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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 сут нас ці, га вор ка ў Свет ла гор ску іш

ла не толь кі пра эка но мі ку — пра эка на міч

ную бяс пе ку дзяр жа вы. Вя до ма ж, заў сё ды 

ёсць вя лі кі сэнс у тым, каб, гас па да ра чы, 

пад вяз ваць мяс цо вую вы твор часць на мяс

цо выя ві ды рэ сур саў. Ла гіч на, ска жам, ма

ю чы вы со кую зем ля роб чую куль ту ру, што 

склад ва ла ся вя ка мі, а так са ма моц ныя ма

шы на бу даў ні чыя прад пры ем ствы (на бы так 

ін дуст ры яль най эпо хі) мэ та на кі ра ва на па

вя ліч ваць тут аб’ ёмы сель ска гас па дар чай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А на ша наф та пе ра пра цоў ка з 

ча соў СССР за вя за ная бы ла не на мяс цо выя 

рэ сур сы. І ця пер, не ма ю чы да стат ко вых аб’

ёмаў улас най наф ты,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НПЗ апош

нім ча сам вы му ша ны пра ца ваць на паў сі лы.

А вось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ля сы кож ны год рыт

міч на драў ні ну па стаў ля юць, што на зы ва

ец ца, без вы со кіх уз гад нен няў, санк цый, 

мыт ных пош лін ды прэ мій. Драў ні на са сны, 

бя ро зы, ел кі, аль хі ды ін шых па род мяс цо

вых дрэў — каш тоў ны пры род ны рэ сурс, 

эка ла гіч на чыс ты, да та го ж ад наў ляль ны. 

Што ля соў у Бе ла ру сі шмат — ве да юць на

ват за меж ні кі. Мы ў цэнт ры Еў ро пы, а та му 

рас хо ды на транс пар ці роў ку ляс ной пра дук

цыі на за ход не еў ра пей скія рын кі мі ні маль

ныя. Ад нак ця пер усім ві да воч на: не вы гад

на бе ла ру сам ганд ля ваць ле самкруг ля ком. 

Па трэб ны су час ныя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каб, пе ра

пра цоў ва ю чы драў ні ну, атрым лі ваць вы со

ка якас ную пра дук цыю, за па тра ба ва ную ў 

све це. Та му й вя дзец ц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ма дэр ні

за цыя ўсёй ле са пе ра пра цоў чай га лі ны. І на 

Свет ла гор скі цэ лю лоз накар дон ны кам бі

нат у кра і не ёсць вя лі кія над зеі.

На вед ва ю чы ня даў на за вод па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суль фат най бе ле най цэ лю ло зы, ство

ра ны на ЦКК, Прэ зі дэнт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па дзя ка ваў яго пра цаў ні кам за тое, 

што “пад ня лі” но вую вы твор часць. На га

да ем, ад кры тае ак цы я нер нае та ва рыст ва 

“Свет ла гор скі ЦКК” — гэ та, як пі шац ца 

на яго сай це ў ін тэр нэ це, прад пры ем ства 

поў на га цык ла пе ра пра цоў кі драў ні ны ў 

кар дон гаф ра ва ны, скры ні з яго. На кам

бі на це ёсць роз ныя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цэ лю

ло зы, па пе ры й кар до на, гаф ра та ры. Там 

вы со кі ўзро вень аў та ма ты за цыі, ме ха ні

за цыі тэх на ла гіч ных пра цэ саў, вы со кая 

эка ла гіч насць — прак тыч на без ад ход ная  

вы твор часць. ➔
 Стар. 2

Пра асаблівасці вядзення лясной 

гаспадаркі на прылеглых да 

мяжы з Літвою тэрыторыях ды 

сялянскае жыццё ў аграгарадку 

Трабы расказвае Віктар Завадскі — 

памочнік ляснічага Трабскага 

лясніцтва Іўеўскага лясгаса 

Не аб ход ная прад мо ва 

Ка лі гля нуць на кар ту Бе ла ру сі, то ад

ра зу бач на: Тра бы ўтуль на раз мяс ці лі ся 

на ля сіс тых аб ша рах не па да лёк ад шля ху 

з Мін ска праз Ра каў ды Ашмя ны на Віль

нюс. І зна ка мі тыя Галь ша ны там по бач, і 

ста ра жыт нае Крэ ва: з ру і на мі му ра ва на га 

зам ка XІV ста год дзя. А да след чы кі даў ні

ны, да рэ чы, сцвяр джа юць: з Крэў ска га зам

ка й рас па чы на ла ся тра ды цыя му ра ва на га 

аба рон ча га дой лід ства Вя лі ка га Княст ва 

Лі тоў ска га. Пры тым Крэ ва бы ло ад ным 

з па лі тыч ных ася род каў даў няй Літ вы, ад

ным з цэнт раў эт ніч ных і па лі тыч ных пра

цэ саў на пя рэ дад ні ўзнік нен ня ВКЛ. Ды й 

са мі Тра бы спатрэбіліся ў тых гіс та рыч на 

важ ных пра цэ сах: як свед чаць да ку мен ты, 

на ле жа лі яны ў па ру ВКЛ кня зю Тра бу су. 

Там на ват быў яго ны за мак, у ад ной з кры

ніц чы та ем: “На вы со кім па гор ку (ця пер 

ён но сіць наз ву Зам ка вая га ра) збу да ва ны 

быў драў ля ны за мак, рэ зі дэн цыя Вя лі ка

га кня зя Лі тоў ска га Тра бу са. Пры доб рым 

збе гу аб ста ві наў Тра бы маг лі б стаць ста

лі цай ВКЛ! Пра кня зя Тра бу са ця пер ма ла 

хто згад вае, ад нак ён як раз і ёсць пра мы 

ро дзі ч мно гіх ка ра леў скіх асоб Еў ро пы. 

Як так? Па тлу ма чым. Ад та го кня зя, сцвяр

джа лі аў та ры кні гі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1882), пай шлі кня зіна шчад кі Галь шан

скія, з ро ду якіх — і Соф’я Галь шан ская, 

трэ цяя жон ка ка ра ля Ягай лы. А з іх шлю

бных дзяцей падоўжылася ка ра леў ская 

ды нас тыя Яге ло наў.

Вось якая гіс то рыя ў Тра баў! На доб

ры толк, у аг ра га рад ку вар та бы ло б па

ста віць хоць па мят ны знаква лун — як 

згад ку пра ма лую ра дзі му мно гіх ка ра

леў скіх асоб. І хоць ве ліч Тра баў у мі

ну лым, ад нак з даў

ніх ча соў, му сіць, ёсць 

у мяс цо вым лю дзе вы со

кая по бы та вая куль ту ра, 

пра ца ві тасць, схіль насць 

да па рад ку. І ляс ной 

гас па дар кай там зай ма

юц ца спрад ве ку. Пэў на, 

мно га ча го на той зям лі 

ра ней бы ло, ды ця пер, 

як ка жуць, ле сам па рас

ло, у якім і гас па да рыць 

амаль 25 га доў наш су бя сед нік ды яго ад

на вяс коў цы, што вы бра лі са бе “ляс ныя” 

пра фе сіі. А мы Вік та ра За вад ска га даў но 

ве да ем: з ім, яшчэ 22га до вым тэх ні кам 

ляс ной гас па дар кі, звя лі нас жур на лісц

кія да ро гі ў 1996 го дзе. Ён — сын мяс цо

вай на стаў ні цы, адзін з ча ты рох дзя цей 

Ва лян ці ны Іо сі фаў ны За вад скай. Яна 

больш за 40 га доў вы кла да ла бе ла рус кую 

мо ву й лі та ра ту ру ў Траб скай ся рэд няй 

шко ле. Сё ле та яе за пра ша лі ў шко лу вы

пуск ні кі 1970 го да: 50 га доў та му шко лу 

за кон чы лі, а ў іх яна ўро кі вя ла. У 2001м 

Вік тар пі саў нам, што ажа ніў ся, мае ча

ты рох га до ва га сы на Ан то на. “Я пра цую 

па моч ні кам ляс ні ча га ў тым жа Траб скім 

ляс ніц тве, пра цай сва ёй за да во ле ны. Іду 

ў ляс ніц тва заўж ды з лёг кім сэр цам і вяр

та ю ся да моў са спа кой най ду шой,” — гэ

та рад кі з ліс та Вік та ра, што збе ра га ем 

мы ў ся мей ным ар хі ве.

Ляс ная тэ ма для Бе ла ру сі — заўж ды 

ак ту аль ная, бо ля сы ў кра і не — адзін з 

асноў ных ад наў ляль ных пры род ных рэ

сур саў, да та го ж важ ней шае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е ба гац це. Каб ра зум на ім рас па ра

джац ца, на леж ным чы нам вес ці ляс ную 

гас па дар ку, ёсць у кра і не Мі ніс тэр ства 

ляс ной гас па дар кі, ство ра на па Бе ла ру сі 

амаль сто ляс га саў. І раз мо ву з Вік та рам 

За вад скім па ча лі мы з яго ных аба вяз каў 

як па моч ні ка ляс ні ча г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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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лё сах —  

бе ла рус кі след Стар. 7

Разнамоўе 
сяброў  

у кнігарні 
“Дружба”Стар. 3

БЕ
ЛТА

Укра ін скія 

шля хі Юрыя 

Кур’ я но ві чаСтар. 5

ГЛы бІН каТрабы з лесам у суладдзі

Перс Пек Ты Вы

Чу ЛІ?Во жык  
Спай кі —  

та ліс ман
у За ле алім пій скай  

сла вы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 га  

алім пій ска га ка мі тэ та  

бе ла ру сі агу чы лі важ нае  

ра шэн не

Прэ тэн дэн таў бы ло шмат. 

Га лоў ны сім вал ЧС2021 вы

бі ра лі з больш чым ста ра бот, 

якія па сту пі лі ад прад стаў ні коў 

Бе ла ру сі ды Лат віі. У шортліст 

кон кур су ўвай шлі 30 ра бот, з 

лі ку якіх зор нае жу ры й вы зна

чы ла: га лоў ным сім ва лам бу дзе 

Во жык Спай кі.
У вы ба ры та ліс ма на паў

дзель ні ча лі ме дый ныя асо бы як 

з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так і з лат вій ска

га бо ку. Бо, як вя до ма, Бе ла русь 

і Лат вія атры ма лі пра ва су мес

на пра вес ці чэм пі я на ту све ту па 

ха кеі на Га да вым кан грэ се ІІХФ 

у маі 2017га. Тур нір прой дзе з 

7 па 23 мая 2021 го да, яго бу

дуць пры маць ста лі цы абедз

вюх кра ін.

