到您的
世界，信仰和世界观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国
外，您是访客，即使您不想与他人分享，也必须
遵守其规则和政策； 
— 将当地传统视为理所当然，并尽最大努力观察
它们； 
— 未经许可不得拍摄任何人； 
— 仔细研究您计划旅行的地方行为准则，不要破
坏它们； 
— 不要穿太多吸引人的衣服；不要把自己暴露在
公共场所。 

— 任何旅行者的荣誉是帮助另一位旅行者，旅行
者们需要它。 
— 保护自然和环境； 
— 尽可能使用炉灶或燃气灶； 
— 尽可能少地使用一次性餐具，塑料和其他
包装； 
— 不要留下垃圾； 
— 使用天然材料洗碗，而不是“化学”。 
— 不要让自己暴露在的危险之中。想想那些担心
你并希望你成功回家的人； 
— 根据您的身体特征，带上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必
要的药物； 
— 提前研究您的道路上可能存在的危险和障碍，
尽量减少风险； 
— 不要批评当地习俗并强加你的观点； 
— 避免谈论政治。旅行者是政治之外的人。 
— 您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应严格评估，并根据收到
的来源和时间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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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Mstislavsky水源的“Kagalny
井”位于城堡山下，它是
神圣文化的纪念碑，也是当
地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也是
中世纪城市的历史地标。那
里有一个让人想起传说的故
事，当地饮用水的质量吸引
了每年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
客。来源的名字来自希伯来
语“kagal”，意思是 - 公
共，共同。上个世纪初，从
犹太水运（当时该国人有一
半住在Mstislav）收集水并将
其出售给居民。不幸的是，
在上次战争之后，以及2000
年前，水源被遗忘了，但由

于地方当局和城市居民的努
力，“井”得以恢复。顺便
说一句，从“Kagalny”开
始， Zdorovets小溪起源于
Vikhra河，而Vikhra河又是
sozh的一条大支流。
从 科 学 来 源 可 以 看
出 ， M s t i s l a v s h c h i n a是 P    
o z h y e的 重 要 民 族 历 史 地
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民间
服装一直保存下来，这是19
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居民
生活的特征。由于展品的高
价值，区域工艺馆复兴了地
区服装，以了解其熟练的前
辈的原始文化、性格和世界

观。这样的服装是连接过去
和现在的真正来源，是Ms-
tislavschina的名片。在照片
中，二十岁的Mstislav女人
Darya antonova展示了一
个女孩的服装，这表示Mo-
gilev-smolensk边境地区的
县城生活繁荣时女孩们的样
子。应该指出的是，Darya
与民间文化有直接关系 - 她
从事舞蹈编排，教孩子们当
地的传统舞蹈，是当地女装
设计师的典范。并且她梦想
着穿节日民族服装的传统能
够恢复。

作者：anatoly Kleshchuk

唯美与力量

追本溯源



体
育 一 直 以 来
是 她 的 一 个
爱 好 ， 也 是
职 业 。 与 此
同 时 ， 奥 莉
伽 有 出 色 的

形体，并没有忘记她的女性
气质，而且看起来似乎与不
相容的东西相结合。白天在
健身房里工作，晚上她跳探
戈舞。乍一看，这是个年轻
的女孩，但她没有隐瞒她的
年龄，她有两个儿子，顺便
说一句，长子已经18岁。关
于是否有可能成为不吃药品
的健美冠军和去健身房的原
因，奥莉伽在采访中说到。

“没有任何一个美容
师能带给你像体育
运动这样的效果”

 - 它写在您在BelAZ工作的
社交网络中，但是，看着照
片，很难想象您如何组装大
型机器。
 - 我不直接从事制作本身，
我是教练，我研究过专业化
的举重。2004年，在BelAZ
健身房的开幕式上工作。
起初，这项运动只是我的爱
好，我从事举重，成为全国
举重的冠军，直到有这个健
身房之前，我都像许多女孩
一样工作。

 - 除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您
还从事教练工作。在若季诺
这样的小城市，是一种受欢
迎的生活方式吗？
 - 是的，但大多数客户都是
男性。健身房吸引着末，因为
你的身体不能通过跑步或跳舞
来塑造，这里可以获得漂亮的
线条。许多女性仍然害怕，她
们有很多迷信，她们认为在一
周内她们会长出巨大的肌肉。
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也
看到过那些在健身房锻炼多年
且体重较大还像五年前一样走
路的男性。女孩们会看到很多
专业运动员的照片，他们在药
理学上并认为他们会变得一
样。事实上，如果一个没有锻
炼过的女孩来找我，她至少需
要一年时间才能看到好成绩。
 - 人们参加锻炼的主要动机
是什么？
 - 减肥的愿望。但我告诉所
有人：你只能在厨房减肥，
在这里你塑造你的身体，
燃烧额外的热量，多余的能
量，其他的是-厨房和食物。
女性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区域
是臀部下垂和松弛的手臂。
去健身房，主要是你知道想要
什么，并意识到你是否准备每
周训练3-4次，坚持适当的营
养和睡眠。但有人因工作，
家庭，孩子不锻炼，有时女孩
甚至一周都找不到两个晚上锻

奥莉伽·卢妮娜

我不像其他女人
奥莉伽·卢妮娜绝对是白罗斯的健身冠军，以90公斤的
杠铃进入世界锦标赛，这让许多男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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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当然，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我相信首先，你需要考虑自
己。如果女性没有被关注，她
们就会开始变得更糟，男人呢
就是雄性动物，他对看这样一
个女人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
转移视线。您知道什么是最有
趣的吗？女性在离婚后开始改
变，她们错误的思考自己。为
什么提起这个？例如，随着年
龄的增长，相反，我越来越
好。体育有助于发展负责年轻
的重要激素。没有美容师能带
来想体育锻炼这样的效果。

“比赛结束后的女孩
们增加了15-20公斤”

 - 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才
开始参加健美比赛，为什么？
 - 是的，我已经有了丈夫，
拍摄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但这
些并没有激励我，我从未在评
委面前表演，它对我来说很有
趣，愿望就这样出现了。
 - 但是很多女性抱怨生完孩
子后很难恢复体形。

 - 我在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提
醒，所以在孩子出生后我看
起来还可以，至少去拍照的
时候可以看到平坦的肚子，
当我触碰到它时，我甚至不
相信，但其余的去了哪里？
即使是横向发展也没有，尽
管怀孕期间的腹部很大。在
某个地方我仍然参加体育锻
炼长达六个月，当然，这需
要与医生沟通并根据我的健
康状况。顺便说一句，母乳
喂养有助于减肥。
 - 您是否很容易上台让人们
欣赏？
 - 首先，它是可怕的，即使
你第一百次这样做。此外，
当你几乎赤身裸体时，你不
仅需要走出去，而且还要展
示自己，展现你所有的女性
气质。因为身体瑕疵可以通
过摆姿势很好地隐藏起来，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女性，你
的形象应该在你的头脑中。
 - 身体健康，身材的比例很
重要，因此遗传，是非常重
要的？

 - 是的，首先，一个人可能
根本不会倾向于这项运动。
因为评委评估腿部肌肉的分
离，腰部的存在，背部的发
育。你会看到你的身体有什
么。食物在第二位排在遗传
后面，你可以训练，但如果
你以凑合的方式进食，就不
会有好的结果。
 - 对您来说有什么困难，营
养或激烈的锻炼？
 - 当然，食物，我和任何
女孩一样，也喜欢甜食，我
喜欢在公司里坐下来吃饭。 
通常，比赛后的女孩会增加
15-20公斤，因为不是每个
人都知道如何正确地退出预
备状态。就个人而言，我总
是在60公斤以内，最多63公
斤，但重量不像，你可以称
重，但看起来要小得多。
 - 您用大重量训练吗？
 - 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成
长”。下蹲我现在做的重量
是90公斤5-6次，用140公斤
的杠铃进行硬拉。但是在健
美运动中，没有任务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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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最大重量，肌肉纤维可以
在各种范围内锻炼。
 - 运动员经常使用药物来增
加肌肉量或瘦身...
 - 当然，有人喝药和破坏健
康，这是剂量和为什么目的
的问题。在女性中，我通常
不会遇到这样的运动员，但
是，例如，我们运动中最负
盛名的比赛之一，阿诺德经
典赛，不能没有药理学。没
有药理学，你不会达到那种
形状，肌肉干瘦的高峰。问
题是合理性，如果这是专业
的，那么就不会发生健康崩
溃。
 - 当他们看到你下蹲90公斤
配重时，健身房里的男人有
什么样的反应？
 - 复很杂，自我立即-下降。
当然，觉得窒息，女人拉得
那么多，但他不能。
 - 您说您想参加阿诺德经典
赛，这样的梦想一直存在？
 - 这项运动中的任何女孩都
梦想着它，但现在我更平静
地接受这个梦想并将其视为
一种爱好。这一切都取决于
个人生活，这里的问题是，
无论是家庭还是准备。你自
己选择。我现在保持着平静
的状态，我准备参加比赛。

“杠铃塑造身体，
舞蹈给女性充电”
 - 人们对你的身材做出怎么
样的反应？
 - 当我在沙滩上脱衣服时，
人们的反应很复杂，有人认
为它很难看，他们说，我看
起来像一个大老粗。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用幽默
来对待这一切。早些时候，
也许她心里会介意，但是，
总的来说，我喜欢我看起来
不像其他女人，这是我自己
的个性。
 - 尽管您能举起这样的重
量，但您仍然看起来非常具
有女人味......
 - 当你撸铁的时候，你在身
体上变得非常沉重，所以我
决定跳更多的舞蹈。杠铃塑
造身体，舞蹈给我一个女性
的充电器。我学探戈，了解
与伴侣的互动，也就是说，
你学会了解自己和舞伴。
 - 衣柜里更多的是运动装还
是连衣裙？
 - 一半一半吧。我有很多衣
服，现在我穿舞蹈服。运动
装也很喜欢，特别是现在，
它是如此美丽。但是在夏
天，我只穿连衣裙。

 - 您训练，包括和男人，胡
搅蛮缠的客户见面？
 - 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认为
他们纠缠在与我的暧昧关系
中。但是我与客户没有这样的
关系，我有这样的规则。为什
么呢？在工作中，我认为这不
完全正确。虽然，我知道教练
经常有暧昧关系，特别是在男
教练和他的客户中。
 - 将母性与体育结合起来难
吗？
 - 是的，我不能说我百分
之百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论
如何，有人更少。可能是给
孩子们的。我的长子已经18
岁，他很独立，最小的是8
岁，但他们仍然需要一位母
亲。一方面，孩子长大了，
不能只从事个人生活，另一
方面，孩子们成长得如此之
快，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关注。
 - 您认为他们为自己的母亲
感到自豪吗？
 - 当然，他们甚至赞不绝
口。当一位大四学生和朋友
一起来健身房时，他们兴致
勃勃地看着我，在度假时，
有些人经常把我的儿子误认
为我的丈夫。

达利亚·拉巴热维奇。
图：安娜•赞科维奇。

instaGr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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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宝商安德烈·朱兹涅夫斯基
因制作红军军事装备的银纸
模型而声明远播，其制作的
作品有ИС-2型坦克和У-2型
飞机。
这位39岁的大师丝毫不掩饰
的说，他的同事都不相信他

会成功，所有设计人员以及他的竞争对手们
都对他做的事不看好。但是当他们真的开始
着手工作时发现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现在
安德烈与俄罗斯的国际友人合作，准备给大

家带来一个惊喜，具体是什么，这暂时还要
保密。但可以确定与军事有关。

缀满钻石的坦克

我是在白俄罗斯独立日那天听说了安德烈的
事。这位制作大师给维捷布斯克的地方志博
物馆捐赠了贵重金属制作的飞机模型。早些时
候，他还在胜利日当天给白俄罗斯战争历史博
物馆捐赠了一辆坦克。
我很好奇，安德烈为什么喜欢做军事模型？他
跟我说起了他的祖父在二战时期曾经奋战在战
争前线。而身为珠宝商的父亲在二战时是一名
飞行员。
安德烈制作坦克从来不用3D打印技术。根据他
的计算，制作一个坦克一共需要785天，不模
型大约由70个零件组成，每个零件最多需要20
个配件。坦克可以随意拆卸。重约208.45克，
由925型银质金属构成。坦克上缀有两颗钻
石，每颗约为0.17克拉。
为了做出完美的比例，安德烈开车前往哥罗德
诺，那里停放着同款坦克，他仔细的把所有必
要的数据全都记录了下来。