РыгорГарэшка

Трабы з вышыні птушынага палёту

Рэ сурс каш тоў ны, ад наў ляль ны

На вед ва ю чы но вы за вод у Свет ла гор ску, Прэ зі дэнт Бе ла ру сі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га ва рыў пра важ насць глы бо кай  

пе ра пра цоў кі сы ра ві ны, атры ман ня з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драў ні ны вы со ка лік від най га то вай пра дук цыі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 ка шэн ка ажыц ця віў сім ва ліч ны пуск вы твор час ці суль фат най  

бе ле най цэ лю ло зы на Свет ла гор скім ЦК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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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ацвер, 12 сакавіка, 2020

Здагадаліся? “Чудово” — гэта “цу
доўна”. Большасць побытавых украін
скіхслоўбеларусыразумеюць.Кіраўні
цасуполкіТаццянаДзяменнікава,родам
зГлускагараёнаГомельшчыны,валодае
і рускай, і беларускай, і ўкраінскай: на
Палессі ж прыгожае разнамоўе. Трохі
саромеецца, праўда, калі пад пільнымі
позіркамітэлежурналістаўтоваўкраін
скі суржык адхіліцца, то ў беларускую
трасянку— алеж “працуе над сабой”,
якнеякмнежартампрызналася.Ігэтаж
лепш,чым“удумліва”маўчаць, іразва
жаць,нібыта“любоўмаяўдушы”,неве

даючыйнайпростыхслоўнаматчынай
мове.Незаўсёдыжмаўчанне—золата:
часам гэта проста духоўная беднасць,
звычайнаялянотайдрымучаяабыяка
васць.

Такія развагі, мяркую, дарэчы, бо ў
невялічкімдопісенамТаццянаДзямен
нікавапаведаміла,якхорашаўчарговы
раз уМікалаеве, уЦэнтральнай біблія
тэцыімяМаркаКрапіўніцкага,святкава
лі22лютагаміжнародныДзеньроднай
мовы.Даслалайвялікі,на11старонак,
сцэнар.А здымкі!Ведаючы,штоўды
яспары ў розных краінах пераважным

чынам прыгожая палова супляменніц
“правіць баль”, мы, змяшчаючы фота
здымкізМікалаева,“прыгожа”віншуем
усіх актывістак беларускага руху ў за
межжы—сасвятам8Сакавіка,зДнём
Вясны.Галоўнагажадаем:кабвыўра
дасці—анеўпакутахдысумненняхна
кшталт“анавоштамнегэта?..”—рабілі
тое,шторобіценакарысцьБацькаўшчы
ны. І каб знакавыя словыжаночага ро
дуМова,Мама,Радзіма,Бацькаўшчына,
Беларусь, Жанчына заўсёды выклікалі
ваўсіхнас,іўвашыхблізкіхтаксама,—
толькістаноўчыя,толькісветлыя,толькі
радасныяэмоцыі!

Імпрэза ў Мікалаеве “Наша родная
мова—чароўнаяпесня”ўмясцілашмат
песень.Гучаліўрыўкізпразаічныхтво
раў, вершы беларускіх пісьменнікаў.
Гурт“Родныямелодыі”,якіразвіваецца

падапекайсуполкі“ГоласРадзімы”,ду
шэўна спяваў беларускія народныя, лі
рычныяпесні—аўсепадпявалі.“Хачу
выказаць вялікую падзяку актывістам
суполкі:дасвятаспрычынілісянагэты
раз Таццяна Бусько,ВалянцінаКаракі
на,АлаСнігур,ВольгаПарсяк,ІгарЦі
то, Валянціна Джупіна, Галіна Голуб,
Рыма Акініна, ГалінаМіняйла, Любоў
Кабылянская,ІрынаРусіна,РыгорЛагу
нец,МіхаілБайчук,—пішаТаццяна.—
Вялікідзякуй,даражэнькія!Іяшчэвялі
кідзякуйЮлечцыПаўлюк(унучцыАлы
Снігур)залюбоўдамовыпрабабулі!Гэ
таянатут,спяваенааднымсаздымкаў”.

Іван Ждановіч.
Фота: Вольга Волкава.

Упер шы ню ў ла тыш скім 
го ра дзе прай шла між на род ная 
кан фе рэн цыя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чы тан ні: 
Мо ва. Кні га. Аду ка цыя” — 
і з вя лі кім гра мад скім рэ за нан сам!

УМіжнародны дзень роднай мовы,
21лютага,ДаўгаўпілскіЦэнтрбеларус
кайкультуры(ЦБК)упершынюзладзіўі
правёўканферэнцыю,уякойпаўдзель
нічалі навукоўцы, даследчыкі з Латвіі
дыБеларусі.Тобыла,яккажуць,доўга
думанаяйлёгказробленаясправа,івы
нікіперасягнуліўсечаканні.

Но вая тра ды цыя 
да Дня род най мо вы

Мэта“Беларускіхчытанняў”—вы
вучэнн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сувязяў Латвіі ды

Беларусі, гісторыі беларускай дыяспа
рыЛатвіі,наладжваннесувязяўзнаву
коўцамійдаследчыкамі,якіяпрацуюць
у гэтых напрамках.Пра тое згадала ва
ўступнайпрамовекіраўніцаЦБКЖанна
Раманоўская, выказаўшы надзею, што
пачынаннестанештогадовайтрадыцы
яй у Міжнародны дзень роднай мовы.
Намеснік старшыні Даўгаўпілскай га
радскойдумыЯнісДукшынскіадзначыў
актыўнасць ЦБК й Беларускага тава
рыства “Уздым”управядзенніцікавых
імпрэзаўіпажадаўканферэнцыіпоспе
хаў. Консул Г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а Беларусі ў
Даўгаўпілсе Мікалай Раманкевіч пад
крэсліўважнасцьвывучэннякультурнай
спадчыныабедзвюхкраінітаксамавы
казаўнадзею,штопершаяканферэнцыя
будземецьпрацяг.

МіжЛатвіяйіБеларуссюздаўнабылі
адладжаныцесныясувязі,утымлікуй
культуралагічныя,алеяны,нажаль,ма
ла вывучаны. Тое адзначылі шматлікія
ўдзельнікі канферэнцыі, сёлетніяж тэ
мыіхдакладаўлагічнавызначыліпадтэ
му“Беларускіхчытанняў”:размоваішла
прамову,кнігу,адукацыю.

Зай маль ныя да сле да ван ні, 
ці ка выя дак ла ды

Выступленні дакладчыкаў з Мін
ска, Віцебска, Даўгаўпілса выклікалі
цікавасць у аўдыторыі. Для многіх,
напрыклад,адкрыццёмсталатое,што
ўлатгальскагабуквараёсцьбеларускія
карані,абеларускібукваркалісьцідру
каваўсяўЛатвіі.Пратоезахапляльна
расказаў намеснік гендырэктара На
цыянальнай бібліятэкі Бе
ларусіАлесьСуша(Мінск).
Ёнраспавёўпрафармаванне
латгальскага пісьменства,
правельмібагатуюбеларус
кую, латгальскую, латыш
скую кніжную спадчыну,
пры тым адзначыў: белару
сызаўсёдыдапамагалілаты
шам,алатышыбеларусаму
кнігадрукаванні. Дарэчы,
букварыМіхаілаРота зДа
гдыдрукавалісяйперавыда
валісяўВільнідыПолацку.
Асаблівую ўвагуАлесьСу
ша надаў тэме вяртання ў
Беларуськніжнайспадчыны

Францыска Скарыны й прэзентаваў
шматтомнаефаксімільнаевыданнеяго
кніг,выпушчанаеНацыянальнайбіблі
ятэкай.

Пра беларускія школы ў сістэме
адукацыі ўміжваенныперыяд уЛатвіі
расказвала прафесар кафедры гісторыі
Даўгаўпілскага ўніверсітэта Ірэна Са
леніецэ.У1920мутолькіштоствора
най маладой дзяржаве дзейнічаў закон
аб адукацыі, які ўлічваў інтарэсы ўсіх
этнічных груп жыхароў. У 1925 годзе
ўЛатвііпрацавалі37беларускіхшколі
гімназій!➔ Ста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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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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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АЕЦЦА З КРАСАВІКА 1955 ГОДА ●      ● № 05 (3617) ●   ● ЧАЦВЕР, 12 САКАВІКА, 2020

Раз на моўе  
цёп лае,  

сяб роў скае
 Стар. 8

Вяртанне 
Змітрака 

Бядулі
Стар. 3

“Тра ды цыя”  
 ў спе вах  

і му зы цы
Стар. 6

КА РЫС НЫ ДО СВЕД

“Бе ла рус кія чы тан ні” ў Даў гаў піл се

БЕ ЛА РУС КІ МА ЦЯ РЫК

Атмасфера на чытаннях — святочная

З мо вай род наю — чу до во!
Лі та ра тур на-му зыч най кам па зі цы яй адзначалі ак ты віс ты бе ла рус кай су пол кі  
“Го лас Ра дзі мы” ва ўкра ін скім го ра дзе Мі ка ла е ве між на род ны Дзень род най мо вы

Беларуская суполка з Мікалаева на святочнай імпрэзе

Таццяна Дзяменнікава

Спявае Юлія Паўлю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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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巴塞罗那街头的白俄罗斯
电动巴士...为什么不呢？
白俄罗斯国旗于2015年首次在
阿利坎特市的一座建筑上升
起，该建筑物是我国第一座名
誉领事馆。实际上，过去了三
年，直到2016年获得认可的白
俄罗斯大使馆才在马德里设立
了办事处

26

20	生活你好！
布列斯特的中午出现了新传统

22	新格鲁多克的智能照明
但是今天，新格鲁多克正积极
地过着现代生活。值得注意的
是，城市及其行政管理部门正
在积极响应城市发展领域的最
新提议。通常，此类创新很容
易在城市基础设施中，以及城
市生活中找到其位置

25	是时候绿化了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都与某些商
品、工程或服务有关。因此，
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需
要绿色采购原则。

光明的前景

以煎饼为主题的即兴创作

4

10	我们将成为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的朋友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中国大连工
业大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16	年轻容易吗？
69岁的奥尔加·沙蒂科首次登
上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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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尔斯克回家

34	尼古拉·皮尼金:	美妙而
富有诗意的白俄罗斯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著名导演、
艺术总监尼古拉·皮尼金今年有
70场演出，其中有些演出将在恩
格斯大街上演。他的这些演出非
常火爆，这次第100场次的演出
将在扬卡·库帕拉国家剧院上
演，这个剧院是白俄罗斯最受欢
迎的剧院之一

38	所有人都在跳舞！
关于世界文化传统如何成为现
代人消磨时间的方式的思
考——在线形式

45	从土耳其人到神户人
阿列斯·达巴克的名字在现代
白俄罗斯文学中广为人知。他
是散文作家、诗人、儿童作
家、公关、翻译……而且还是
出版社“文学小说”的负责人

40	维卡为什么沉默
在任何时代，女性都爱娃娃。
我不希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
案，这个问题留给心理学家们
吧。我只为您讲述我们女主人
公关于娃娃的故事

37	扩大成员地理范围
扬卡·库帕拉国家模范剧院正在
扩大巡回演出的地理范围。2月
5日，文化机构领导与拉脱维亚
最古老的专业剧院之一——陶格
夫匹尔斯签署了合作协议

阿拉•兹米耶娃	
的热情与坚韧

46

从至高无上的作品	
到未来的城市项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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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人造形象

维克多•哈尔科夫

亲
爱的读者，当你们看
到这期杂志时，我希
望已经是春意盎然的
季节。虽然无法确
定，最近的天气会不

会变化多端，院子里会不会暖和
起来，但是日历中的春天，已经
生机勃勃，这是大自然循环的必
然结果。
春天，像姑娘的娇容。正如3月8
日国际妇女节展示的一样。这个
节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这种正式标准并没有赋予
其太多特殊的意义。3月8日——
发自内心的节日。它的来历少有
男人牢记于心。但是按照惯例，
这一天会有很多春天的花朵被赠
与女性。假期有机地融入了我们
的现实，融入了对女性充满爱意
和尊重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通常情况下以白俄
罗斯总统名义在国际妇女节之际
会举行招待会。今年也不例外。
在独立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述
了关于正在不断增强的妇女在社
会中的作用。国家承诺要记住并
照顾那些善于抚养子女以及工作
优秀的人。特别是在出版的杂志
上，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都
讲述了才华横溢和成功的白俄罗
斯妇女。
但是从日历上看春季的第一个月
份里还有另一个重要日期。 3月15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日。
今天，社会是根据《基本法》生
活的。它记载了决定公民行为的
真理，赋予了他们权利和明确责
任的真理。宪法是民主国家代表
制的理想，在民主国家中，发展
机会基于概念规则。当公民与国
家之间的关系特征使人们有可能
看到未来的真实时，看上去枯燥

的法制规范在被有意义地考虑下
就变得简单易懂。当然，这也对
生活经验很有用。
《白俄罗斯》杂志一直都是基于
生活的，几乎所有素材都是对它
的反映。例如，我们将参观白
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新格鲁
德克。确切来说是在19世纪上半
叶，亚当·米基维奇在这里度过
了他的童年时代。现在，在新格
鲁德克有一座奇妙的博物馆，就
是为了纪念这位著名诗人。此
外，城市中还有许多其他景点，
这些景点讲述了自己的丰富历史
和文化遗产。难怪他们吸引了许
多游客的注意力。但是今天新格
鲁德克正积极地建设其现代生
活。重要的是要注意，该市及其
行政部门会迅速响应城市发展领
域的最新提议。此类创新很容易
在城市基础设施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我们杂志
版面的认可，称为新格鲁德克
的“智能”报道。
是的，春天就在庭院中。正如我
们已经说过的，她如姑娘的娇
容。不久前，国家统计委员会的
专家汇编了白俄罗斯人的肖像。
结果很有趣，尽管没有意外的惊
喜。根据国统委专家的说法，该
国最常见的形象是42岁的已婚有
孩子的妇女，具有较高或中等专
业教育水平。女性对知识的渴望
实在令人羡慕。和以前一样，在
这一领域，学习的女性人数超过
了男性。特别是，女学生在大学
生中的比例保持稳定。
统计数据通常会隐藏特定的命
运，这证实了一切都来自生活的
论点。在春天，生活充满了特殊
的心情——对希望的期待。这是
她特别的丰富内容。

主编

主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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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今
天 ， 由 于
国 家 规 模
和 经 济 机
遇 ， 埃 及
在 非 洲 大
陆 上 处 于
领 先 地

位。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总
部设在开罗，埃及总统阿
卜杜勒·法塔赫·西西目
前是非洲联盟的主席就可以
证实这一点。国家正在积极
发展其国际地位。在穆巴拉
克总统统治时期，埃及经历

了一段不确定的时期，随着
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
西西的到来，人们观察到内
部局势的稳定，国家的加
强。2019年，在这里举行
了全民投票，使现任总统任
职至2030年。因此，可以

光明的前景
白俄罗斯总统于2月对埃及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为两国之间开展具体合
作奠定了基础。国际合作、该地区和世界安全问题目前不在明斯克和开
罗的纯粹双边关系范围内。

B
el

ta



5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合作

说，明斯克与现任领导人开
罗的接触是长期的。
埃及也是我们正在积极发展
关系的“遥远弧线”的一部
分。此外，它是具有战略地
位的中东。最后，它是组成
新区域能源组织的七个国家
之一——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DAGF）。能源在那
里，还有其他项目。因此，
白俄罗斯正在与埃及全面发
展关系，从技术合作计划（
联合生产无人机）到人道主
义领域的项目，特别是在教
育领域。
埃及拥有很好的大学，与此
同时，白俄罗斯可以在教育
技术领域和数字教育领域提
供自己的成就。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互补。
教育是使各国相互了解并在
部门间和地区进一步建立具
体联系的基础。
应当指出，我们与北非国家
合作和扩大对外贸易的基础
主要是军事技术合作。对于
这些国家而言，当前它们所
处的局势不稳定，首要问题
是确保国家安全并提高其水
平。对于拥有大量苏制军事
硬件的埃及来说，扩大与后
苏联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这些国家保留了使此类设备
现代化并开发其新装备的潜
力。因此，白俄罗斯是一个
独特的国家，在苏联解体后
保留并发展了军事技术潜
力，因此屹立不倒，并且据
推测，它将继续作为埃及的
主要合作伙伴之一，通过我
们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
使军事装备现代化，并建立
现代化的联合生产军事设施
工业综合体。
与埃及的合作赋予白俄罗斯
许多益处。首先，埃及提供
了一个桥头堡，从中我们的
产品可以出口到非洲大陆市
场。因此，白俄罗斯应加强
这样的合作，特别是参与创

建苏伊士运河特别经济区。
在总统和埃及首脑之间的谈
判中得出，非洲的众多共和
国继承了过时企业和技术的
沉重遗产。想要将这种经济
和技术基础转到更现代的水
平，白俄罗斯愿意为此提供
帮助。我们可以参与埃及工
厂的现代化改造，提供有效
的管理解决方案。
据专家介绍，白俄罗斯与埃
及合作的主要领域是机械工
程。我们的拖拉机是非洲农
民的绝佳产品。在建筑、电
子、通信、旅游领域有前
景。而埃及拥有白俄罗斯需
要的自然资源。因此，这是
互利关系的一个例子，可以
推动两国的发展。
这是白俄罗斯总统访问埃及
的外交政策。访问的细节以
其自己的方式证实了其建设
性。
两国领导人的谈判在伊蒂
哈迪亚宫举行。他们按照
协议首先进行总体上的交
流，然后逐渐深入。他们
告诉记者，他们达成了什
么共识，以及两国之间的
关系将如何进一步发展。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进行
了以下评估：
“白俄罗斯和埃及是重要的
伙伴。我们的前景很好。最
近，我们的合作取得了重大
进展。明斯克和开罗之间正
在进行的对话为这提供了便
利。我们没有封闭的话题，
我们正在与总统深入，公开
地讨论所有问题。这些就是
今天的谈判。”
两年来，总统已经进行了三
次会议。政治合作的动态也
充分体现在经济合作中。互
惠互利的项目越来越多，交
易额增长。在过去的一年
中，交易额增长了三分之
一，超过了1.4亿美元。这
是良好的数字，但不是极
限。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看

到了扩大工业合作和发展合
资企业的潜力：
“我们从在埃及建立组装厂
的项目开始。安排了明斯克
汽车和明斯克拖拉机厂的设
备组装。我坚信，产业合作
的发展完全符合两国的利
益，并使我们能够确保进入
非洲国家市场，这对我们来
说非常重要。上帝禁止掌握
埃及的百万分之一的市场。
在开罗，我们几乎在整个北
非开展合作，并正在考虑各
种选择，以进一步促进整个
非洲大陆的共同发展。”
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不
反对，开罗当然对发展这样
的合作有兴趣：
“埃及和白俄罗斯在国际地
图上的位置将为欧亚经济联
盟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和非
洲国家开拓埃及和白俄罗斯
产品的新市场。通过在非洲
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埃及与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签署
同一协议，将促进这一进
程。以及苏伊士运河特别经
济区的形成。”
埃及计划升级 4 . 5万家企
业。白俄罗斯可以积极参与
解决这一雄心勃勃的任务。
但是，这不是埃及领导人打
算实施的唯一的宏伟项目。
早在2015年，他们就开始建
设新的行政首都。根据当局
的说法，这将是一个拥有先
进智能技术的超现代城市。
因此，正如白俄罗斯总统所
言，在埃及推广高科技产品
以及随后成立合资企业中所
占的份额是正确的。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指出，专家们
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创新和高科技，科学
与 教 育 领 域 有 突 破 的 潜
力。在包括现代公共安全
系统在内的安全和信息技
术领域的合作充满希望。
我们准备为埃及提供最新
的医疗设备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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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经济正在逐步克服“
阿拉伯之春”事件引起的危
机趋势。这个过程是漫长而
困难的。但是没有其他办
法。农业和旅游业仍然是埃
及经济的主要增长来源。但
是，埃及领导人寻求消除这
种不平衡，并通过实施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来刺激经济。
因此，外国对公路建设、港
口现代化、能源、采矿、IT
部门的投资具有吸引力。没
有合格的受过训练的人员，
这是做不到的。白俄罗斯准
备在这里代替肩膀。此外，
今年我们大学的埃及学生人
数有所增加。
两国之间有着充分相互了
解。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说：“
我们主张和平解决区域冲
突，反对所有类型的战争，
以及人为破坏国家局势。”
白俄罗斯谴责任何形式的恐
怖主义，并全力支持埃及为
打击这一威胁所作的努力。
我们知道埃及在反恐斗争中
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埃及
在反恐方面做出了哪些贡
献。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相信，
埃及的共同努力将使合作达
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我们很高兴在白俄罗斯见
到您。白俄罗斯人民非常了
解您，尊敬您，您将在欧洲
中部永远受到欢迎，就像您
现在在这里一样。”
此次峰会以传统的礼物交换
结束。其中，值得注意的纪
念品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与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制浆造
纸厂埃及人费迪·哈利勒雇
员的合影，他与家人在白俄
罗斯生活了很长时间。国家
元首最近会见了这家企业。
在与埃及总统进行谈判之后
的傍晚，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已经会见了埃及众议院主
席阿里·阿卜杜勒·萨德。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当国家
转移资本甚至建立新资本
时。但是在这方面，埃及似
乎决定超越所有人。并非每
个人都会冒在沙漠中建造
超现代都市的风险。在正式
访问埃及的第二天，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访问了埃及的
新行政首府，并与埃及总统
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尔·
西西一起了解了埃及的建设
进度。
埃及的新行政首府位于开罗
以东45公里。这个项目被记
者称为本世纪的建筑工地。
自金字塔建造之初起，古埃
及土地就从未见过如此大规
模的建设。据判断，新开罗
（尚无其他名称）遍布7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埃及当
局希望解决目前首都人口过
多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到
2050年，开罗的人口预计将
翻倍，达到4000万人。
正如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所言，该项目是在“未来智
慧城市”原则的基础上实施
的。国家大型机构，使馆，
国际组织的代表处和外国公
司将搬到这里。此外，政
府，议会和政府各部预计今
年将庆祝乔迁。此外，还