千锤百炼

解说员说，坦克模型比原型缩小了72倍。他之
所以决定选用ИС-2型坦克，是因为在参观斯
大林防线纪念馆时，这款坦克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ИС-2是为了对付敌方重型坦克而设计的，
这款坦克在突袭柏林时表现出色。值得一提
的是模型坦克上的编号为432并不是随意编写
的，这一编号的ИС-2坦克确实参与了攻打柏
林的战斗。

珠宝商安德烈·朱兹涅夫斯基声名远播

坦克，钻石，飞机

安德烈·朱兹涅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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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还原坦克的颜色，因为大家都知道，银会
随着时间流逝而变黑，但这需要几十年的时
间，当然及时清洗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珠宝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相处了一个不可思议
的主意。由于零售商几乎不出售喷涂了颜色的
有色金属，所以他不得不另寻他法。他把金属
做旧的方法用到了制作模型当中，所使用的做
旧材料也是千奇百怪，苹果，炼乳，甚至还有
鸡蛋。
安德烈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着迷，他甚至还想制
作遥控坦克，但是在技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他觉得如果能把模型尺寸变大，说不定是可行
的。

“游击队号”双翼飞机

安德烈赠送给维捷布斯克博物馆的是一家比例
为1:34的银质飞机。记者们排着长队给这架飞
机拍照，同时还不忘自拍。有些人不相信这架
飞机是可拆卸的，都好奇的检查轮子，扭
动螺丝，经过验证，果然是
可以拆卸的。
安德烈想用一年的时间打
造一架双翼飞机，也采用

925型银质材料，总重量约为26.68克，机身下
方镶嵌钻石。
在模型飞机的底座上写着这样一句话：“У-2
型飞机在苏联时期教会了一批批飞行员驾驶飞
机”正如维捷布斯克博物馆在捐赠仪式上说的
那样，这些天空上的翅膀在战争时期为游击队
员们的提供通讯，运送货物，就只伤员，功不
可没。
顺便说一句，过去维捷布斯克不仅以艺术学校
而闻名，还以高品质的珠宝手工艺品闻名。当
时安德烈就是在维捷布斯克学习手工艺品的制
作，并获得了相关文凭。

亚历山大·布克善斯基

安德烈•沃洛夫斯基向奥尔加•达维德沃夫斯基博物馆赠送 

У-2型飞机模型

手工大师花费785天制作了一台精美的银质坦克模型。 

模型重208.4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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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年，在土耳其有家名叫“苏拉耳.萨
拉伊”的宾馆，距离“强拉克雷“城郊2.5
公里，距离安塔利亚省古老的“斯德”城9
公里。晚上，我们和酒店其他国家的客人
一样 ，（包括： 德国人，法国人，英国
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期
待着一个名为“瑜伽秀”的娱乐性马戏节
目。 最开始播放的是印度音乐， 在印度音
乐的背景下，一对男女出现在舞台上。他
们穿着闪亮的，典型的“瑜伽式”马戏艺
术家的演出服装。 两者都穿着真丝长裤，
女性穿的是半透明黑色长裤，男性穿的是
白色长裤。 他们的所有服装都绣有亮片，
突出了半裸的美丽体型。瑜伽男士的头上
还戴着白色头巾以及佩戴着男士长胡子，
造型很奇特。 我们对视了一下，他很高兴
地对观众说：“专业的表演即将为大家呈

现！”他们的表演非常精彩，他们完美的
演绎着。 这对瑜伽表演者的体型很完美，
我很好奇他们多大了？ 来自哪个国家？有
这个疑问是正常的，因为会有来自不同国
家的艺人在晚上表演娱乐节目。 表演结束
后，我们走向瑜伽表演者并和他们交谈。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节目，节目包
括：瑜伽男士向瑜伽女士扔刀，但并没有
刺到瑜伽女士；他可以赤脚走在玻璃上；
他的一条腿盘在地上，双手交叉，正如印
第安人那样，同时，他的腰部和腹部像是
没有脊椎一样极度弯曲，以“合十礼”问
候大家，他以荷花为背景进行表演并创造
了奇迹；他还把身体固定在钉满钉子的木
板上，然后用利剑在手掌上划过…..但他
的身上却没有任何伤痕。当瑜伽男士准备
下个节目的布景时，他的搭档绕过观众，

双人	
平衡
德米特力和柳芭夫.费杜诺夫是马戏表演艺术家，他们曾在白俄罗斯巡回演出，他们
认为白俄罗斯是幸福的国度，他们希望能再次来到这里。 德米特力还是一名滑板运动
员，他的滑板特技被载于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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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地向观众们展示了刀剑的锋利程度。
虽然她在舞台上担任助理的角色被简单理
解为瑜伽男士的“美女伴侣”。 但很明
显，她同样是一位专业的马戏女演员，她
像蛇一样灵活。我们猜想她应该是一名空
中体操运动员。我们注意到瑜伽男士将脚
放在玻璃碎片上面，另一只脚先垂直向上
抬起，然后向下放下，同时他弯下腰。 这
就是所谓的“圆盘效应”。 瑜伽男士全程
微笑，我们只看到了他脚底的微小凹痕， 
而没有一滴血！此刻响起了观众们的热烈
掌声。顺便说一下，并不是每个节目都能
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 不是因为节目不
好，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宾馆娱乐节目
的水平相当高。在度假放松时，人们会呈
现出一种懒惰放松的自然状态，这会导致
人的思维反应缓慢。 
“您来自哪个国家？”瑜伽表演一结束，
我们就走向瑜伽表演者。 她已经换掉演出
服装并迅速卸妆。 
“俄罗斯。”她回答道。 当她得知
我们来自白俄罗斯时，她很激动
并做了自我介绍。 
“请坐下，吉马现在正在把设备
搬运到车上。”柳芭建议道。 
吉马过来后，我们开始与他交
谈。交谈中他神采飞扬，特别
是当吉马开始热烈地谈论
他如何开始接触瑜伽表演
时。他说他们大约三十年
前在明斯克的马戏团里演
出过。我们相信很多同龄人
都记得罗斯托夫马戏团曾在白俄
罗斯巡回演出。我们还谈论了明
斯克一个月来的近况，我们的瑜
伽表演者表现如何。 我们充满默
契一直畅聊到深夜。 我们能感觉
到这些表演者们很累，即便他们
没有表现出来。 这里距离他们
居住的萨里拉城郊还有20公里。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电话号码，电
子邮箱地址，并邀请对方来访。 两年
来，我们一直通过skype和Whatsapp社
交聊天软件保持联系。 
今年六月份土耳其度假期间，我们居
住在马纳夫加特地区（位属安塔利亚
省）“俄夫任斯科“度假小镇的“巴
福特”酒店套房中。顺便说一句，他们
两位曾两次来到酒店演出，他们的演出受
到斯堪迪纳维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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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克兰人的热烈欢迎，当然，我们也在
其中。所以大家对他们第二阶段的滑板表
演也特别感兴趣。他们第二阶段的表演布
景只有滑板弯道在舞台上，德米特力也去
掉了胡子。在瑜伽形象之后，他突然穿上
运动鞋，戴上棒球帽，灵活的在滑板上移
动，这种感觉像魔术一样神奇。 
我们还参观了柳芭的住所，了解到艺术家
是如何生活的，询问了柳芭和德米特力的
成功之路。我们还谈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滑板，去年德米特力就是带着这个滑板
参加了俄罗斯频道的电视节目“神奇人
物”。柳芭向我们讲述了生活中的一些故
事，我们觉得很有趣，但算不上新潮，因
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但他们不会在
生活的道路上止步。他们的生活故事对我
们来说很有趣，不仅仅是因为已经达到
成熟年龄的人不会停止生活。他们继续梦
想，为生活欢欣鼓舞，为马戏节目考虑新
的机会。他们生活得热情并充满张力。特
别是在夏天，度假者们需要观赏他们的节
目表演。 

柳芭 

我出生在距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60公
里的“维尔和涅德”不远处。 当我五岁
的时候，我爸爸———皮特.康斯坦丁维
奇.沙伯尼克是专业司机，我的妈妈———
瓦林娜.鲁克尼娜是壁画家。在我5岁的时
候，我们搬到了北方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克
拉夫斯克市（原名赫比娜格罗茨克），离
北极圈以外的阿帕吉特夫不远， 我我在那
里入学上课。 从七岁开始，我就梦想成为
一名马戏团演员，因此开始在马戏团工作
并学习。但我的老师强烈建议我要掌握学
业知识。 我在学校的课程几乎都是“优
秀”，八年级毕业后，我免考直接进入了
摩尔曼斯克教育学校， 同时开始了马戏团
的工作。有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我暂时
停止了训练 。 当教练离开后，我又回来
了，并与吉马在马戏团的工作室见了面。
我了解到他于23岁军队服役结束后，就开
始从事瑜伽工作，他在童年时代喜欢田径
运动。 
吉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摩尔曼斯克人。他
曾在克罗斯塔的修理军营服兵役，他曾是
修船机械师，所以他被送到舰队服兵役，
来解决技术问题。从教育学校毕业之后，
我去幼儿园工作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他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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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使用到的工具有钉子，但是没有刀和
玻璃等尖锐物体。 我是一名“柔软的橡皮
人”， 展示了女性身体的灵活性。 
苏联解体后，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演出。 
我们曾在合作公社和综艺节目上演出过：
曾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餐厅演出，随
后和著名歌手谢尔盖.彭金在“宇宙”宾馆
一起演出。并和幽默艺术家尼古拉·卢金
斯基一起合作巡回演出。 在2005年，我们
试图回到马戏团这个体系 ，但没有成功。
我通过熟人把他介绍到了列宁格勒马戏
团，他在那里工作了半年，但后来我们一
起离开了：我们不能分开，也不想分开。 
我们于1989年在摩尔曼斯克结婚，我们一
起生活，一起巡回演出。但为方便起见，
我们住在同一间房，我和女孩们住在一
起，他和男孩子们住在一起，在列宁格勒
和罗斯托夫马戏团中工作时，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是素食主义者:我们不喝酒，不
抽烟，也不吃肉。 我们后来到了土耳其，
好像到了天堂。 因为土耳其有各式水果，
蔬菜。从童年时我就不吃肉，我现在同样
不吃肉，也不吃鱼和鸡蛋。 
我们在“佛得角”与团体一起巡回演出2
周。直到1986年,“佛得角”被官方正式
翻译命名为绿岛共和国，这个国家位于西
非的一个绿色岛屿上，距离非洲海岸600公
里） 
之后我们觉得应该离开以取得更大的发
展，思考后，我们在90年代去了“阿尔巴
特”工作，随后去了保加利亚。在那里，
我成为了一个“柔软的橡皮人”。19 9 1
年，在威尔第开普敦演出之后，我们从
不同中介那里获得了到三个国家巡演的机
会：以色列，希腊和土耳其。我们从“宇
宙”宾馆去了土耳其的马尔马里斯，我们
在总统酒店中演出，那时很少有这样的豪
华酒店。我们签完合同后在那里工作。后
来这个演出团回到了俄罗斯，我们决定留
在保加利亚。我们在帕姆洛夫工作了几个
月。（帕姆洛夫位于彼多罗山脉的中心，
保加利亚最南端，是保加利亚最温暖的滑
雪胜地。）我们在那里联系了土耳其的格
兰德.阿祖勒酒店，并表达了我们可以去
表演的意愿。这个土耳其酒店同意我们去
工作演出。我们就一直没有回俄罗斯。随
后，我们开始在阿里布俱乐部与一对舞蹈
者一起演出。这个俱乐部距离赛德城10公
里。后来我们就定居在土耳其了，为酒店
俱乐部长期演出。我们的儿子随后在土耳 演出及彩排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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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生了。大儿子安德鲁5岁时到土耳其学
校上学，随后我们把他送到在乌克兰的祖
母那里完成学业：因为我们说土耳其语比
较困难。现在，他和他的妻子在酒店附近
担任动画师。我们的小儿子今年16岁，他
和他的祖母一起居住在乌克兰，我们经常
回去探望他们。 
白俄罗斯是我们生活中靓丽的一页。 在
1989年，我们到莫斯科的罗斯托夫马戏团
工作之前，我们曾在白俄罗斯游巡演，随
后我们还去了波罗的海和巴库。白俄罗斯
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最清晰的回忆。巡演从
巴布鲁伊斯卡开始，随后到不同的城市。
我的家庭档案中有一张地图，我们到过白
俄罗斯所有的城市，并在笔记本上做了标
注。 白俄罗斯巡演的最后一站是明斯克马
戏团。我们在明斯克马戏团宾馆住了将近
一个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白俄罗斯某个城市的那
个晚上，有一只夜莺歌唱了一整夜，那种
感觉相当美妙。我记得那里有一条宽阔的
河流，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是一片森林，好
像是别列日那城，或者是巴布鲁伊斯卡。
带有河流的照片将在一生中被我铭记。 
当时在明斯克马戏团附近公园散步的情景
至今记忆犹新。（以马克西姆.高尔基命
名的中央儿童公园位于明斯克市中心胜利
广场附近。如今占地面积28公顷）。沿着
在公园里流淌的斯维斯洛克河散步，在河
流中乘船。或者在河边的咖啡馆用餐。我
和吉马当时还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宾馆中演
出，并合影留念。 
吉马还去了明斯克桑拿房，他在那里遇到了
一位音乐家。 这位音乐家邀请我们在日单
诺维奇附近的一条山区河流中游泳（山区河
流位于明斯克市，德隆兹德城市休闲区），
他说我们在别的地方欣赏不到如此美景。白
俄罗斯山区河流真的让我们无比惊艳。 
白俄罗斯唯一可用于划艇和皮划艇的激流
回旋通道，于1981年，维列斯克-明斯克
水路运河系统开发运行使用5年之后，出
现在日单诺维奇地区。此河道类似于山区
河流，由人造混凝土和石块建成。但是，
与山区河流不同，这里的水温并不低，除
了以运动为目的之外，此水路系统还是明
斯克海支流，在“扎斯拉彼”政府住宅区
形成一个静谧的河湾。来自明斯克各地的
青少年在湍流中游泳。几乎明斯克海的所
有水源都来自维列斯克-明斯克水路运河
系统。该系统比较耗能，在此水路运河上