白俄罗斯总统访问埃及新的行政首都

主题
在开罗的会谈以签署
一些双边文件而告
终。其中包括有关高
等教育合作的政府间
执行方案，关于海关
事务的合作与互助协
定。外交部之间已经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它涉及建立白俄罗斯
和埃及之间的外交部
长级双边合作和政治
对话高级别联合委员
会。正如白俄罗斯外
交部负责人弗拉基米
尔·马基解释的那
样，呼吁联合委员会
迫使两国所有部委和
部门密切合作，以免
出现官僚主义的障碍
和困难。白俄罗斯国
家银行和埃及中央银
行签署了另一份合作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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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该市建造20多个可容
纳650万居民的居住区，一
个大型工业园区和人工湖，
约2000个教育机构，600多
家医院和医疗中心，一个新
的国际机场和通往开罗的高
铁。
由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
亲自担任白俄罗斯总统的向
导。他在Al-Masa首都综合
大楼附近会见了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这是非洲最大的
会议中心。在非正式气氛中
进行了半小时的交谈之后，
两位国家元首交换了礼物，
并视察了新行政首都的设
施。第一站是所谓的文化
艺术之城。图书馆、几个
剧院、展览厅、博物馆和美
术馆正在这里建造。还向亚
历山大·卢卡申科展示了正
在建设的游泳池。顺便说一
下，白俄罗斯代表团对体育
城的冰宫感到惊讶。在非洲
看到这样的物体真的很不寻
常。但是，白俄罗斯国家元
首肯定这是正确的选择：
“埃及位于可以发展冰球的
地区。我们曾经在阿联酋创
建了第一个站点。”
白俄罗斯总统分享了他在我
国建设类似体育中心的经
验。根据亚历山大·卢卡申
科的说法，可以在运动场馆
中配备多功能可折叠平台，
因此竞技场可以用于各种体
育和娱乐活动。
同时，两国商业界在Al-Ma
sa Capital的代表在白俄罗
斯-埃及商业合作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上讨论了新的联合项
目。休息期间，我们很高兴
地观看了“白俄罗斯-埃及：
未来的伙伴关系”展览。两
国总统也来到了该展览。此
外，阿卜杜勒·法塔赫·西
西是一名军人（军衔为元
帅），展览的一部分介绍了
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设
计，特别是最新的“波洛奈

斯”导弹系统。埃及方面也
对Sinesis IT公司基于云的智
能视频监控平台感兴趣。它
可以实时搜索人员和车辆，
识别人脸和车牌，识别违反
交通规则的情况。
两国总统继续在会议中心
开放区域欣赏展览。红色
MTZ拖拉机、雪白的马兹机
械、Amkodor、B obruisk-
agromash设备和明斯克汽车
厂在红地毯上排成一行。顺
便说一下，许多展品都在埃
及收藏。总统同意扩大这一
产业的合作。
访问期间，双方确定了农业
领域的新合作领域。
埃及伙伴们感兴趣吗？有人
向我国农业和粮食部长阿纳
托利·霍特科提问。
“那是当然！我们会见了埃
及农业部的同事，谈判的
持续时间比计划的时间长数
倍。在不久的将来，将成立
工作组来执行协议。到目前
为止，我们一直在向埃及市
场供应奶粉产品。去年出口
量与201 8年相比增长了近
3.5倍。我们计划增加乳制
品和肉类产品的供应。合作

的新领域包括种子生产和生
物技术。我们邀请同事参观
即将到来的B elagro展览。
埃及农业部长证实了他的参
与。”
埃及农业公司董事会主席
Mustafa Hadhud Kamel：
“ 在 过 去 的 三 年 中 ， 白
俄 罗 斯 凭 借 第 一 台 拖 拉
机 牢 固 地 进 入 了 埃 及 市
场 。 M T Z已 经 是 这 里 的
品牌。  B e l s h i n a， B o b 
ruisk- agro mash，Gom sel
mash，Amkodor最近在这里
使自己的机械、设备。现在
我们已经在谈论在埃及组装
几乎所有白俄罗斯设备。我
们计划将超过40％的本地化
产品出售给非洲。”
参观展览是白俄罗斯总统对
埃及进行正式访问的最后
一个项目。显然，考虑到去
年夏天白俄罗斯领导人的盛
情，阿卜杜勒·法塔赫·
西西到达机场亲自为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做向导。毫无
疑问，这种姿态被视为白俄
罗斯与埃及之间伙伴关系会
变得更密切的证明。

瓦西里·哈里通诺夫

在白俄罗斯-埃及展览中展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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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名誉领事并不是典型的外交职
位。它由在特定国家拥有重要
社会地位的白俄罗斯公民或外
国人担任。我们的记者在明斯
克对白俄罗斯驻巴塞罗那的名
誉领事克里斯蒂安·巴塞尔进
行了采访，他是一家律师事务
所的老板。克里斯蒂安是上周
访问白俄罗斯首都的西班牙代
表团的成员。代表团由西班牙
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部长加泰罗
尼亚·伊西德雷·加文领导。
这次访问的日程非常丰富：访
问开发银行、国家市场营销中
心、白俄罗斯最大的建筑公
司、伟大的卫国战争历史博物
馆、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
白俄罗斯无轨电车公司和市政
府。尽管日程如此繁忙，克里
斯蒂安·巴塞尔还是抽出时间
接受了我们杂志的采访。
“巴塞尔先生，您是如何被任
命为名誉领事的?”
“我的职业是律师，我在巴塞
罗那有一间专门研究移民法律
的办公室。我有许多白俄罗斯
客户，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帮
助他们获得了在西班牙的居留
证。通过这些接触，我们认识
了鲍威尔·拉图什科（当时他
是白俄罗斯驻法国、西班牙王
国和葡萄牙共和国的大使）。
我受到他的邀请，成为贵国的
名誉领事，这对我来说非常有
趣。 在任命之前，我曾多次
出差来过白俄罗斯。”

“您对白俄罗斯有什么兴
趣？”
“我对此职位很感兴趣，因为
这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国家，我对
你们的好客和开放感到惊讶。 
而且白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也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20年，巴塞罗那名誉领事
馆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白俄罗
斯与列里达省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是加泰罗尼亚区呢？”
“我的家人、祖先来自该省的中
部——莱里达市。作为一个真正
的莱里达人，我非常了解这片土
地，我注意到它和白俄罗斯有很
多共同点。在西班牙的这些土地
上，农业非常发达。在加泰罗尼
亚，几乎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是
在那里种植的。”
“西班牙可以从白俄罗斯进口
什么？”

“例如拖拉机。 在西班牙，它
们的生产是一个薄弱环节。 我
国没有这样的工业，因此我们
对像‘马兹’这样的公司很感
兴趣。白俄罗斯无轨电车公司
有高质量的产品可以出口到我
的国家。快速建造的木材房子
也是白俄罗斯发展起来的一个
产业，而西班牙却没有。加泰
罗尼亚区政府和投标管理局对
这种建筑很感兴趣。 这些合
作对于社会住房的建设非常重
要。你们有一个大型的高科技
园区，有一些有趣的项目。我
当了一年的名誉领事，这些都
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解到
的。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
的产品可以出口到我的国家。
“白俄罗斯和西班牙今年将会
在哪些方面进行首次合作？
“目前，我们想要开发五个
方面。首先是寻找潜在合

白俄罗斯国旗于2015年首次在阿利坎特市的一座建筑上升起，该建筑物是我国第一座名誉领事
馆。实际上，过去了三年，直到2016年获得认可的白俄罗斯大使馆才在马德里设立了办事处。
自2018年9月以来，在别具一格、令人惊叹的巴塞罗那的兰姆拉·德·卡塔伦亚大街上，可以
找到白俄罗斯在西班牙的另一个园地。我国第二个名誉领事馆办事处就在这里。它由克里斯蒂
安·巴塞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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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的电动巴士充电站之一

巴塞罗那街头的白俄罗斯	
电动巴士...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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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与白俄罗斯无轨电车
公司在加泰罗尼亚区成立合
资企业。第二是在今年冬末
到明年早春期间，组织食品
制造业的代表团访问白俄罗
斯。下一个项目是6月份加泰
罗尼亚区将参加白俄罗斯的
2020年农业博览会。这次展
览是加泰罗尼亚区首次有机
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展位，来
展示自己的公司及其产品。
预计加泰罗尼亚区的农业部
长将陪同企业家一起参展。
作为回应，我们想在圣米格
尔展览上组织我们自己的白
俄罗斯展台。这是一个类似
于“白俄罗斯农业博览会”
的活动，在莱里达举行。但
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对白
俄罗斯的了解更多的你们是
旅游业的发展。”
“与白俄罗斯无轨电车公司的
商谈进展如何？”
“我们有一个分为两个阶段
的合作计划。其中之一是在
加泰罗尼亚的合资企业中寻
找合作伙伴。我国的代表团
已经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合作
伙伴，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大
型运输公司，可以承担这个
项目。其次，白俄罗斯电动
汽车在西班牙的部分认证
正在进行中，所有文件都将

通过认证。今年，计划在特
定的时间为加泰罗尼亚带来
一辆用于初步测试的电动客
车。公司希望看看这个行业
的技术。就我而言，我随时
可以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
以使该项目取得成功。”
“保护自然生态对西班牙来说
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吗？”
“关于使用可再生资源，生态
运输，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话
题。当局正面临着严重的空气
污染问题。不幸的是，电动公
交车的发展没有你们的先进。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代表团是
由加泰罗尼亚区运输和基础设
施部长陪同的。他想亲自看看
明斯克的交通运输情况，亲自
参观白俄罗斯无轨电车公司的
生产工厂。”
“即将访问明斯克的食品制造
业代表团成员都有谁？”
 “它将由加泰罗尼亚区的私
营公司组成，这些私营公司
来自各行各业——葡萄酒、
香槟、糖果点心、橄榄油公司
等。日程安排将包括，如何从
加泰罗尼亚直接向白俄罗斯运
送产品的问题，以及如何在你
们的企业中加工的问题。重点
将是在白俄罗斯如何进行橄榄
油和葡萄酒的散装，以便能在
第三市场销售。”

“大多数白俄罗斯人都将泰罗
尼亚的度假胜地称为海边度
假。您建议可以在该地区进行
体育方面的旅游...？”
“西班牙的这个地区是滑雪胜
地，可以为白俄罗斯游客提供
广泛的服务。我们与“白拉维
亚”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会
谈，商讨是否可以在冬季组
织从明斯克到莱里达的直达航
班。 -在文化游览方面，我建
议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
古老小镇去参观。当然，在莱
里达省有非常美味的食物，例
如著名的蜗牛，还有其他使你
惊喜的东西。”
“西班牙人对白俄罗斯都有什
么了解？”
-我的工作是向西班牙人提供
有关白俄罗斯的更多信息。我
们的代表团对此提供了不少帮
助。人们能更多地了解白俄罗
斯，将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在白
俄罗斯旅行是多么愉快。
“以荣誉领事的身份从事倡
导宣传之类的活动会很困难
么？”
“很简单，很有趣。需要享受
生活，并抓住一切机会尝试新
鲜事物。我敢肯定：我现在做
的事情，将来会以更美好的形
式回到我身边。”

玛丽亚·达达科

例如拖拉机。 在西班
牙，它们的生产是一

个薄弱环节。 我国没
有这样的工业，因此
我们对像‘马兹’这
样的公司很感兴趣。
白俄罗斯无轨电车公
司有高质量的产品可
以出口到我的国家。
快速建造的木材房子
也是白俄罗斯发展起
来的一个产业，而西

班牙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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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蒂安•巴塞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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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成为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的朋友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中国大连工业大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与
与中国合作的经济效果是显
而易见的。它在社会领域，
特别是在教育系统中发展良
好。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
子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中国
思想研究中心。2019年被定
为中国-白俄罗斯教育年，
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展示自己的平
台。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得到
了体现?

联合研究院
的创造力
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7000多名外国人在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接受教育。其
中包括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德国、日本、英
国 、 法 国 、 瑞 士 、 土 耳
其、斯里兰卡、叙利亚、
利比亚、科特迪瓦、厄瓜
多尔和多哥等。多得不胜
枚举。 当然，前苏联国
家的国民也在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学习。 最具代表性
的是1889名来自中国的学
生。 共有365名中国人攻
读硕士研究生、89名攻读
博士。最受欢迎的是经济

学院和语言学院，以及新
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自2007年以来，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与大连理工大学开展
的合作收获颇丰。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亚历山大·朱克表示，三年
前，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
成立的第一家白中高等教育
合作机构就是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与大连理工大学的联合
研究院。去年有78名学生入
学。 其中，“工程力学”专
业有40名，“应用物理学专
业”有38名。 目前，共有244
名学生在联合研究院学习。
它由三个学院组成——应用
物理学、工程力学以及数学
与应用数学。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的老师是用英语授课的。
白俄罗斯—中国联合研究院
位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这
是白俄罗斯国内高等教育系
统中专家级别合作培训的第
一次尝试。该研究院的毕业
生将被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工
业、教育和科研企业以及“
巨石”工业园区所需要。
这 里 的 教 学 以 “ 世 界 经
济 ” , “ 物 理 （ 生 产 活

动）”,“力学和数学建模”
为特色。接下来计划增加
学科门类，并招收硕士研究
生。目前有超过50名学生在
一年级学习。今年的计划是
扩大招生规模。
所有学科的课程和计划都是
在白中双方的共同参与下制
定和批准的，并根据参与该
教育项目国家的科学、技术
和工业的最新成就进行更
新。白俄罗斯—中国联合研
究院的毕业生将获得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
两个文凭。白中联合研究院
的教师来自白俄罗斯和中国
的大学。去年1月，两所大学
签署了建立科学创新中心的
协议。它于2019年6月开放。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学生将
在这个中心使用现代科学和
实验室设备进行学习。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大连理
工大学的合作还包括一系列
交流活动。特别是去年1月，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组织了一
个冬季培训班。为来自中国
的学生安排了有关现代物理
学、数学和力学等问题的讲
座。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
科学和教育实验室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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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理（生产活动）”以
及“力学和数学建模”专业
的创新课程。2019年6月，大
连理工大学组织了一个暑期
班。 来自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的20名学生参加了数学和物
理专业的学习。暑期班的课
程包括研究现代应用物理和
力学问题，课程在大连理工
大学的研究实验室进行。
目前，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
中国大学和科学机构的交流
合作在77项双边文件(备忘
录、协议、合作方案)的框
架内进行的。例如，除已提
及的伙伴外，合作伙伴还有
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
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等。去年，与中
国的教育机构签署了12份
双边文件。有些旨在扩大
合作关系。 其中之一就是
有大连理工大学的交流生协
议。去年，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扩大了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范围。 另外，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与北京大学签署
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北京大

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大学之
一。

敢于抓住机遇

实际上，该项目对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来说是一种创新和
形象的树立，在此合作框架
内，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信息
教育中心于2017年底在北京
成立。它的主管领导和协调
员是王亚奇。顺便说一句，
他毕业于明斯克的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在获得了经济学
博士学位后，并没有与母校
失去联系，相反，而是致力
于加深与母校的交流。王亚
奇说：“我很想谈谈白俄罗
斯，还有它的教育能力。直
到现在，中国人都知道可以
去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留
学。 但对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却知之甚少。
同时，该大学在世界大学排
名中处于较高位置。 这里的
教育质量符合国际标准，这
是我亲眼目睹的。”
对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而
言，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心是
一项大胆的尝试，其中存在

相当大的风险。 但是，这
种招募学生的创新方法已见
成效。今天可以自信地说， 
“2018年9月在中国首都开设
基地不到一年，就招收了第
一批学生。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预科学院在海南岛的著名
的城市三亚市成立”，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预科学院院长
亚历山·大朱克回答道。“
它旨在为希望进入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学习的中国申请人
提供语言培训。 从9月开始，
第一批60名学员为进入新闻
学院而开始了培训。”
如今，根据白俄罗斯大学的
课程安排，已有140名学生
在三亚的预科学院学习。在
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抵达明斯
克，并继续在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学习。这些学生是从中
国的12个省的3所大学、17所
学校中选拔出来的。 三亚的
所有基础设施都和白俄罗斯
的很像。教室以明斯克地铁
站的名字命名，墙壁上挂着
装饰照片、拼贴画、白俄罗
斯教育家的图片、旅游景点
和地区的图片。中国学生可
以浏览电影、演讲、白俄罗
斯作家的作品、期刊，在白
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支持下，
其内容将定期更新。该中心
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是让外
国公民在来我国学习之前就
适应白俄罗斯的社会文化。
该机构通过教育活动积极促
进了有关白俄罗斯的信息在
中国的传播。
去年11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
件——以扬卡·库帕拉的名
字命名的白俄罗斯语言和文
化中心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中国预科学院成立。由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校长安德烈·
卡拉里带队的白大代表团、
预科学院主任张雷、学生和
教师参加了成立仪式。仪式
上中国学生表演了一场演
出，他们用白俄罗斯语、俄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安德烈•科罗尔和三亚大学预科中心主任张雷在以扬卡•库帕拉命名的

白俄罗斯语言文化办公室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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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汉语歌唱和朗诵诗歌。
现在，预科学院的学生们有
机会去研究有关白俄罗斯的
语言、历史、艺术和地理的
原始资料。今后将计划在这
里组织有关教育和文化的专
题活动。
计划中还包括——扩大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中国预科学院
的网络。 预计今年相关机
构将在武汉以及中国首都开
设。 因此，创新正在扩大。

以下是原话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  
安德烈·卡拉里：
可以肯定的是，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现在是白俄罗斯同中
国一系列友好合作伙伴的领
导者。教育行业也不例外。 
今天，在白俄罗斯大学学习
的中国学生，有三分之一是
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学习。
我们的共和国孔子学院是独
联体国家中第一个成立的孔
子学院，并且是唯一一家获
得中国汉语翻译专业资格（
水平）考试海外考点的机构。

在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所有国
际协议中，有12％以上是与
中国机构签订的。这也促成
了建立教育服务的基础设
施。在2017—2018学年，我
们在预科计划招生287人，实
际现在有596人，其中580人
来自中国。这些都是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的潜在学生，这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笔
重大的投资。
与中国的新前景将扩大专家
合作培训范围和文化交流的
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将为中国同事提供有针对性
的创新教育和启发式教育的
高级培训方案。启发式教育
允许学生可以从外部看待
自己，探索自己和自己的
能力，探索他们未知的区
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
界上需要这样的教育。新
的教育方法并非旨在重复
和学习人类的所有成就，
而是以不同的方法来培养
与 同 龄 人 不 同 的 学 生 ；
现在，他们被教导提出问
题，而不是给出相同的答
案。我们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就是积极利用这些创新教育
来提高教育质量的。
中国的同事参观位于三亚的
筹备中心时，我们在这方面
的经验使中国同事极为感兴
趣。双方已达成协议，我们
这个城市的教育机构的同事
将成为教育培训计划的第一
批学生。以扬卡·库帕拉命
名的白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办
公室是位于中国的白俄罗斯
独特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它
有助于在中国公民中普及白
俄罗斯的历史，文学，以及
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和吸引
力。
我确信这样的模式将在未来
有更好的发展。中国学生在
进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时，
已提前感受到了白俄罗斯的
社会文化氛围。通过让更多
的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国家，
有助于增强国家形象。顺便
说一下，根据访问三亚的结
果，准备入读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到
500人。我坚信人数还会继续
增加。