每隔60公里以上就有一个水泵，一共有
5个水泵不断将水提升到70多米的高度。
现在只有训练和比赛期间才会把水流注入
水路运河系统中。在炎热的夏季，每天进
行两次训练：从上午9：00到11：00和下
午16：30到18：30。借此机会，业余爱
好者会带着装备和专业运动员一起在这里
训练。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山区河流的湍流
中游泳。由于运河中有粗糙混凝土，所以
有必要穿上鞋子游泳，戴手套游泳也并不
多余。但你不用害怕湍流，因为河流中没
有尖锐的石头。河流的长度和深度都比较
小，有几个地方可以直接上岸。运动员的
培训，以及向河道中注水将持续到7月13
日。（相关链接 ：https://naviny.by/
rubrics/sport/2012/07/10/ic_media_pho-
to_125_5602） 
在这条漂流水系中，有的地方很浅，深度只
到腰部，有的地方很深。期间，我在一处深
的地方沉入了水中，他们把我拉了出来。他
们问我是否会游泳，他们说，只要在水中就
会被水流带着向前移动。所以必须穿上运动
鞋，否则可能会被突出的石块划伤腿部。他
们告诉我们：皮划艇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队
伍已经建成。回旋水障比赛的队伍将在第80
届奥运会时建成。我和吉马当时独自游泳没
有用皮划艇。我们很喜欢这项运动，这是在
白俄罗斯的美好时光！ 

季马 

当我还在军队服役时，《科学与生活》这本
杂志引起了我的注意，杂志的末尾处有一张
瑜伽体式的照片，并描述了如何做成这个体
式。还有一本书 -《印度瑜伽师》，我看了

三十多年来，德米特力·费
杜诺夫一直在玩滑板，他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在滑板
上进行复杂的自由式滑行的
人。他可以记住距离并在不
看赛道的情况下倒着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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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觉得十分有趣。我在没有训练手册的
情况下，开始自发训练。军队里的人都很震
惊：你为什么做这个？我仅仅是被吸引了而
已。打坐刚开始并不容易，但我做到了，然
后是四肢的伸展训练，之后是练习倒立。退
役之后，我有了一些练习手册，并遇到了一
些和我一起学习的人。 
我的父亲叶夫根尼·亚历山
德罗维奇·费都诺夫是五
级锁匠。他有很多工作机
会，也有很多发明，他对
技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
制作道具的诀窍:如果你
想做什么，你必须遵守三
个基本原则：制作的东西
要轻盈，美丽和紧凑的。他
是对的——我不止一次地证明
了这一点。是啊，我爸爸和我志
同道合。我的姐姐叫丽塔，我妈妈
叫伊妲·沃伊采夫娜，她有波兰
血统。她的父亲被镇压和枪
杀了。据我所知，我的祖父
来自波兰，他出生在克拉科
夫。 
当祖父被枪杀后，祖父的家
人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流放
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在
那里工作生活。后来
全家搬到了乌拉尔，
妈 妈 在 列 宁 格 勒 做
裁缝。我妈妈又聋又
哑，但她跳舞跳得很好，
我父亲也是。 
所以我懂聋哑人的语言，当我们去土
耳其旅游时，我们看到一个土耳其聋
哑人，我和他用手语交谈。他问了我
是否有父母，我从哪里来……我们在
那里相处融洽。 
在参军之前，我学会了滑雪，并很喜
欢滑雪，我总是被新的东西吸引。我后
来在杂志上看到了很多滑板技巧，比如空
翻。之后我就开始了军队生活，我们在摩
尔曼斯克开始了合训。我在做瑜伽的地方有
一个蹦床，我用它练习跳跃，当然，这很危
险。摩尔曼斯克离麦德维捷夫市大概15公
里，这里有很多积雪。 
我爸爸帮我做过滑板。在进入部队之前，一
个朋友带来了一本叫做《建模设计师》的杂
志，我在上面看到了滑板的草图。朋友说我
们应该做一双这样的滑板。做完后我给我爸

看了一下，他注意到后悬架很硬，前悬架有
松动。他说，如果你站在这样的滑板上，当
你转弯时，后悬架会脱落，这很危险。所以
他决定改进滑板的后侧和前侧。因为这件事
我和他吵了起来，他做了一个模型给我看，
是件有趣的东西，非常便于控制，只要稍微
倾斜一下，滑板就会朝倾斜的那个方向移
动。他在工厂做了第一个设计。之后我们用
塑料做滑轮，再加上轴承，用环氧树脂把轮
子的支架粘在木板上，使它看起来更漂亮。
我们家附近有个滑梯，我在那上面试了试新
滑板。为了稳定，我和爸爸在滑板的前面绑

了一根绳子，就像雪橇上的绳子一样。 
我在军队里也玩滑板!我把我的奖金
都用在了滑板上。在军队里，因为
我在工厂工作，所以我能改装我的
滑板，我还找到了一些更好的材
料。我们这有一艘老的破冰船，
上面的甲板是很好的做滑板的
材料。在参军之前，我经常用
滑板作为交通工具去上班。
有些人看我就像看外国人一
样，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有
人用这种交通工具，他
们非常惊讶。服役结束
后，我带着滑板从军
队返回摩尔曼斯克。
那里有些同伴让我感
到惊讶，他们可以
用不同的技巧在平坦

的地面上滑行。 
在安塔利亚时，有一
天，我在一家商店看到
一副滑板，我又开始兴
奋起来，并买了它，随
后做了很多改动，我把
它改进得更加舒适。 

我从没去过印度，
我不知道我们对
这个国家的热爱
和对其丰富文
化的兴趣来自
哪里。顺便
说一下，当
柳 芭 还 是
个 孩 子 的
时 候 ， 她
经 常 谈 论

莎莉的事。
我记得当我

fedunov61@gmail.com

德米特里与他独一无二的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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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叠衣服的时候，我要了一张床单，我把
自己裹起来，我想做一件印度男人的衣服，
但我没有成功。 
滑板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开始发明一些玩
滑板的技巧，后来越来越复杂。比如一边滑
一边把球投中目标，这些都是珍贵的技巧。
现在我们在萨里拉有一个篮球场，离房子不
远，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练习。 
滑板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你会认为这是
一个小年轻的玩具，但它能以游戏的形式训
练身体，开发不同的肌肉群，保持运动协调
性。正如我们所知，这在现代体育中是非常
重要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蹦床、
滑冰、体操、划船、滑雪、曲棍球，这些运
动都需要平衡力。有时候，在十分之一秒
内，你必须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避免受伤。
事实上，滑板是一种通用的运动器材。我知
道：在白俄罗斯，人们非常关注大众职业体
育。现在正在建造冰上运动馆，其他运动场
也正在开放。因此，我希望我的滑板设计，
我的经验可以用于青少年体育学校和国家队
训练过程中。特别是，我知道白俄罗斯滑雪
艺术家很多，比如教练尼古拉·卡泽科取得
了巨大成就。我认为，我的滑板技巧有助于
训练出一流的滑雪运动员。 
我准备来到白俄罗斯并展示我学到的东西。我
知道白俄罗斯滑板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维捷布
斯克。自2015年以来，白俄罗斯每年举办一次
滑板锦标赛。当然，我想参加这样的锦标赛,
但夏天是我的工作季。我要指出的是:普通的
滑板不能有助于训练我的滑板技巧。 
我了解到明斯克有一个滑板博物馆。我也想
去看看会不会有类似于我的设计作品。 
我用我的方法可以很快地掌握费都诺夫滑
板运动。首先，你需要一个稍微倾斜的平
面，3度左右，这样你就可以开始滑了。 
多亏了在莫斯科的熟人，我才参加了“神奇
人物”节目。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倒着滑一
百多圈，把它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里。我想
是的，世界上没有人做过这种特技，因为这
是非常困难的。当你移动的时候，脑子里还
要同时在计算，甚至每一毫米都是经过计算
的。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身体是如何在一条弯
曲的轨迹上向后移动的吗?如果我看到稍微
偏离了方向，我需要立即调整身体。我认
为，如果曲棍球运动员掌握了这种运动技
巧，应该可以作为冰上格斗的新战术。 

伊万和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图：伊万·日丹诺维奇

若干图片为费多诺夫夫妇的家庭照

费多诺夫夫妇的生活历史始
于穆尔曼斯克州的基罗夫斯
克友谊马戏团，我们看到这
个故事很有趣，很不寻常，
只是因为他们年纪已经不再
年轻，但不会停止活动。他
们梦想、欢乐、为他们的节
目创造新的机会。生活鲜
明、紧张、热心。特别是在
夏季，许多土耳其旅馆都需
要他们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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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genia serafimo–
vich二十岁，她
与spirea是15年的
朋友，spirea是一
匹白色的母马，
安静，听话，性
格 好 。 在 九 岁
时，eugenia学习

了骑马，甚至沿着山丘和森
林小径腾跃。现在她与金发
碧眼的美女spirea教孩子和大
人骑马。今年，女主人和她
的坐骑正在努力让Gluboch-
chin的suponets湖畔的游客度
过愉快的假期。
eugenia的父亲教会了她马术
知识，他的父亲曾是Poozerie
的skrabatun农场居民并开始
养马。在年轻的serafimo–
vich家庭中，eugenia是第一
个孩子，马也因为这位农场
女孩变得有趣。父亲信任他
的女儿检查马群，为它们洗
澡。高中毕业后，eugenia
进入luzhesnyansky农业学
院获得兽医学学位，之后
她在一家邻近的农业企业工
作。现在，她正在维捷布斯
克兽医学院函授学习，并梦
想开设自己的兽医诊所，骑
马学校，在湖泊和Poozersky
的美丽景观组织骑马和徒步
旅行。这位女孩帮助她的父
母，因为在农场有三十多匹
白俄罗斯品种的马。几年
前，eugenia和他的弟弟Vic-
tor和Mihail为了课程设立了
夏季围栏：我们需要教人们
如何爱马。