尼古拉·利特维诺夫

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阿列克桑德

拉.汝可和来自中

国的大学信息与

教育中心主任王

耀田讨论了合作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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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包含了有趣的说明性材料

鞑
靼斯坦共
和国人民
诗人、俄
罗斯联邦
国家奖获
得者雷纳
特·哈里
斯在喀山

介绍了一本书，如果没有他
高超的翻译技巧，这本书就
不会发行。扬卡·库帕拉在
喀山出版的诗集“Sonnets”
的封面上，三种语言元素
融合在一起。白俄罗斯古典
诗歌的传奇作品以白俄罗斯
语编写，俄语翻译员是文学
报纸诗人和散文作家Maxim 
Zamshov，鞑靼语翻译——雷
纳特·哈里斯。
鞑靼斯坦共和国人民大会理
事会副主席尼古拉·弗拉基
米罗夫致欢迎辞。诗人雷纳
特·哈里斯不仅谈到了对扬
卡·库帕拉作品的看法，而
且谈到了他对白俄罗斯的访
问，以及与白俄罗斯作家在
友谊之家的会面中印象。鞑
靼斯坦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
国名誉领事Spadchyna Leo
nid Stankevich、喀山Spad
chyna白俄罗斯人协会主席
Sergey Marudenko分享了
他们对白俄罗斯-俄罗斯，
白俄罗斯-鞑靼的看法。会
上，Magarif-Vakyt出版社社
长Daima Valeeva谈到了白俄
罗斯-鞑靼语图书出版项目的
发展前景。Spadchyna协会的
成员Maria Fomina对鞑靼斯
坦共和国的白俄罗斯人重新

解读扬卡·库帕拉的作品表
示了许多热烈的感谢。喀山
联邦大学副教授、苏联伊斯
兰新闻工作者艾哈迈迪赞诺
夫，以及新闻工作者们分享
了对白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
理解。所有来宾都对创意音
乐二重唱“Rouge Kvetka”感
到满意。
在鞑靼斯坦人们很了解扬
卡·库帕拉的工作，他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在喀
山附近找到了住所，喀山附
近的佩奇基奇的Kupalovsky
博物馆馆长Rimma Abyzova
说：“但是，当扬卡·库帕
拉的诗歌新译成鞑靼语时，
我们感到特别高兴。我们非
常高兴地聆听了“友谊之
家”中雷纳特·哈里斯十四
行诗的发音。我们邀请了一
位著名的诗人和  翻译员在我

们的博物馆进行演讲。我相
信这次活动，库帕拉在鞑靼
的新书的翻译和出版，对白
俄罗斯-鞑靼文学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令人欣慰
的是，这是在白俄罗斯与鞑
靼斯坦共和国之间经济和国
家经济联系广泛发展的背景
下发生的。文学外交也是我
们各国人民友谊的基础。”
最近在白俄罗斯的各种期刊
中，将鞑靼斯坦共和国的
当代作家雷纳特·哈里斯，
罗伯特·明努林，阿尔玛
斯·吉马德耶夫，莱拉·
吉马德耶娃的著作译成了
白俄罗斯语。明斯克出版
社“Mastatskaya Literatura”
证实，所有这些出版物将成
为现代鞑靼文学选集翻译成
白俄罗斯语的基础。

基里尔·拉杜科

库帕拉	
回到喀山

扬卡·库帕拉以三种语言
出版的《十四行诗》的介
绍活动在鞑靼斯坦共和国
人民友谊之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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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么不在退休
后继续当学生
呢？每个年龄
段都不能放弃
学习。白俄罗
斯社会工作者

协会已连续七年在各个领域
为老年人组织免费课程：从
英语到当地历史各个领域。
今年，该大学共招收了702
名60岁以上的学生。据培训
领域负责人奥尔加·希什洛
说，在招收的学生中，大多

数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
乏工程师，老师，医生等。
这些人活跃而善于交际，他
们参加体育运动，剧院演
出，学习新事物并与他人
分享经验。免费课程在26个
地区举行，新的课程包括
书法、室内园艺、老年人化
妆、短途旅行、法律研究。
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课，
共招收到176名学员。他们
选择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不
同：有的人学习英语是为了

旅行方便，方便在另一个国
家与外国人自由交流。20多
名高龄学生表达了想在由诗
人贾德维加·莱教授组织的
教科文俱乐部学习白俄罗斯
语的愿望。
——我们决定暂停开设计算
机课程，因为我们从往年经
验中得知：不会使用计算机
的老年人越来越少。奥尔
加·希什洛解释说：“一般
情况下，来这里上课的人都
已经在网络上注册过了。

第三年龄段老年
人的二次青春期
去年，超过702名60岁的老年人成为明斯克第三年龄段大学的学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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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还
要使学生参与到活动中。例
如，在导游的陪同下参观博
物馆或者观光游览城市。
 白俄罗斯社会工作者协会执
行董事，第三年龄阶段大学
的负责人叶琳娜.斯坦尼斯拉
夫切克指出，现在的培训条
件之一是必须在社会活动中
心进行至少20小时的培训：

——最近，关于人口老龄
化，老年人在社会中角色的
变化，已经有很多说法。我
们都赞同这个想法，无论年
龄大小，人都应该保持积极
活跃的状态。因此，在这一
年中，每个人都应积极参加
该中心的工作。
还有几个已在开展的志愿
者项目。例如与白俄罗斯
经 济 环 保 企 业 共 同 组 织
的“借阅书籍项目”。早
在2015年2月，用于收集废
纸的绿色收集箱就出现在
明斯克。人们可向收集箱
中投书，随后这些书将被
转移到图书馆，学校和其
他机构。第三年龄阶段大
学的学生们很乐于帮助企
业员工整理收集书籍。“
一个小时祖母”项目的志
愿者们可以帮助年轻的母
亲休息一下，她们照顾孩
子们：与孩子们一起做作
业、玩耍、逛商店。当然
也欢迎“祖父们”帮忙照
顾孩子，但很少有男性学
生这么做。
“我认为此种情况是因为以
下几个原因。妇女们退休较
早，所以退休妇女们更加活

跃。”奥尔加·希什洛说
道：“也许男性们不愿意
成为团队中唯一男性。 此
外，他们并非对所有方向
都感兴趣。因此，我们计
划开设一个男士俱乐部。如
果谁能在这方面分享想法，
我们将不胜感激。”该大学
不提供再培训服务，但是，
毕业生们成功地运用了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
完成计算机课程后，他们大
胆地在社交网络中注册，并
掌握了景观设计，随后改进
了夏季别墅。许多人加入了
第三年龄阶段大学，甚至有
人在这里呆了两三年，甚至
七年！英语小组就是此种情
况。自项目开始以来，学生
和志愿者老师尤利娅.马尔
莎科娃一直在合作。甚至早
已发展为家庭关系。最近，
尤利娅结婚了，所有学生都
被邀请参加婚礼！
如何进入第三年龄阶段的大
学？
每次培训活动开始前，有关
课程的信息会在媒体和社交
网络中发布，并通过针对不
同人群的社会服务中心进行
发布。但是，大多数人通常
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所大学
的信息。
每 位 申 请 入 学 ， 想 参 加
课 程 的 人 都 想 有 更 多
参 加 社 交 活 动 的 机 会 。 
——我们的主要课程是社
交活动。例如，如果一个
人说他最近失去了一个亲近
的人，并感到无比寂寞的，
那么我们的课程将会很适合
他。我们对积极活跃的人很
感兴趣，他们除了参加课堂
活动外，还将参加其他活
动。大学负责人说，如果以
后的学生在问卷调查中表明
他们将会为开展大师班和其
他讲座寻找房源时，上课的
机会将会增加很多倍。

安娜·科萨

今年，该大学共招收了
702名60岁以上的学
生。在招收的学生中，
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
育，其中不乏工程师、
老师、医生等。这些人
活跃而善于交际，他们
参加体育运动，剧院演
出，学习新事物并与他
人分享经验。免费课程
在26个地区举行，新的
课程包括书法、室内园
艺、老年人化妆、短途
旅行、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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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学习，然后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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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青春不应以年龄来衡量。 现代的退休人
员积极地证明了这一点。奥尔加·沙蒂
科，今年71岁，她是模特、博客作者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拥护者。 她从事医学工
作40年。 是药剂和医疗鉴定专家、医学
博士、副教授。她甚至无法想象自己会
在退休后在摄影师面前尴尬地摆姿势。 
这一切始于参与“真实年龄”项目，其
目的是改变60岁以上人群对年龄的认识
标准。结果，她登上了“夫人节”汇演
的舞台。 登台的那一刻立刻引起了记
者和摄影师的兴趣。成功很容易:她的
一张照片被德国时尚杂志、设计杂志和
《VOLANT》摄影杂志看中（她的照片
占了3个版面！）。白俄罗斯的公司、
品牌、商店、设计师的合作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70岁的她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
位商务女士。

不只是“帕夫洛娃”
奥尔加不喜欢被称为“帕夫洛夫娜”。 
她的孙子甚至都不叫她奶奶。除非是在
争吵时，她的孙子会说说：“你现在真
的是一个奶奶了。我就这么叫你，” 
奥尔加笑着说。当被问到她的年龄时，
她会把年龄一分为二。她的兴趣与她的
年龄不符。她喜欢时尚、时髦的衣服，
各种各样的生活周边、戏剧、展览、演
讲，实时关注电影界的最新动态，她还
学习养生知识，保持愉快的心情，并每
天感谢生命所赋予的一切。
奥尔加承认，“我过去常常因为一些小
事而心烦意乱，为各种计划的失败而生
气。”“当我母亲病重时，我的世界崩
溃了。在64岁那年，我不得不放弃我最
喜欢的工作，做了三年的全职护理者，

69岁的奥尔加·
沙蒂科首次登上
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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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看着一
个人生命的结束，我意识到我
必须享受每一刻——这是一门
艺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1月底，在2020年巴黎国际内衣
和泳装展览会上，这位70岁的
模特首次走秀。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百岁老
人。她认为人可以活到115岁。
这意味着她至少还有三分之一
的寿命。长寿的人一年比一年
多。奥尔加说：“没有人会长
生不老。”“我的最大目标是
保持健康和活力。为此需要做
什么？ 我19岁那年，在明斯
克纪录片电影院苏联首次放映
了一部关于瑜伽的电影。电影
里，一位62岁的瑜伽修行者做
了一些疯狂的特技，展示了惊
人的灵活性。我的大脑仿佛经
历了一场革命：我意识到，如
果能定期锻炼身体，那么你可
以在60岁也保持年轻。 从那时
起，体育锻炼就成为了我生活
的日常。”

她的秘密

每天早晨，奥尔加都要先喝两
杯水并做体操。 每周三次——
芭蕾舞。 每天——在公园里
进行北欧式步行、下蹲、平板
支撑。她梦想着学习阿根廷探
戈，并前往米隆——参加探戈
爱好者的舞会。她长寿的秘诀
在于“不断地让自己走出舒适
区”。加上遗传学，健康的食
物（没有发酵剂、果酱，只有
新鲜的蔬菜、水果！），每天
睡7—8个小时，保持积极的心
态。 在过去的5年中，她只有
一次因发烧而病倒……
最重要的是，她不会感到无
聊。 她表示，我们需要培
养对生活的兴趣。 她的朋
友们在空地上种花并种了15
个品种的西红柿，她认同她
的朋友们。两年前，她在In
stagram社交软件上创建了一
个账号，分享长寿的秘密。

今天她有超过14000名粉丝! 
“我在社交媒体上做的所有这
些活动，只有一个目的——激
励我的同龄人，摆脱对数字的
恐惧，任何年龄的人都能生活
得很美好。但是，我们对衰老
的认知标准已经根深蒂固了，
以至于到了年纪，人们就会弯
着腰、低着头、目光呆滞，仿
佛这就是命一样。 我称其为’
挥霍至死’。”
奇怪的是，她的大部分用户
都在25到45岁之间。 他们写
道：“看到你，感觉变老并不
可怕。”相反，同龄的妇女则
批评：她们说，服装、摄影根
本不是她们的重点……她们很
好奇，奥尔加是否真的从未去
过美容院。
“虽然不是最新的消息。 我
相信，衰老的表现并不是从皮
肤是开始的。皮肤下面是肌肉
筋膜和骨骼——它们需要被呵
护。 我掌握了一些方法。这
是日式按摩的面部瑜伽——指
压按摩，有助于缓解紧张的肌
肉。 我在网页上分享我的知
识。我的第一目标是健康。 
如果你健康，那么任何年龄的
你都会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
当伊隆·马斯克的母亲——漂
亮的梅——说她69岁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她的生活时，我

想，‘为什么我做不到呢?’
美国的陶波鸿·林奇教瑜伽
直到100岁，并被列入了吉尼
斯世界纪录。这个中国人从事
了88年的健美运动。真是太帅
了!”
每一代人对衰老都有自己的看
法。想想那些文学人物。托尔
斯泰的母亲娜塔莎·罗斯托
娃，列夫·托尔斯泰形容这
位伯爵夫人“……她摇晃着身
体，发出一种善良、出乎意料
的老妇人的笑声。”她还不到
50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犯
与罚》中将老妇人描述为打击
乐手： “她是一个矮小的、干
瘦的老妇人，六十岁，有双锋
利而凶恶的眼睛，鼻子又小又
尖，头发白皙……一直在咳嗽
和呻吟。”按照今天的标准， 
60岁的女人并不是老太太。
奥尔加确信她还有很多有趣的
事情要做。 她被广告商、设
计师邀请参加了关于长寿命的
会议，并且正在考虑是否开始
与欧洲品牌合作。她谈到计
划：“哦，这是大计划！ 我很
有远见。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设定目标、实现目标、获得满
足并设定新目标。 这种远见是
区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主要因
素。”

玛丽亚·库切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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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迷 人 的
女 孩 似 乎
拥 有 做 模
特 的 一 切
条件:她容
光 焕 发 ，
有 聪 明 的
头 脑 ， 热

爱艺术，富有决心，还很有魅
力，但是卡琳娜选择了园艺事
业而非模特。她没有关注过每
周的时装表演和模特摄影，她
关心的是，要在哪里可以买到燕麦种子，担心
如果这个冬天气候变化的不寻常，怎么样改进
油菜的种植方法。但是，卡琳娜并没有掩饰自
己的美丽和青春：在鲍里索夫举行的白俄罗斯
小姐全国选美大赛的区域资格赛中，评选委员
们给予她很高的评价。

自己的主人

卡琳娜身穿保暖外套、厚实的披肩、蓝色紧
身外套和明亮的粉红色靴子，这样可以很方
便的在田间播种冬季绿色作物，在谷仓和储
料间工作。这位首席农艺师是这个地方的第
一美女，当全国选美大赛的地区评选阶段在

这个地方举行时，评委团给了
她第一名。
“我确信我们的卡琳娜会赢，
因为她是奥尔加·达玛拉德乡
村俱乐部的主席，她很容易就
成为了选美比赛的选手。”
奥尔加·达玛拉德继续说:
“现在我们是朋友，一开始我
很害怕说话，我脑袋里想着要
自信一点，但表现出来的却是
不要。我们是在鲍里索夫见面
的，她作为该小区代表团的一

员参加了农业博物馆博览会，之后我们开始交
谈，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要的人：善于交际，
活泼，眼神中充满热情。然后，我让她扮演新
年的雪姑娘，并说服她参加全国选美比赛的评
选。”
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卡琳娜的第一次参加这
种活动。19岁，当她还是格罗宁农业大学的学
生时，就参加了模特的试镜。
“当我通过初试的时候，我是多么幸运啊!这
次试镜在明斯克举行，我从哥罗德那过来的，
还没有告诉我妈妈和我的朋友。在这次比赛中
获得认可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肯定了我的能
力，现在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第二轮，泳装比
赛时我被淘汰了，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身材不太

一位居住在
老城区女孩
的园艺梦

树冠与树根



19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边远地区

适合泳装比赛。许多人建议我增加一些体重，
但评委会建议我减少几厘米的腰围，因为它比
标准腰围多了2厘米。我要玩玩呼啦圈了！”
卡琳娜说道。
与其说是为了赢得比赛，不如说是为了我自
己。经过比赛之后，卡琳娜坚持运动、保持饮
食营养，不消极，这是她现在的生活方式，这
些让她感觉良好，她对生活的态度十分负责。
农场的首席农艺师需要十分负责，这些责任很
重！在一年的独立工作中，这位年轻专家对这
些工作有了很多感触：
“冬天很容易，工作很少，每天晚上如果不是
奥莉娅来找我一起玩音乐的话，那就太无聊
了。这是一个小农庄，几乎没有年轻人。而从
春天开始：播种、施肥、收割。每天从早上7
点开始工作，直到最后一辆拖拉机离开田野为
止。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这
样你才能做下件事。”

爷爷会为我自豪的

卡琳娜的职业是她自己选择的。尽管她的母亲
和姐姐积极地劝她不要这样做，农村工作既辛
苦又吃力不讨好，乡村娱乐的机会也很有限。
但是卡琳娜记得她的童年时光在维莱卡度过，
并与做了一辈子农活的祖父克劳迪乌斯·伊万
诺维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他影响了我。爷爷总是说我会成为一个农学
家，看着我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种洋葱，种萝
卜。当我进入农业学院时，他非常自豪。我唯
一的遗憾是，他没有看到我拿到文凭并在《绿
地》农场工作的那一天。”
毕业后卡琳娜主动来到了老多罗吉地区。这个
女孩是农业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她有机会
在明斯克的种子检验所实习。但是她想要一份
动手多的工作。
“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有
一个叫《绿地》的农场在招聘经理。我去农场
面试那一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在面试会上，
我坦诚的说我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只有一些学
校学的种植方面的知识。但面试主管却说，没
有关系，一切都可以学。这让我感到欣慰，我
很感激那位面试主管。”
从3月初开始，距卡琳娜在《绿地》农场工作
已经整整一年了。她被称为亚丽莎娜，甚至具
有多年操作经验的员工也十分认可她。卡琳娜
和员工能很好地沟通，对员工也很好。 “她
善于团队合作，而且勤奋可靠，为他人树立了
榜样，”副总监伊丽娜·米勒赞扬这位年轻专
家说道。

卡瑞娜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失望，她仍然想从事
农业。从长远来看，她认为自己是这个行业的
翘楚。她承认说:
“刚开始的时候，农场没有按照学校教给我的
技术来操作。她和我们的上司争论过，之后
证明了我说的方法是对的。” 但是，可惜的
是，这项技术并不总是适用于实践中：要么
肥料不足，要么设备故障，或者天气出现问
题……去年夏天，我们有40天没有下雨。玉米
作物和农场受到很大的影响……看起来很痛
苦。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想出解决办
法，从可能的情况中获取最大收益。农业总是
存在风险，因此您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今年，
我答应了我们的董事长兼地区执行委员会主
席，要在该地区种植最好的油菜。我现在已经
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莉莉娅·克丽丝汀

sB
.B

y



20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我们在那里

平
va

le
ry

 k
o

r
o

l
平静的船运水面上飞过低沉的号声，风将它们
带向遥远的地方。布列斯特的占卜家告知当地
人，城市在布格河上生存、运作、发展，城里
午时正好。尽管浓雾直到午餐时都没有消失，
但仍有很多市民聚集来看这新鲜事儿。
活动开始前，记者联系了这个新项目的组织策
划人——著名的布列斯特巧克力师、咖啡店主
人亚历山大·斯金德。他是“城市传说”文教
协会的负责人。亚历山大说，他们与志同道合
的人一起决定再复兴一个城市传说，即古老的
号手传说。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古代布列斯特是否有过
使用响亮的乐器宣布重要事件和宣布时间的号

手。他们的讨论可能持续数十年。那我们就在
这段时间里进行这个旨在提高城市游客吸引力
的项目。是的，完全有可能我们是国家领土上
第一个获得马格德堡法律的城市，所以就有这
样的基础设施。当时的市政厅的建造中包含塔
和钟，这意味着号必须被吹响。
亚历山大的想法得到了文教协会同志们的支持，
他们是手工业基层工会组织主席让·瓦斯科、布
列斯特积极分子奥列格·戈洛斯、《拉契克》活
雕塑剧院院长维塔利·拉尔奇克。正是剧院设计
了乐器，制作了号手和助理的服装。
伊万诺夫的邦达里制作了一个木制乐器，名字
尚未确定。为了制造它，使用了古代的高加索