作者：anatoly Kleshchuk

农民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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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光明符号：中国诗人”系
列丛书已有自己的历史。从
Zvyazda出版社开始（第一系
列于2014年底出版）。目前它
在Mastatskaya literatura出版
社。白俄罗斯读者每年都会
收到三本中国古典诗歌和现
代诗歌的翻译。中方也参与了
该项目的工作。该系列内容的
建议：中文校对（其中有些收
藏品以两种语言出版 - 中文
和白俄罗斯文） - 所有这些
问题也出现在翻译高曼（音
译）（不幸的是，他于2017年
去世了）、语言学家张惠琴
（音译）女士、孔子学院中国
研究院副院长刘素林（音译）
女士的视野中。白俄罗斯中国
文学专家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 
-  Daria nechiporuk，Veronika 
Zhukovets，elena romanovs-
kaya以及他们的其他同事。翻
译由nikolai Metlitsky，naum 
halperovich，Victor shnip，ele-
na romanovskaya，Veronika 
Zhukovets， Daria ne chi-
poruk，leonid Dranko-May-
syuk，ales badak，yulia alei-
chen ko，tatyana sivets等完
成。此外，之前翻译的作品
也在本系列中发表，包括弗拉
基米尔·杜博夫卡的作品，他
在20世纪20年代发掘了中国诗
歌。还有白俄罗斯国家诗人ry-
hor borodulin的作品。
“光明符号：中国诗人”系列
丛书中的新书 - 刘禹锡的《秋
词》。白俄罗斯读者还与另一
部中国文学经典愉快会面！
包含中国诗人充满渴望和悲情
作品的白俄罗斯书籍完成了。
在我看来，这种悲伤不仅仅是
刘禹锡诗歌的基础，更是一种

灵感。所以，艾青试图改
变许多传统，试图给他和
他那一代展示欧洲式的诗
歌，他选择了太阳、光的符号
作为原型。在接近刘禹锡的时
代，秋天的气味不亚于20世纪
中叶诗人的革命春天。这些泛
黄的画作，叶子漂浮的河流，
秋天的风（并不总是温暖！） 
- 这些符号吸引，创造，奇怪
的是，这是一种明亮的心情。
出于某种原因，上世纪的一群
俄罗斯诗人出现在我的记忆
中，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在
内战后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或
者他们带着父母到达哈尔滨、
北京或其他城市，在充满文字
艺术的家中长大，他们的诗歌
仍然以发现为代表。当然，不
同时代的中国诗歌不可能不在
他们的视野中，他们是Mikhail 
shcher bakov（1890年-1956年） 
arseny nesmely（1889年-1945
年），sergei nedolin（1880年- 
1954年），Vsevolod n. iva-
nov（1888年-1971年）......
他们阅读中国诗歌的感受与外
行人不一样！他们甚至试图推
广中国诗歌，有些人甚至尝试
翻译......而他们的生命末期
也有所不同，一点也不匮乏。
随着风，奇特的色调，远离悲
伤......
瓦莲金·卡塔耶夫关于诗歌的
看法：诗歌是一种内在的节
奏。这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心态，类似
于梦游的状态，当艺术家服从
神秘、神秘的想象法则时，诗
歌就是音乐。刘禹锡简洁诗句
中的秋天也是诗歌。
刘禹锡772年出生于洛阳（河
南省）的一个官员家庭。接受

了传统教育。他从小就开始写
诗。793年，他通过了国家考
试，获得了金石的高学位和审
查的职位。他后来成为了一位
颇具影响力的官员王叔文的支
持者。他们一起试图组织一系
列改革，但无济于事。王叔文
的影响力一减弱，刘禹锡就被
驱逐到济南。在返回之后，皇
帝的变迁影响了刘禹锡任太守
的任命。826年，刘禹锡辞职，
搬到了他的家乡洛阳。这位诗
人一直活到842年，写了大约
800首诗和一些关于治理国家
和公共问题的文章。在他的一
生中，他被认为是政治讽刺大
师。他写了抒情诗和诗歌，翻
译了民歌和民谣。刘禹锡最著
名的作品是《竹枝词》。
白俄罗斯第一本刘禹锡书的翻
译由naum halperovich，Victor 
shnip，tatyana sivets，Julia 
aleichenko完成。按照传统，
白俄罗斯阿塞拜疆裔艺术家卡
米尔·卡迈勒对“光明符号：
中国诗人”系列丛书中的新作
品进行了描述。
回想一下，“光明符号”系
列中的第十四本书出现在读
者面前。白俄罗斯语诗歌图
书馆得到补充。顺便说一
句，其他项目正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Zmitser Kolas出版
商出版了杜甫的书，由levon 
borschevsky翻译成白俄罗斯
语。一本关于艾青精选诗歌
的大型书籍出版，由nikolai 
Metlitsky翻译，他之前曾完成
两本中国诗歌集的翻译。

作者：Castus ladutko

竹枝词
一本新的白俄罗斯语诗歌已经准备在Mastatskaya	Literatura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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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一 个
普通的未
完成的烂
尾楼。随
着时间的
推移，他
们决定出
售它，而

买家很快被联系上。她们是7
位30多岁的女性，她们是在
一家地区报社工作10年的朋
友。起初邻居们感到惊讶，
怀疑这些年轻温柔的女人
是否能完成烂尾楼的剩余工
作。但后来邻居们甚至开始
羡慕。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她们在自己20岁的时候开玩
笑地在养老院里画了《无云
晚年》的图，也许在那里她
们能互相照顾对方，直到生
命的最后。“起初这只是
个玩笑”，金杜的朋友说
道：“我们梦想我们60岁时
会聚在一起，退休后会一起
生活。”
她的一位朋友在一个美丽如
画的地方看到大房子出售的
广告，那里有清洁的空气和
泉水，田野和香蕉林，她们
毫不迟疑。在这个远离文明
的安静地带，她们决定将幻
想变为现实。当然，由专业
人员进行建筑和安装工作，
但工作安排是由他们自己完
成的。由于房屋面积相当大

（超过700平方米），因此有
不用的独特设计的公寓。
女孩们年轻的时候梦想着窗
外的美丽景色，所以在她们
的共同房子里，不仅放置了
巨大的全景窗户，从中可以
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色，还有
空中的玻璃阳台。他们还安
排了一个舒适的起居室，主
要装饰是落地窗，完全占据
了墙壁，天花板也是玻璃制
成的。
考虑到个人情节，因为房屋
实际上位于稻田之间，她们
不仅希望建造一个美丽的露
天游泳池和休闲区，还希望
建造一个原始的茶馆。她们
花费了大约400万元人民币
（58万美元）用于所有这些
改造，她们对共同合作的结

果感到非常满意，她们的青
春梦想在短短10年内就成为
现实。
尽管房子已经准备就绪，但
每个年轻女性都有一个家
庭，她们生活在国家的不同
城市，因此她们想在10-20年
后住在这座美丽的豪宅中，
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
了。她们聚集在梦想中的房
子里聊天，在愉快的谈话中
喝茶或做饭。她们还报名了
一些课程，其中一些人学习
烹饪，一些人学习复杂的中
医，一些研究作物生长和景
观设计，还有一些甚至玩音
乐。她们提前采取措施，以
便退休后他们可以将技能付
诸实践，因为她们真的希望
能够互相帮助。

七人之家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郊的感人故事。最近，一栋漂亮的房子出现在其中
一个村庄的边缘，立即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

M
o

th
er

sh
iP

.s
G

4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19

梦想成真



碰
碰巧的是，库帕洛夫斯基博物馆的遗址成为实
施许多国际性举措的基础。其中一个是国际圆
桌会议，讨论不仅由主办方参与，还有白俄罗
斯的作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客人。很高兴在谈
话期间有一些东西可以依靠。这次会议由《白
俄罗斯》杂志提出，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乌兹
别克斯坦问题”，该书刚刚以白俄罗斯百科全
书的形式出版，以Petrus brovka命名，“胜利
是一劳永逸的。白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
还有文学和艺术年鉴“Dalyaglyady”。
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是非常亲密的，精神
相互关联的国家，诗人、翻译家naum halperov-
ich，在谈话一开始就指出：“我个人从乌兹别
克朋友的诗歌中感受到这一点。现在我已经开
始接触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诗人埃尔金·瓦希达
瓦的工作。我正在翻译他的诗作《神的崛起》
，创作者致力于孟加拉诗人与Kazi nazrulo islam
长期遭受的命运。在Dalyaglyady的选集中，在
我的翻译中，erkin Wahidava的一首长诗《我的
乌兹别克人》已经印刷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
埃尔金·瓦希德是英雄和民族诗人，他对我来
说是亲近的，亲密的，与我心爱的阿尔卡季·

库列什霍夫和皮门·班琴科一样。对民间命运
和白俄罗斯诗歌的情感解读具有特色。”
弗拉基米尔·安德里耶维奇，白俄罗斯百科全书
出版社主任佩特鲁斯·布罗夫卡，莫洛德主义杂
志主编斯韦特兰娜·沃蒂诺娃，《尼曼》杂志主
编尤利亚·阿莱琴科，以及诗人和散文作家柳德
米拉，rublevskaya白俄罗斯艺术家联盟主席Grig-
ory sitnitsa，白俄罗斯国家诗人yakub Kolas的孙
女和曾孙女，记者Maria Mitskevich，社会学科学
候选人，雅库文学博物馆的雇员科洛斯和Vasilina
密茨凯维奇参加了圆桌会议。乌兹别克斯坦方面 
- 乌兹别克斯坦作家联盟主席sirojiddin said，乌
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
anatoly likhodievsky，乌兹别克斯坦内阁民族关
系和友好关系委员会主席rustembekov Kurban，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学院主席akmal nuriddinov，
塔什干州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文学大学
shukhrat sirozhiddinov，塔什干市“Zarya”白俄
罗斯国家中心主席。这些人不是随便挑选的。例
如，艺术学院与白俄罗斯艺术家联盟有着良好的
关系。作家联盟主席西罗吉迪诺夫说，他不是第
一次来到白俄罗斯。去年，他参加了在布列斯特

友谊协调员
在明斯克的扬卡·库帕拉文学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专门讨论白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关系的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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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参赞达尼亚尔•阿比多夫在圆桌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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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伊万诺沃举行的白俄罗斯书面语日。至
于svetlana Duduk和anatoly likhodievsky，他
们是我们的同胞白俄罗斯人。svetlana女士应
我国外交部的邀请，经常在明斯克领导白俄
罗斯塔什干的工会。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
奇 - 白俄罗斯诗人的儿子，文学评论家，土
生土长的斯卢茨克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
开始出现在白俄罗斯诗歌和散文界，出版了几
本书。20世纪30年代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困难时
期的命运汇集在一起，stepan likhodievsky在
那里永存。他的职业是科学家、文学评论家。
他成功地通过了论文答辩。他写了几本关于法
国文学的专著，还有很多翻译作品 – 把乌
兹别克语译成俄语和白俄罗斯语。stepan lik-
hodievsky的乌兹别克文学翻译不仅发表在塔什
干，还发表在明斯克和莫斯科。
今天，圆桌会议的参与者赛义德·西罗日迪诺
夫说：“正在建立白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文学
关系的强大桥梁。雅库布·科拉斯的一本新书
已在塔什干出版，译成乌兹别克文。 2019年，
乌兹别克斯坦作家risolat Khaidarova和Kuchkor 
narcobil访问了明斯克。 risolat正积极开发在塔
什干以乌兹别克语发表白俄罗斯诗歌和散文的
空间。由于她的努力，乌兹别克斯坦杂志“世
界文学的白俄罗斯问题”发布了。现在正在编
写现代白俄罗斯儿童文学选集的翻译。Kuchkor 
narcobil来到明斯克为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开始的书收集资料。我参观了首都的博物馆，
参观了游击队的地方，那里还记录着与法西斯
侵略者一起在白俄罗斯战斗的其他民族代表的
记忆。我们记得，在白俄罗斯戈梅利，乌兹别
克斯坦诗人苏丹·汝拉去世了。也许只有他的
名字才能让人想到文学奖，将其授予白俄罗斯
语中乌兹别克小说的最佳译者以及乌兹别克语
中白俄罗斯诗歌和散文的最佳译者，这一举措
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我们国家文献的关注。曾
几何时，乌兹别克斯坦作家的个人书籍出现在
白俄罗斯，顺便说一下，白俄罗斯诗人和乌兹
别克斯坦散文作家还有一些单独的书籍。我相
信我们有着良好的文学友谊前景。”
 “现代白俄罗斯 - 乌兹别克斯坦文学关系” 
圆桌会议甚至没有谈到雅库布·科拉斯，以及
他与塔什干的关系。怎么回事？！乌兹别克斯
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难时期庇护了我们的
经典。他在塔什干继续民族诗人的创造性的工
作。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乌兹别克斯坦作家。
瓦西里娜·米克维奇，玛利亚·米克维奇在圆
桌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他们是雅库布·科拉
斯的亲人，是他生活和工作的活跃研究员。

谢尔盖·谢奇科

壮观，喜庆，	
庄严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日
在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费拉摩尼举行了庆祝乌
兹别克斯坦文化日的音乐会，观众们不仅为特
色鲜明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赞叹，还惊叹于舞
蹈作品，歌曲和艺术节目。

乌兹别克斯坦创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们相聚
在费拉莫尼大厅，大约有900人。其中包括议
会议员，国家政府机构代表，社会民众，白
俄罗斯创新知识分子阶层和商界人士，以及明
斯克外交使团成员和明斯克居民。他们受邀参
加“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摄影展，以及装
饰品和应用艺术展，参展作品包括木雕，漆器
模型，刺绣，纺织品，民族服装和配饰。
白俄罗斯文化部长尤里.邦德力，乌兹别克斯
坦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奥兹德别克.纳兹勒别克
和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纳西扬·尤苏波夫向嘉宾
和参会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白俄罗斯部长强调，珍藏并普及丰富的精神，
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是为了团结乌兹别克
斯坦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
乌兹别克斯坦副部长说到：“我们在许多领域
进行了合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多元的世界文
化中有一项任务，即保持国家认同感。“文化
日”是白俄罗斯人民了解我们国家历史和文化
遗产，感受原始特色鲜明的东方文化的绝佳机
会。”
“雅拉”歌舞团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艺术家法
鲁赫.扎克拉夫，“姆特兹.那娃”歌舞团，“
塔什克.兹博拉力”民间舞蹈团和其他表演者
在文化日开幕后举行的音乐会上进行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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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但村民们仍然认为，奇怪的
行为，如破坏篱笆，将大
门移入沼泽地，将罂粟花撒
入井中，都会导致下雨。那
些沉浸在古老阶层之中的音
乐家、学者，在他们的工作
和研究中，有机会接触到白
俄罗斯的本土文化，他们提
到，如果不小心或无意唱了
一首特定的仪式歌曲，可能
会引发雷雨。
然而，并不是所有影响自然
和天气的秘密仪式都被遗忘
或隐藏在了人类记忆的尘土
中。因此，下诺夫哥罗德州
德丁老城中古老的祈雨仪式
成为白俄罗斯非物质文化遗
产并受到保护。的确，当地
居民有时会抱怨说，仪式活
动是为了摄像而进行的，记
者们不需要这种仪式，所以
大自然会以持续数周的暴雨
对此毫无缘由的仪式进行报

复，他们还要求妇女以“反
向”的方式来阻止下雨。
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许多干旱
的原因。就像巫术一样，人
们在特定的时间期限内被禁
止行动。因此，在报喜节之
前，安装篱笆和障碍物，在
坟墓上竖起纪念碑，埋葬淹
死的人，或者在墓地里而不
是在篱笆后面埋葬自杀者，
都可能会引发干旱。为了避
免干旱，任何人都不能在开
耕前开垦播种用的山岗。为
了避免夏天的干旱，必须庆
祝先知伊林节，并在一个干
燥的星期四浇水。
照理，只有妇女才能参加这个
仪式，通常主持者是由寡妇担
任的。正是由于缺乏男性的力
量，长期不下雨的影响更大。
这个仪式是在其他村民不知道
的情况下进行的，按照传统，
举行仪式的成员必须完全裸

体。然而，如今由于各种原
因，最后一项没有得到执行: 
妇女被村民、研究人员和记者
观看着，她们身穿自己刺绣的
长衬衫。
仪式按以下方式组织和实
施：在炎热的夏天，当一个
月都没有下雨时，女人们会
再犁一遍奥斯特河岸。她们
偷偷地瞒着男人和孩子们，
拿上犁，低声说话，悄悄向
水边走去。当女人们走近河
边时，她们必须诵读《我们
的上帝》，受洗，然后将两
只手举到天空，请求上帝帮
助浇灌干涸的土地，以便生
命持续下去。她们大致会说
以下的话：“主啊，帮助我
们吧，主啊，给我们带来风
吧，给我们带来云吧，灌溉
土地和青草，农田和森林，
给我们带来丰收”。她们脱
掉衣服后，进入水中，开始
拉犁。两个女人拉一个犁，
一个跟着她们，另一个人用
鞭子或树枝“驱赶”，其余
的人站在岸边唱歌。所有仪
式动作都在歌声中进行：
哦，水面上不会有白桦树，如
果她的树枝没有弯曲到山谷。
那里有黑眉毛的姑娘取水，她
说话之前一直取水......
通常是年长的女人耕犁，年轻
女人“驱赶”。只需犁一次即
可。她们最后会祈祷。她们
说，有时仪式结束一小时后就
开始下雨，有时需要等待一两
天。

玛琳娜·维谢鲁哈

为什么莫吉廖夫有一条犁河?
我们的祖先相信，	宇宙中存在一些重要法则，时至今日老人们仍然对此深信不疑，。了解它
们，拥有独特的技能，人类就能拥有控制自然的力量。例如，呼风唤雨，与动物交谈，探听它
们的秘密。不论真实与否，用科学方法很难证明，解开这些法则并根据经验进行检验是很困难
的。毕竟这一神秘的学问，并没有被每个人所了解，他们受到上天的庇护，作为奥秘和珍品被
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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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对白俄罗斯
文学、白俄罗
斯本土文化感
兴趣的人都知
道 ， 在 伟 大
的 卫 国 战 争

期间，杨卡·库巴拉的命运
与喀山和鞑靼斯坦联系在一
起。战后几十年，鞑靼斯坦
人也记得这一点。他们计划
用鞑靼语发行杨卡·库巴拉
的书。顺便说一下，1932年
白俄罗斯文学经典诗歌首次
以鞑靼语出现在“yana lif”
杂志、 “新信”杂志中。的
确，当时这首诗《淹死的人
在维斯瓦河中游泳》的翻译
人员到现在仍然没有人知道
是谁。
而现在 - 二十一世纪喀山
与库帕拉的新会面。收集传
说中十四行诗的文本。雷纳
特·哈里斯获得原语言（俄
罗斯语，俄语），马克西
姆·扎姆舍夫的翻译，在鞑
靼斯坦民族诗人翻译俄罗斯
联邦国家奖。
关于鞑靼语翻译的几句话。
作者有40多本诗集。在21世

纪初，出版了鞑靼语诗人的
samitic作品集，renat Mag-
sumavich于1941年6月出生。
他曾担任过教师，各种形式
的文学雇员。他是tatarstan 
heberlere国家报纸的主编。 
1995年至1999年，他担任鞑
靼斯坦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
主席、鞑靼斯坦共和国议会
的议员。他于1965年开始写

诗，共创作40多首诗，其中
许多后来成为歌剧，芭蕾，
清唱剧，康塔塔，电视和广
播剧剧本。renat haris  -  
Derzhavin作品、俄罗斯和世
界各国人民诗歌的鞑靼语翻
译人员。不久前，鞑靼讽刺
剧大师出版了一本关于白俄
罗斯诗歌翻译成鞑靼语的小
文集。现在，他向亲人赠送
了杨卡·库巴拉的十四行诗。
近年来，由于杨卡·库巴拉的
作品被积极地翻译成世界上
不同的语言，因此人们能够
记住白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呈
现。白俄罗斯诗人的“十四
行诗”已经在蒙古国发行。
杨卡·库巴拉的作品被车臣
的adam akhmatukaev翻译
成他们的母语，他是Chu-
vashia Valery turgai国家诗
人，Kabardino-balkaria sa-
likh Gurtuev民族诗人。莫
斯科文学报发表了新十四行
诗的俄文版，由才华横溢的
诗人马克西姆·扎姆舍夫
执行。白俄罗斯经典作品
的吸引力令人印象深刻。

尼古拉·别尔列什

在喀山，一本三种语言的书展示了白俄
罗斯杨卡·库巴拉国家诗人的十四行诗
之光。

杨卡·库巴拉
走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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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夏加尔
和旧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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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加尔圣经作品展
在明斯克莉布拉
画廊展厅举行，
这引起了观众极
大的兴趣。因为

这是马克·夏加尔的作品首
次在白俄罗斯展出。 
在展览中，你可以观看精彩丰富
的版画作品，聆听悦耳的音乐，
沉浸在一个非凡的世界里。 
总共有64件作品展示了旧约中
的故事。作品中描述了圣经中
一些特定的情节，这不仅给人
留下了新的观点和感受，还可
以学习很多关于艺术家的作品
和他对圣经的独特见解。 
马克·夏加尔出生在白俄罗斯离
维捷布斯克很近的一个小城市，
他的家庭是一个犹太家庭。母亲
做家庭主妇，父亲做些体力活。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夏加尔
说:“妈妈……我想成为一名艺
术家”。但父母反对这个选择。
马克·夏加尔回忆道，一次妈妈
看了一幅画。她说：“天啊，她
的眼睛真漂亮!”我期待着她说
点什么。然后她说，“儿子，我
看得出你真的很有天赋……但你
最好去做一些体力活，孩子。主
啊，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夏加尔1973年在尼斯举行的“
圣经寄语”系列作品博物馆开
幕式中致辞说道:“我自始至
终都认为，圣经是历来艺术作
品的源泉。很久以前，我就在
生活和艺术中寻找表现圣经的
方法。圣经就像大自然，试图
传达给我很多秘密”。 
圣经题材贯穿了夏加尔所有的
作品。圣经对他艺术之路的帮
助，就像母乳对孩子一样重
要，并且无形地反映在他所有
作品之中。 
从童年开始，圣经一直是夏加尔
的启蒙书。他的家庭生活充满了
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每个星期六
都做礼拜。在假期里，全家人都
要去犹太教堂。我们祈祷吟唱，
然后庄严的享用晚餐。这位艺术
家在自传中细致的描述了这些童

年生活。他写道:“这本书中注
入了我的灵魂。你们可以在书中
寻找它”。 
圣经故事经常出现在夏加尔早
期的作品中。后来他说：“我
不只是看圣经，我是在感受
它。”在30年代初期，夏加尔
收到了法国著名出版商的订
单，为旧约圣经制作一系列
插图。夏加尔非常重视这项
工作，他不仅要分析书籍，还
要观看圣经书写的历程。因此
这位艺术家和他的家人一起踏
上了前往旧约圣地——巴勒斯
坦、叙利亚和埃及的旅程。他
说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最伟大
的经历。 
那段旅程激发他创作出许多作
品，随后以“圣经寄语”作为
统一命名。 1973年，作品被陈
列在尼斯，夏加尔同名博物馆
中。 博物馆是这位艺术家最喜
欢的“孩子”，他希望年轻人
来此参观时，能领悟到关于兄
弟情谊和爱情的一些想法，这
是我绘制这些作品的初衷。” 
艺术家说：“圣经就像大自然
一样神奇，我试图传达这个秘
密。” 特别是关于圣经题材的
创作作品，夏加尔一般用版画画
法或彩色玻璃拼图法来描绘。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灵感来源于
圣经，在绘制一系列描绘旧约
和新约圣经版画之前，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在明斯克莉布拉画廊中，向
参观者展示了12在幅耶路撒冷
哈达萨医疗中心犹太教堂彩
色玻璃作品的草图和40幅圣经
版画插图。艺术家在30年代开
始创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完成。这项工作不仅精神压力
大，而且难度也很大。 
遗憾的是，我们的同胞艺术家
的作品很少在白俄罗斯展出，
一些博物馆收藏了夏加尔的作
品。因此，圣经作品展是这位
世界著名艺术家送给所有艺术
鉴赏家的宝贵礼物。 

闻一阿米·密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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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她为什么要带来这个不洁净的力量 - 一个狼人，一条龙，一只眼月黑公鸡？从什么深度将它带来
的？如果你想弄懂的话，就去9月份的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戏剧院，从下一个戏剧季开始，观看
由Elena Ganum执导的戏剧《Shlyakhtich Zavalnya，或白俄罗斯的神奇故事》。您不会后悔！

具有深刻意义的	
表现形式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 写关
于只被观看过一次的戏剧的评
论，即便如此 - 在交付时，
所谓的第一场节目给观众。
正如他们所说，你冒着错误的
方式冒险，却没有看到或感觉
到重要的事情。不过，白俄罗
斯媒体立即积极回应首映式。
一些评论家写道，剧本缺乏导
演思维的交响乐，可以说，
创作者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
方，并且有很多关于戏剧的抱
怨......剧作者谢尔盖·科瓦
列夫也受到了谴责。他被指责
一些片段，比较戏剧作品的地
方，关于谈论白俄罗斯人和利
特维亚人，像一场科学讲座。
有人看到英雄分裂为善恶。而
有人希望三角恋是无捻的，观

众可以反思更深刻的暗示，而
不是印度大象在结局中跳舞。
也有关于戏剧的完全正面的
评论。但总的来说，无论如
何，ekaterina shimanovich和
sergey ashuha的闪光点都被
一致地注意到了。在这里，我
完全同意作者的表现。我会说
更多：这对富有创造力的夫妇
设法传达了Jan borschevsky工
作的精神和愿景。布景 - 几
排有植被的灌木丛的湖泊，
背景上有一只眼月公鸡的黑
头，甚至在行动开始之前就被
惊喜了。他们的灵感来自一些
bergman电影的神秘。风格化
的服装 - 羊皮大衣，衬衫，
柔和色彩的靴子，由艺术家发
明，完美地强调了白俄罗斯人

的谦虚和朴实、尊严和品味。
而且黑色和白色的颜色也适用
于戏剧的主旨。
是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无
论它听起来多么陈词滥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愿
景。Kupalists的新表现并没有
被忽视，这很好。如果不是这
样，情况会很糟糕。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到了某
种全局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Zavalni”首映前的放映
中我就感受的到，我没有看
过甚至接近过剧本。好吧，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某
种东西”让我感到尴尬，
在“shlyakhtich Zavalny”的舞
台版本中，一切都无法破译。
简而言之，谜题并没有被加起

K
P.

by

演出开始，根纳季•燕
尼科夫，饰演小贵族
瓦尔扎尼，在他身边
是瓦伦丁•加尔扎耶夫

(饰演阿梅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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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即使是碎片，由于某些原
因，我也一直很喜欢。因此，
我决定将此事推迟到9月，直
到库帕洛夫斯基剧院从巡演回
归并开始新的剧院季节。我
想，我会再次看到表演。有些
东西会变得清晰，然后一切都
会到位。我在其他文本中接受
了这个准备。一位好朋友从印
度度假回来，分享了她对大
象农场的印象。我为她感到高
兴，因为真的很壮观：当我们
在印度这个神秘国家的喀拉拉
邦的南部度假时，我和丈夫不
得不去那里，这个国家经常与
大象有关。我自己深信不疑。
当她从印度回来时，一位亲戚
问：在那里看到了大象吗？
大象，小象…...出于某种原
因，在与朋友交谈后，大象的
戏剧再次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当戏剧Zavalnya（Gennady 
ovsyannikov）的主角躺在棺
材里时，人们在舞台上跳舞。
我并没有忘记我和我丈夫的猖
獗，大笑，并谈论了孩子们对
导演思想的新鲜感，以及我们
敬爱和受人尊敬的演员Gen-
nady stepanovich，他为年轻
的演员提供经验......
最后，我未解决的“东西”出
现了！由于那些可爱的象，在
对戏剧不理解的墙上，门开
了。因此，在祝贺剧院的表演
之前，我会尝试与读者分享我
的想法，我希望，这将成为最
佳表演中的最佳选择。

从历史中

首 先 ， 为 那 些 不 知 道 Jan 
borschevsky是谁的人提供一
些资料。根据文学评论家的说
法，他是白俄罗斯文学的创始
人、祖先。我们在维基百科上
读到：他出生在维捷布斯克州
波罗茨克区穆拉吉村（现在是
维捷布斯克的罗桑斯基区），
担任希腊天主教神父，大概属
于一个贫穷的贵族家庭。他在

波洛茨克耶稣会学院学习，在
那里他作为一名诗人和读者而
闻名，他用自己的演说和诗歌
讲话，于1809年他写了一首古
典风格的《金星腰带》。用的
什么语言不得而知。他经常在
neshcherda湖周围度过他的学
生假期。
由于他喜欢即兴作诗，他是村
里士绅家庭庆祝活动的受欢迎
的嘉宾。第一部用白俄罗斯语
写的著名诗歌是献给心爱女孩
的《Dzevanka》，还有《走狗
的骚乱》。他还从事绘画 - 
他画风景和卡通，在当地居民
中很受欢迎。
大约在1816年从波洛茨克专科
学校（1812年变为学院）毕业
后，他在他的小家乡的各个地
方担任教师和导师。他周游白
俄罗斯，收集民间传说。1844
年，他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
《shlyakhtich Zavalnya，或白
俄罗斯的神奇故事》。
1846年，或者1847年，应波兰
作家海因里希·拉赫夫斯基的
邀请，他搬到了乌克兰城市楚
德诺夫。他定居在伯爵夫人
iulia rzhevuskaya的房子里，
著名艺术家拿破仑·奥尔达也
住在那里。

同样有趣的是Jan borschevsky
墓碑上发生的故事。星星报和
其他白俄罗斯期刊撰写了这篇
文章，链接为乌克兰地区门户
网站chudnivnews.in.ua。这
是她的复述。
17年前，Chudnov居民在一个
私人庭院里挖了一个深度为50
厘米的炉子，重30-35公斤。
当铁锈离开炉子时，名字变得
明显 - Jan borschevsky。
在21世纪初，Chudnov化合物
的所有者开始连接天然气管道
并挖出这个炉子。起初有锈，
看不出它上面写着什么。17年
来，炉子只是放在院子里，后
来主人决定将院子里铺设水
泥，为了节省水泥放了炉子。
今年4月15日，业主的女儿对
炉灶产生了兴趣。她开始从互
联网上的炉子上寻找这个名字
的类似物，发现炉子可能属于
作家Jan borschevsky。在它上
面 - 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写
道：“Jan borschevsky。上
帝，自然和人民的崇拜者。
灵感和感情的作者。他活了70
年。”

在时间的河流中

就在这个耸人听闻的新闻出
名时，Kupalists戏剧开始排
练了。
“而borschevsky的墓碑并没有
偶然出现”，elena Ganum说。

话剧海报

杨•巴尔舍夫斯基 (1794–1851)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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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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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Chudnava市的乌克兰女学
生莲娜在她自己家的院子里找
到了一位作家的墓碑。这是某
种神秘的巧合。在排练期间，
有时我觉得Jan borschevsky就
在我们旁边。顺便说一句，在
剧中工作的人也发生了很多事
情。这让我很高兴。
“现在”，舞台导演补充
说：“许多评论家正试图定
义剧本的类型。”这是怎么回
事。浪漫的幻想？神秘的喜剧
还是戏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观点。我们将这种类型定义为
表现形式。这既是一种现象，
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戏

剧比较形象的比喻是神秘的
nescherda湖，在我们同时代
的人看见过去的人物出现的
空间。所以borschevsky，我重
申，他表现自己，在他的工作
和他的墓碑被发现的事实中回
忆起自己......
表现形式 - 这种类型的定义
在Kupalians的表现中是合理
的。事实上，他身上出现了
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东西。无论
是形式还是内容。我接近导演
提出的超级任务。当我与莲娜
分享我如何理解她时，她很高
兴......
提醒读者，莲娜·戈奴姆
是一位导演，她的名字在
戏 剧 界 众 所 周 知 。 在 Ku-
palovsky剧院的舞台上演了她
的“shabans，elsa's land”。
此外，莲娜还是剧院艺术总监

nikolai Pinigin的学生。她在艺
术学院演艺，专业演出后获得
了第二名。众所周知，她具有
很强的专业水平。这位女演员
在维捷布斯克的雅克布·克拉
斯国家学术戏剧院开始了她的
戏剧生涯。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建议
我接受谢尔盖·科瓦列夫的
《shlyakhtich Zavalnya》戏剧
工作，我的对话者说道：“
我去了维捷布斯克地区。这
是我的小小快乐。在nesh-
cherda湖附近的那些地方发生
在borschevsky的工作......在
一侧湖岸是过去的人物，另一

侧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舞台上
的活动让您可以看到过去的情
况，想一想现在，并问自己：
是什么让我们与前辈不同。到
底我们之间有不同点吗？我们
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几代人的连
续性。它是怎么发生的？时间
会证明。这里没有虚伪的谦
虚：第一次尝试后很明显 - 我
们做到了......
排练前，莲娜和其他参与者与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一位
作家和一位历史学家会面。她
不仅谈到了关于白俄罗斯北部

的维捷布斯克地区，还谈到了
borschevsky的工作。他们还前
往波洛茨克，奥尔洛夫在那里
安排了与shlyakhtich Zavalny作
者姓名相关的地方。
“艺术画廊的大门为我们打开
了。它位于前Jesuit学院的一栋
建筑物内。我们还参观了圣索
菲亚大教堂，savior-euphrosyne
修道院”，莲娜说。
“排练怎么样？是的，方式多
种多样：有足够的幽默和辩
论。工作非常复杂。我已经告
诉过某人关于这一点的奇妙现
实主义的类型，需要存在于神
秘主义和现实的边缘。”
她不相信偶然性。她相信，这
一生中的一切都存在规则。就
像borschevsky的作品也有神圣
的知识一样。而且，如您所
知，要了解它们，您需要拥有
一个秘密的字符代码。直觉有
助于了解。实践也很有用。有

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同事花了
几年的时间在电台节目“故事 
- 智慧小贴士”上试图解谜孩
子们的各种童话故事。我记得
孩子们非常乐意加入游戏，并
乐意解释这些符号。

意识之洞

白俄罗斯北部。在neshcherda湖
附近的村庄，他的侄子Jan（ivan 
Kushneruk）从圣彼得堡来到他叔
叔Zavalnya家里，里面还住着经
济学家Malgret（tamara Mirono-

剧照， 

伊万•特鲁斯—— 

舍里米尔博士， 

黑魔法师， 

邪恶的拥护者

克里斯蒂娜• 

德比斯饰 

演阿加普卡， 

阿梅莉亚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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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村
里的新闻：他心爱的人与阿尔伯
特的朋友结婚，他是一个古怪医
生的朋友，他似乎与邪恶的灵魂
在一起，他准备廉价出售他们的
故乡。年轻演员ivan Kushneruk扮
演的是Polotsk学院的毕业生，Jan 
Zavalnya的侄子。这是一个崇高
理想的人，一个只看到善良并相
信生活和人生最佳的梦想家。“
波洛茨克是亲切的！你早晚会成
为白俄罗斯的首都！波罗茨克附
近有nescherda湖。春天是天堂，
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聚集，
成千上万声音通过草地、森林回
应水面。魔法之地在那里，我读

到了你的怜悯，创造者，和老人
们的故事，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传
播 - 我的土地历史，白俄罗斯人
的本性和感情。只有在那里我才
真正体会到人类灵魂的信任”。
这些话属于Jan，他们听起来很
有冲击力。Jan是爱国主义者，
他与他的叔叔谈论他的故乡的
前景。就这样戏剧《shlyakhtich 
Zavalnya，或白俄罗斯的神奇故
事》就开始了。起初速度很慢，
然后越来越像春天一样展开。与
真实的地球生物一起 - 农民，
舞台上的士绅，众生和虚幻。他
们是人们内心欲望，愿望和思想
的体现。
我们怎么想，我们有什么感
受？他们是什么，我们没有人
看到的内心世界，有时候我们
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仍然在
问自己和人们这个问题：我们

要去哪里？如果更正确地说：
不是“去哪里？”，而是“如
何？”和“有什么？”我们是
什么？如果我们在Kupalovsky
剧院观看表演“shlyakhtich Za-
valnya ......”的棱镜，那么
所有东西都摆放在货架上。其
中的碎片，折衷主义，后变得
合理，因为碎片之间存在强烈
的语义联系：一切都与这个世
界中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一切
都有因果关系，我们的思想能
够被体现......象带来了一丝
暗示，我重申。
象在跳舞，在最后跳跃......
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只是外

表娱乐性的观念 -  莲娜的典
故。如果你看得更深，你就会
明白：这是她对人类心灵的微
妙理解，以及我们的思想，恐
怖，幻想，信仰在哪里引导我
们，有时荒谬，混乱，有时是
邪恶，不善。这不是为什么一
个巨大的舱口在舞台中央打
开，就像人脑中的一个洞，从
那里，一条巨大的鱼从另一个
世界中弹出，直接进入一个吸
收它的村庄人的手中......和
agapka（Kristina Drobysh）一
起，女佣梦想只与富人结婚的

阿米莉亚夫人是在龙舞吗？黑
色的鸡蛋从天而降......年轻
的农民马尔科（德米特里·埃
塞涅维奇），以一种野蛮的方
式爱着阿加普卡，不知为何变
成了一个狼人......
在nescherda湖附近有浅色的
幽灵在行走。它们来自另一个
世界，显然来自天堂，精神世
界。它们观察人们之间发生的
事情。它们也是人们明亮愿望
的体现，其中也有像阿米莉亚
（Valentina belokhvostik）这
样温和的生物。女演员的伟大
作品，有机地存在于选择艾伯
特的角色，而不是伊恩。对我
而言，这并不重要。主要是内
部计划。清楚，明确和强烈地
思考是多么重要，以免成为轻
信，善良的牺牲品。这件事发
生在阿尔伯特（罗马波多利亚
科）身上，他被尼日龙的恶魔
所拥有。和他的妻子阿米莉亚

一样，瘦弱，易受伤害，舍尔
默博士（伊万特鲁斯）几乎失
去了理智。这位演员，白俄罗
斯国家戏剧奖获得者，来自莫
吉廖夫州戏剧剧团。在剧中，
他会非常有意地强调他反面人
物的魅力。

我们身上的一切

自那个遥远的时代以来，人类
几乎没有变化。我们和我们的
前辈一样。我们为什么更好？
不是更好，也不是更糟。每个

米哈伊尔•祖伊 

饰演的弗兰特舍克，

他没想到会看到一 

个生物从尼切尔 

多湖上挖出来

亚历山大•科塞洛饰 

演白喜鹊 

（居中） 

和贵族反叛 

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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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都有很多东西混在一起。
我们自己选择生活中的道路，
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想法。因
此，戏剧“shlyahtich Zaval-
nya”是现代的。毕竟，白俄罗
斯人仍然在谈论民族认同，他
们仍在寻找通向未来的道路，
有些人不在自己的家乡，他们
找到先知，有些人陷入神秘主
义......你怎么能不记得俄罗
斯科学院院士natalya bekhte-
reva！我个人对这一直在研究
人类大脑并得出结论的女性印
象非常深刻：我们选择存在于
太空中的思想，我们的大脑像
天线一样捕捉和读取它们。但
这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
人选择积极的，有生命肯定的
想法，而有些人则选择完全消
极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它的
答案在进化适应或遗传学中。
不会隐藏，也不会说服他人。
还记得这句话 - 理性的梦想
会产生奇迹吗？回想一下互联
网：这句话本身已经成为一种
常见的说法，属于西班牙艺术
家弗朗西斯科·戈雅，它来自
图片的名称，它包含在一系列
版画卡普里科斯中。这幅画是
在18世纪末绘制的。艺术家对
这张照片的评论是：“如果
头脑正在沉睡，幻想会产生
奇迹，结合心灵，幻想成为

艺术的母亲及其所有美妙创作
的灵感。”戈雅使用奇妙的图
像来描述周围的现实。产生奇
迹的梦想。现代人的世界睡在
其中，愚蠢的统治，而不是理
性 - 他们甚至没有试图摆脱
这个梦想的束缚。当心灵失去
控制，陷入梦境时，黑暗的生
物占有一个人，戈雅称之为怪
物。不仅是人，还有社会 - 这
不仅是个人的偏见和愚蠢，不
愿意反思事物的本质，而且还
有错误的意识形态，坏的领导
者接管了大多数人的思想。
我可以假设莲娜反映了类似的
东西，艺术家在处理图像方面
有类似的想法。是的，与Kova-
lev的戏剧并不是徒劳的，这
个想法得到了强调：其他国家
的书籍所描述的一切都可以在
我们的地区实现。schelmer博
士也是黑魔法术士，他将自己
定位为一个思想家和领导者，
征服了人们的灵魂。他为了什
么？为白鹊（alexander Case-
lo）服务。乍一看她在舞台上
的表演是戏剧中的娱乐时刻，
但对于我来说，从形象本身来
说，这会产生复杂的感觉，它
会从坟墓的寒冷中迸发出来。
正如文学历史学家尼古拉·哈
夫斯托维奇所写的那样，通过
白色四十年，保时捷夫斯基创
造了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
世的寓言形象。在戏剧中有一
个场景是她希望将白俄罗斯土
地并入俄罗斯。
这位演员模仿了白鹊。他的
动作强调缓慢，慵懒，有羽
毛的西装，珠宝，裸露的胸
部......这一切都抓住了那些
只需要钱的贵族形象。因此，
生活在哪个国家，服务对象无
关紧要。
善良，幼稚，天真也是许多人
的特征。那么，为什么Zavalna
会点燃一支蜡烛让疲惫的旅客
中放松？事实证明，这位古老
的贵族喜欢和孩子一样喜欢各
种神秘的故事，那些徘徊在他

家里的人可以告诉他。你不能
告诉任何人，是这个受人尊敬
的人，受到邻居的尊重。在舞
台上有一个幽默的印记，是贵
族梦想的体现。象！这里就是
思想的重要性！
来自borschevsky作品比喻的各
种奇妙生物在Kupala表演中栩
栩如生。他们为什么最终会成
为到达人间，为什么如此影响
他们的生活呢？对此，我再说
一遍，答案 - 一切都在我们自
己身上：黑暗，光明，善良，
邪恶。莲娜及其创意团队的创
意和壮观表现非常强大。如果
你仔细观察灵魂的眼睛，我认
为，超级任务就体现在表面
上。
戏剧以愉快的结局结束。所
有的邪恶势力都将被地狱所
吞噬，而真正的英雄将团结
在快乐中。在那一刻，它不再
是每个人的潜意识统治，而是
光明战胜黑暗。哪怕只是暂时
的......
一点一点地，我们一步一步地
了解自己，选择要思考什么，
想要做什么，在哪里努力，以
及如何度过余生。

瓦莲京娜·日单诺维奇

Р.s.剧中有两名主要演员，
超 过 一 半 的 剧 团 参 与 其
中 。 年 长 的 角 色 由 G e n -
nady ovsyannikov，nikolai 
Kuchits，tamara Miro nova
和 elena sidorova扮演。
年轻角色演员包括： ivan 
Kushneruk，roman Po do lya-
ko，sergey Chub，Valentina 
Gar tsu eva，alexander Ze lyan-
ka，Mikhail Zuy，antonina 
Du ba tov ka， andrey和 Kris-
tina Drobysh，alexander Ca-
sello，Dmitry yesenevich，ivan 
trus等人。学生boris Ger lo-
van，ekaterina shimanovich和
sergey ashukha参与了舞台布
景。音乐由Victor Kisten编写。
编舞：olga skvortsova。

导演：阿莲娜·佳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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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姑娘们准备睡觉了
古尔斯卡带着吉他
古尔斯卡 (唱).
别离开我，在我身边 
陪着我，亲爱的，直到天亮
我要给你全世界
我要解开你所有的秘密
让我尝尽你眼中的露水
让我收拾起你的悲伤
我为我们向上天祈求
让破晓的星辰为我们加冕…
苦涩像水一样蒸发
盛开春天希望之花
巴蒂安(在镜子旁边)：姐妹
们，我瘦了…
古尔斯卡：那是镜子显的…
(唱)
别离开我
别离开
巴蒂安：士兵古尔斯卡, 雅德
维加——词根是地狱吗?
古尔斯卡 (唱)：
别离开我,
我是温柔的天使!
巴蒂安：好吧，当然了…
古尔斯卡：雅德！维！加!波
兰女王。为了她白俄罗斯大公
献出了自己的国家。
巴蒂安：雅德！维！加! 大
公…
拉德谢娃：姐妹们，谁会解
梦？
巴蒂安：来吧，我的奶奶曾经
是女巫。

古尔斯卡：没人怀疑吗…孙女
被选为女巫。
巴蒂安(对克里米斯)：中尉同
志，她们欺负我!
拉德谢娃：记得吗，培训班上
来了个少尉吉马?
巴蒂安：啊，对对，很帅的… 
古尔斯卡吸引了他的目光…
古尔斯卡：多嘴…
拉德谢娃：今天他要被派去
前线… 我在梦里见到他了…
就仿佛是春天，很暖。太阳很
大，我站在墓地中…而吉马从
十字架中走来。手里抱着一个
男孩儿…运动服是白色的，腰
带是白色的，军帽上的星星是
白色的，连胸前的勋章都是白
色的…
古尔斯卡：勋章是什么样子
的?
拉德谢娃：这就是个问题。十
字勋章，皇冠。
巴蒂安：乔治十字勋章。我爷
爷曾有过这样的。
拉德谢娃：吉马是共青团员，
他的团章在勋章下面，也是白
白的…
巴蒂安：我奶奶会说：你看到
了眼泪和幸福…
拉德谢娃：怎么说?
巴蒂安：你的吉马牺牲了…
拉德谢娃：他会牺牲…
巴蒂安：这是眼泪…
古尔斯卡：眼泪… 

巴蒂安：但你和他的孩子会出
生…
拉德谢娃(苦涩)：对…那么
快…
巴蒂安：这是幸福…
远处传来钟声
克里米斯(在自己床上)：都睡
觉!
姑娘们都乖乖地躺好。熄灯
了。钟声还在敲。长时间停
顿。米哈谢夫手里拿着军大衣
来了。到拉德谢娃床边
米哈谢夫(悄声)：拉德谢娃… 
拉德谢娃… 醒醒…
拉德谢娃(从梦中醒来)：嗯…
什么?谁?
米哈谢夫：安静… 起来…
拉德谢娃：干嘛?怎么，警报?
米哈谢夫：警报…穿上军大
衣…我们走…快走，快走!
把自己的军大衣给女孩儿套上
然后出了房间
拉德谢娃 (还是迷迷糊糊)：干
嘛?
米哈谢夫：看见那个岗哨了
吗?
拉德谢娃：嗯。
米哈谢夫：你的少尉在那儿等
你…
拉德谢娃：什么少尉? (喊道)
吉马?!?
米哈谢夫：小声点!他自我介绍
说的是德米特里•尼古拉维奇•
谢列夫佐夫，可不是吉马。

续接上期

不要离开我...

阿列克谢·都德列夫

抒情话剧
角色:
米哈谢夫
维罗妮卡·克里米斯
阿拉·拉德谢娃
齐娜·巴蒂安
雅德维加·古尔斯卡
团长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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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谢娃：我的天!
拼命冲了过去，然后又快速奔
回来，抱了抱米哈谢夫，又狠
狠亲了他。一下!两下!三下!
米哈谢夫：天亮前我要送他去
车站…
拉德谢娃：我的天!
消失了
米哈谢夫：不,惩罚营简直是
疗养院…休养地…
出去。巴蒂安突然从自己床上
跳起来
巴蒂安：发昏了! 嗯,阿里
卡…嗯,阿里卡… 拉德谢娃, 
走啦…走呀!船长，船长…只
要勇敢地征服海洋…
克里米斯：我说了——都睡
觉!
巴蒂安：你来得及… (躺下) 
嗯，船长… 
米哈谢夫带着物品袋进来
从袋子里拿出香槟，红酒，糖
果，罐头，面包
米哈谢夫 (小声)：起来…
克里米斯 (大声)：起来！
姑娘们起来，开始穿衣服
巴蒂安：已经开始作战了吗?
克里米斯：快点儿!
米哈谢夫：都快点儿停下! 全
体休息… 到明天晚上都好好睡
觉。
巴蒂安：早上不用去跑步吗?
米哈谢夫：不跑。
巴蒂安：太好了!!
米哈谢夫：脱掉制服。换上裙
子，我们围着桌子一起吃晚饭 
(出去了)

姑娘们换上裙子。巴蒂安走到
桌子旁
巴蒂安：姐妹们，棉花糖… 
我最后一次见它是在战前。香
肠！糖，巧克力！ 这是什么
蛇?
克里米斯：熏鳗鱼。
古尔斯卡：是一种鱼…
巴蒂安：不可能有这样的鱼… 
听着，大尉为我们的健康慷慨
解囊…(拿起瓶子读) «阿布劳•
杜尔索»…  香槟! 为什么他这
么做? 
克里米斯：可能，有什么事
情?
古尔斯卡：给少校的…
切好，摆盘。米哈谢夫进来
克里米斯：安静!大尉同志…
米哈谢夫：全体，维罗妮卡…
到明天夜里都没有指挥、命令
和报告。请坐，姑娘们… (打
开香槟、红酒)我们来认识一
下。(对巴蒂安)你来点儿什
么，齐娜？
巴蒂安：都要!
米哈谢夫：红酒、香槟？
巴蒂安：还要伏特加!
古尔斯卡 (严肃地)：为相识干
杯，大尉同志。
克里米斯：为相识。
巴蒂安：很高兴认识您，大尉
同志…
米哈谢夫：我叫彼得•库兹米
奇…我不是正规军…战前在
贝格姆教书。离维杰布斯克不
远。教物理的。谁还记得欧姆
定律？..

巴蒂安：我们老师说：“谁不
知道欧姆定律，就是井底之
蛙”，这是我记得的，但是欧
姆定律本身不记得了。
克里米斯.：导体中的直流电
力与电压成正比。
巴蒂安：头昏脑涨，如果正确
的话!
米哈谢夫：满分，维罗妮卡…
(倒红酒) 为你聪明的脑袋!
古尔斯卡：我在1941年上完了
十年制，但是物理，彼得•库兹
米奇，我学得一般般…得了…
巴蒂安：而我刚上十年级。
克里米斯：我上十年级的时
候…我妹妹刚上七年级…
巴蒂安：阿里卡呢？
米哈谢夫：在岗哨…
巴蒂安：我去替她。
米哈谢夫：用不着你!
巴蒂安：怎么回事!我们在这
玩乐，她却挨饿受冻…
米哈谢夫：都坐好，总是这么
吵吵闹闹的!
巴蒂安：您说了今天没有命
令。
克里米斯：没有命令，但是有
禁令。坐下而且别哭…
巴蒂安：你才哭。
古尔斯卡：彼得•库兹米奇，
您还有什么亲人吗?
米哈谢夫：我女儿今天满十五
岁。
克里米斯：恭喜!
古尔斯卡：恭喜。
巴蒂安：恭喜。
克里米斯：她叫什么?
米哈谢夫：佳娜。
古尔斯卡：名字真好听。
克里米斯：很短。她在哪儿?
米哈谢夫：不知道。从四一年
分开了，她那时十二岁。
巴蒂安：祝她健康!
喝酒。
米哈谢夫：和妻子带着一起去
了兵役局…她用那样的眼神看
着我低声说：“别离开我，爸
爸，别离开我”。不是对着我
们，跟她妈妈，而是对我…只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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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斯卡 (抱起吉他)：下一个
节目，古老的罗曼史«别离开
我»。由特侦队民族演员齐娜•
巴蒂安出演。
巴蒂安：伴奏加三人四重唱，
因为一个人在站岗…
唱
别离开我，在我身边 
陪着我，亲爱的，直到天亮
我要给你全世界
我要解开你所有的秘密
米哈谢夫：女儿，亲爱的...
我们会活下来的...会的...我
要替你们把所有德国人的喉咙
咬断...
巴蒂安(打开留声机，放上唱
片)：白色舞蹈!
古尔斯卡(跑向米哈谢夫)：请
允许我，彼得•库兹米奇?
一起跳舞
巴蒂安(愤愤地)：这算什么事
儿?! 我邀请了，而她去跳舞!
坚决地走过去在古尔斯卡鼻子
前拍手
古尔斯卡：彼得•库兹米奇，
我和你跳舞掌声雷动...
巴蒂安：这不是掌声。男舞
伴匮乏的时候，他们就会被
抢...你快走开吧!
古尔斯卡：想都别想!
米哈谢夫笑了，一手搂住一个
姑娘。就这样跳舞。然后米哈
谢夫走向克里米斯邀请她跳舞 
跳舞。突然，克里米斯的头撞
到大尉胸前，她睡着了。米哈
谢夫试探了一下。
古尔斯卡 (小声)：睡着了…
巴蒂安：昏了头了!
米哈谢夫 (小声)：小点声!!!
停顿。在最后一曲和弦乐中克
里米斯动了一下，醒了， 
迷惑不解地从米哈谢夫身边走开 
拉德谢娃出现了

灯光暗
罗萨森岸边，导弹燃烧着
姑娘们和米哈谢夫穿着军大
衣，但光着脚
手里拿着橡胶袋
米哈谢夫：这样，谁还想说好
就在这儿说，一会儿过去岸

边，就全都当哑巴! 一整天，
交流只能靠手势...一个字，
一声嘀咕，一声叹气都不能
有...我说明白了吗，巴蒂安?
巴蒂安!你怎么回事?
巴蒂安:执行超值保证...在这
个岸边就变哑巴。
米哈谢夫：现在河湾那边的侦
察兵会弄出一些动静转移注意
力，这样我们就一个一个过
去...军大衣就扔在岸边，小
腿像伸到圣水盆里一样小心。
水不是黑海来的，油都涂好了
吗?
克里米斯：好了。
米哈谢夫：军大衣下什么都没
穿吧？裸泳比较容易，过河以
后也没有时间换湿衣服。
巴蒂安：大尉同志，拉德谢娃
穿着泳衣。
米哈谢夫：真的?
拉德谢娃：您听她说!你还想
编什么话？
巴蒂安：那您检查一下，检查
一下...
米哈谢夫：我现在检查你...
巴蒂安：哎呀，大尉同志，那
您只要保证...
米哈谢夫：巴蒂安,你脑子里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巴蒂安：也有可能有别的，但
都是关于这些的...
米哈谢夫：制服、食物和武器
都密封到橡胶袋里。牢牢地栓
在手上。放出照明弹或者闪探
照灯的时候，就尽你们所能地
潜水。一到对岸就马上进芦苇
丛穿制服。现在我要过去检查
一下行进工作是否全部准备
好。有问题吗?
克里米斯：没有。
拉德谢娃：没有。
巴蒂安：没有。
古尔斯卡：没有。
米哈谢夫：而我有!害怕吗？
克里米斯：不怕。
巴蒂安：不怕。
古尔斯卡：不怕。
拉德谢娃：有点儿。
米哈谢夫：我也怕...

巴蒂安：不要怕，大尉同志，
我们不会怪您的...
远处传来枪声
米哈谢夫：这…这是咱们的侦
查员在搞破坏。都准备好了？
克里米斯第一个，然后拉德谢
娃，后面是古尔斯卡，下一
个巴蒂安，我断后… (从军大
衣口袋里拿出小酒壶，打开)
来，维罗妮卡阿尔卡迪耶夫
娜…暖暖身子 
克里米斯喝干，递回酒壶
走了!
克里米斯走向水边，轻轻地脱
下军大衣消失在水面。停顿
来吧，阿拉…
给她酒壶
拉德谢娃：我涂了两遍油…要
不我不喝了?
米哈谢夫：可以，可以… 走
吧!
拉德谢娃走向水边，轻轻地脱
下军大衣消失在水面。停顿
喏，雅德维加•雅诺夫娜…
给她酒壶，古尔斯卡喝干
古尔斯卡：可以再来一个吗?
替阿里卡?
米哈谢夫：来吧。
 古尔斯卡又喝干，走向水边，
轻轻地脱下军大衣消失在水
面。停顿
米哈谢夫把壶递给巴蒂安.
巴蒂安：我不要。
米哈谢夫：那是你的事儿(自
己喝干)走吧!站住!探照灯!可
能会照到古尔斯卡，小狗…你
看，我都说了…潜水!很棒，
雅佳，很棒!坚持住!坚持住，
女儿，坚持住… 没发现…呸…
上帝保佑你健康，德国鬼子…
巴蒂安：彼得•库兹米奇，我
们会牺牲吗？
米哈谢夫：可能会。
巴蒂安：真遗憾。
米哈谢夫：我觉得。
巴蒂安：不是，我不是说这
个。早晚我们都会死，我不是
说这个。
米哈谢夫：那是什么?
巴蒂安：我还没和谁接过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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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谢夫：滚吧你!
巴蒂安：真的，有一次，跳
舞后被一个无赖把手按在篱
笆上开始摸胸。我的鼻子流
血了，把带血的衬衫拿到河
里去洗了…但现在我在想：
为什么我这样？难道他会吃
了我吗？傻瓜!是不是?
停顿。米哈谢夫突然冲动地
把巴蒂安搂过来。亲了他的
头发。
大尉同志 !这样我会头晕
的…呸… 现在我要游泳了，
河里的水沸腾了，我走吗?
米哈谢夫：走吧，齐娜…一
切都会好的
巴蒂安：好吧!
走向水边，脱下军大衣，比
别人在河边的时间长点儿
消失了
米哈谢夫(望着黑暗)：你们
哭吧，德国鬼子，哼，哭
吧…血和眼泪。 
也跳了火舞，也跳了那个燃
烧、发光、照耀的阿格尼神
舞。在这个可怕的舞蹈里克
里米斯、拉德谢娃、古尔斯
卡、巴蒂安、米哈谢夫旋转着
野兽般嚎叫。爆炸!古尔斯
卡…
又一声狂暴嚎叫。爆炸!克里
米斯…
嚎叫。爆炸!巴蒂安… 
嚎叫。爆炸!米哈谢夫…
嚎叫。爆炸!拉德谢娃…

灯光暗
医院。米哈谢夫坐在床上
他右手的袖子空荡荡。团长
在旁边
团长：我们把科布林夺回来
了…
米哈谢夫：从来不敢相信，
要不是炮弹把手臂都炸掉
了…手指都疼…真的很疼…
团长：我们把科布林夺回来
了…
米哈谢夫:我小时候右手被马
踩了…指甲都脱落了，手没
有，手指很疼,没救了…
团长：这是头疼…由于惯性

米哈谢夫：要是把心掏出来
呢?也会由于惯性而疼吗?
团长：我们把科布林夺回来
了… 联络营是军队的中枢神
经系统。我们使它瘫痪了。
这次行动再次证明了无可争
辩的事实：有通信联络的是
军队，没有通信联络的就是
散民。紧锣密鼓地在罗萨森
转了一圈，从头到尾追击。 
大尉，快好起来吧。去莫斯
科接受你的勋章。米哈伊尔•
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亲自颁
发。而我们就没有你了…自
己人没找到吗?
米哈谢夫：没有。
团长：再给你带点什么东西
吧?
米哈谢夫：都有呢。
团长：你可以喝酒吗?
米哈谢夫：可以。
团长：在莫斯科的军人服务
社订购了，我给你拿两瓶来。
米哈谢夫：谢谢。
团长：抬起头来，精英!胜利
不远了!嗯，会的。
小心地拥抱了米哈谢夫，出
去了
米哈谢夫：疼… 手疼…
拉德谢娃穿着新制服走进来. 
拉德谢娃：彼得•库兹米奇，
我来告别…
米哈谢夫：你去哪儿?
拉德谢娃：去前线情报部
门，被提为少尉。
米哈谢夫：祝贺你。
拉德谢娃：为什么你这么不
开心呢?
米哈谢夫：你为什么这么开
心?
拉德谢娃：吉马给我写信了！
米哈谢夫：你看!当时所有人
都哭唧唧的：他会牺牲，会
牺牲…
拉德谢娃(拿出信)：齐娜•
巴蒂安预言了。他就是这么
写的… (读) “我有你这样
的人…”这里他就是这么写
的，我不会给您读。害羞。
他回来的时候，耳朵受伤

了… (读)“我有你这样的
人…”嗯…嗯… 捣乱鬼! “
为了死亡…这么卑鄙的事
情我做不出来”。他向您问
好。 
米哈谢夫：他在哪儿?
拉德谢娃：在塔甘罗格附近。
米哈谢夫：那边正在热战。
拉德谢娃：我知道。嗯，我
要走了，彼得•库兹米奇…
米哈谢夫：走吧。
拉德谢娃：亲一下吧!
米哈谢夫：来吧
亲吻
拉德谢娃：我得快走了!
米哈谢夫：等一下，阿拉。
你还记得你和姑娘们唱的那
首罗曼史吗?
拉德谢娃：只记得最后一段。
米哈谢夫：来吧!
拉德谢娃 (停顿后)：不记
得… (快要哭了)对不起，彼
得•库兹米奇…我不记得!!!
很快跑掉了。停顿。远处传
来清澈的孩子的声音
声音
让黑色恐怖离开
自己的火焰不会让我们触及
寒冷
别离开我, 
别离开,
别离开
今天也是,
明天也是
米哈谢夫：我们把科布林夺
回来了…

作者按：苏联英雄彼得•库兹
米奇•米哈谢夫大尉于1944年
8月22日死于医院。 
战士克里米斯、雅佳•古尔斯
卡和齐娜•巴蒂安被埋葬在撒
温橡村旁的墓地里。
阿拉•拉德谢娃在1945年生了
一个儿子。
现在阿丽娜•亚历山大罗夫
娜•拉德谢娃生活在明斯克。
战争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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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勃朗峰顶部的路上，世界之火被点燃

第二十八届 “维捷布斯克斯拉夫巴扎” 国际文化艺术节隆重开幕

来自荷兰的自行车旅行者喜欢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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