生活你好！
布列斯特的中午出现了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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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这甚至不是完整的号，而是几个部分的
预制设计。它的长度为四米，重量约为30公
斤。这样的乐器不能被独自举起，而且不是每
个人都能吹响它，只有肺活量大的人才行。该
乐器由本土木材云杉制成。
顺便说一下，在讨论设想和筹备实施过程中，
邻州和邻国都提出了购买整个项目的建议。但
是我们的号手并没有改变他的归属。在第一次
安装操作期间，阳台上走出穿着带有城市徽章
颜色服装的侍者。在接近设备之前，号手在四
周展开了旗帜。之后刚好是12点钟，三个信号
音响起。
而现在每天都是这样。中午时分，在这里可以
听到城市信号。号手的平台位于奥林匹克储备
中心评判塔的六楼，靠近运河。在介绍新项目
的过程中，组织者被问及为什么建设在这里而
不是市中心，例如在中央百货大楼附近，那里
有一座高钟楼，而且对面是一个城市地标——
手动夜灯。亚历山大·斯金德指出，运河这边
也不是郊区，也属于中心。例如，在这里进行
了庆祝城市千年纪念的主要活动。而且水具有
出色的回声定位，可以增强声音：众所周知，
即使在水上唱歌也听起来更强劲，更美丽。 
“当引起市民和游客的共鸣时，号手也许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的位置。重要的是推广该
项目，”组织者说。不管怎么说，听到号角的
声音，就有更多的理由来回顾小家园的历史，
感受过去。现在有三所学校都在声音范围之
内，这意味着有潜在的听众。
还需要补充的是，该项目是捐赠的，号手将作
为志愿者无偿工作。为了家乡。

斯维特拉娜·雅斯克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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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号“首发”的那天，即便是浓雾也干扰不到市民的好心情

我认为摄影师和艺术家一样，最喜欢
的一句谚语是：“看一次好过听一百
次”，那些从事广播工作的人请原谅

我这么说。为了让人们看到发生了什么，感
受快乐、痛苦、悲伤、骄
傲，摄影记者会在城市穿
行，会在自然界上天入地，
甚至会进入危险的战场。摄
影师经常出现在危险的地
方，有时会比医护人员更早
地到达现场。通过他们的眼
睛，我们看到了悲剧、英雄
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张由阿卡迪·尼古拉
耶夫拍摄的黑白照片，照片
记录了他的同事叶夫根尼·
科蒂什。叶夫根尼·科蒂什
是一位摄影家，他为自己
心爱的职业奉献了半个多世
纪。早在1959年，他就来到贝尔塔。
他的档案里面有成千上万的照片，无论如何，
您都会看到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它不仅包括
重大而宏伟的活动，而且还包括几乎是国内的
小型活动，但对参与者而言至关重要。
阿卡迪·尼古拉耶夫会出现在建筑工地、工
厂、游行示威、庆典和会议中，在工人的房间
或者农民的住处中，还可能会跑到医院。他不
仅拍摄事件本身，还拍摄事件的创作者和参与
者。在摄影师出现的所有地方中，数以百计的
不同人物的肖像成为了他故事中的英雄。
他用他的相机记录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历
史。
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斯皮塔克城被完全摧毁。白俄罗斯人积极参
与救援和重建工作，尽他们所能帮助亚美尼
亚，其中许多亚美尼亚儿童不仅无家可归，
而且失去了亲人，白俄罗斯人接纳了他们。
阿卡迪·尼古拉耶夫讲述了亚美尼亚和当地
孩子们的悲剧，观众们都非常悲伤。
如今白俄罗斯帮助过的亚美尼亚孩子早已成
年。也许其中一些人在黑白照片中看到自己
时，会想起一个手中拿着相机的男人，会想
起他友好的眼神。
这只是摄影师阿卡迪·尼古拉耶夫写的编年
史中的一个篇章。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

编年史

sB
.B

y



22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的项目

B
el

a
ya

r
u

s.
By

新格鲁多克是白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立陶
宛大公国的前首都。著名诗人亚当·米基维奇在这
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现在，新格鲁多克有一个美妙的房
屋博物馆，献给亚当·米基维奇。但是，城市还有许多其他景
点，这些景点讲述了这些地方的丰富历史和文化遗产。难怪他
们吸引了许多游客的注意力。

新格鲁多克的智
能照明

新的胸膛。从高处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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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今天，新格
鲁多克正积极
地过着现代生
活。值得注意
的是，城市及
其行政管理部

门正在积极响应城市发展领
域的最新提议。通常，此类
创新很容易在城市基础设施
中，以及城市生活中找到其
位置。
去年夏天，作为新格鲁多克
国家生态论坛的一部分，配
备智能LED照明系统的城市街
道隆重开幕。城市照明的现代
化是“支持白俄罗斯中小城市
绿色城市规划”项目（“绿色
城市”）的一部分，该项目由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与白俄罗斯共和国
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合作实
施。现在让我们尝试找出此技
术方案的合理性。
据承包商公司代表安德烈·
莱昂诺维奇称，自去年8月
以来，智能照明系统的积极
成果已显而易见。该公司每
个月都会从计量装置的所有
灯具和控制柜中收集读数，
并将结果记录在相应的程序
中。目前的主要结果是，所
有安装的灯具以及必要的设
备均能正常运行，所有照明
均完全符合卫生和卫生标准
的要求。
“早先在城市中使用的系统
无法满足许多要求” ，安德
烈·莱昂诺维奇说：“如今，
尽管我们大大提高了整个城市
的照明度，尤其是在最繁忙的
地区，但我们仍能节省能源。
与旧的节能灯相比，这种节省
至少30％。设备按照给定的时
间表工作，取决于一天中的时
间。当然，在冬季，由于一天
中有更多的黑夜时间，因此我
们发现消耗量增加是很自然
的。”
除了节省大量能源外，承包
商还注意到新照明系统在

运行中的许多其他优势。首
先，它有安全性和舒适性。
“如果您观察有旧灯的城市
街道，请注意照明质量的显
着差异。其次是照明的均匀
性。我们与州交通监察局的
代表密切合作，研究了统计
数据。即使在其他路段变暗
的情况下，最意外的危险路
段也被突出显示，或者灯光
在夜间正常工作。这样，我
们可以保持并提供安全性”
，安德烈·莱昂诺维奇结道。
新格鲁多克执行委员会副主
席亚历山大·格茨认为，达
到了街道照明系统投产的期
望。据他说，路灯肯定已经
变好了。以前，有人抱怨
城市某些区域的照明，尤其
是十字路口。现在，在“智
能”照明工作所在的城市地
区，这些问题已得到解决。
一切都是远程控制的，易于
调节，系统的操作非常方便。

“如果在一切事情都由断路
器决定之前，城市在夜间陷
入黑暗之中，现在我们可以
随时最佳地调整照明。对我
们而言，总体绩效的最好指
标是缺乏了公众对覆盖范围
的抱怨。如果以前有过这样
的抱怨，现在没有了” ，亚
历山大·格茨强调：“我不
谈论经济因素。我们将在这
一年进行监控，然后提供具
体数字。”
到目前为止，新格鲁多克的
中央街道和入口处附近的道
路已被智能照明所覆盖。但
是执行委员会打算继续进行
筹款工作，以便为整个城市
提供相同的现代街道照明。
新格鲁多克住房和公共服务部
门首席动力工程师Victor Talish
指出新照明设备的舒适度：
“新系统在工作时非常方
便。现在，在夜间开车环游
城市时已经察觉不到什么灯
灭了。我们立即看到IT应用程
序中的所有内容，并且可以
快速进行远程响应。”
新格鲁多克执行委员会第一
副主席Elena Selevich指出，
信息工作对实施创新至关重
要。据她说，新格鲁多克
的“智能”照明已经引起了

“智能”路灯照明系统“新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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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兴趣，并准备在执
行委员会中分享他们的经验：
“我们为来到我们这里并对
那些已经在城市中引入的
创新感兴趣的人们做好了准
备。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学院
举办了一个关于该主题的研
讨会，现在我们正在为在利
达市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做准
备。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居民
了解它出现在城市中的原
因。是的，他们看到了一条
开启智能灯的色彩街道。是
的，他们看到它变得更轻更
安全了。但是我希望市民了
解其经济利益。因此，我们
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亚历山大·格茨称，将继续
开展能源效率领域的工作
以及“绿色城市”项目。现
在，正在准备在两座住宅多
公寓建筑中安装用于资源核
算的智能电表。
此外，执行委员会高度赞赏
由项目专家开发的新格鲁多
克中心部分的改造概念，其
目的是使市中心对当地居民
和游客更具吸引力。
“此外，对我们来说，自行
车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在
城市中也很重要。我们将在
这些领域开展工作，为实施

新项目寻求资金”，亚历山
大·格茨总结道。

实际评论

司机Victor Gavrosh：
“我们知道即将更换路灯（
在当地报纸上阅读），当
然，我们在安装路灯后立即
注意到了变化。我们住在西
南地区，工作在城市的另一
边。由于所有的教育机构和
企业都早上8点开始工作，
因此早上的人流和汽车流量
很大。一年前，在2月的晨
雾中，很难考虑到要去上

班或在学校学习的行人的感
受。目前，情况已经改变，
新照明对于我们的城市非常
重要。您再也不用每天将儿
女送入学校，因为您可以确
定，孩子正沿着光亮的街道
行走。”
行人奥尔加：
“我住在城市里的小村庄。
对正在进行的更改非常满
意。当然，我立即注意到城
市中央大街上的新灯。令人
欣慰的是，位于城市郊区的
小村庄也变得更加光明。很
舒适，到深夜还能走路。我
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
所有小街道也将在照明方面
进行改造。”
绿色城市项目能源效率专家
Ivan Filyutich的评论：
“我们相信新格鲁多克在现
代化街道照明中获得的经
验将对其他白俄罗斯城市有
益。白俄罗斯总共有至少50
万个街道照明设备在运行，
其总耗电量巨大——每年数
千万千瓦时。设备的很大一
部分需要现代化。在这方
面，随着现代LED灯和自动控
制系统的引入，街道照明的
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将显着
降低能耗，并因此减少地方
预算，由此将提高我们城市
街道的安全性和舒适度。”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

“智能”照明系统是城市生活的进步，使城市化生活更现代，更舒适。

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安德烈•赫梅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白俄罗斯常

驻代表亚历山大•索洛维娃和诺夫格鲁多克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尔盖•费琴科出席了为城市街

道配备智能LED照明系统的开幕式。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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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都与某些
商品、工程或服务有关。因
此，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时，
我们需要绿色采购原则。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绿色城市
项目国家顾问法学博士尤
利娅·阿梅尔琴亚对此表示
肯定。尤利娅·阿梅尔琴亚
是《用绿色采购原则组织和
进行货物（工程，服务）采
购》的作者。该文件是该项
目的一部分，是今天在白俄
罗斯发行的关于该主题的第
一本实用手册。
近 年 来 ， 我 国 （ 白 俄 罗
斯——译者注）对任何方
面绿色增长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特别是，《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到203 0年）
包括在经济中实施绿色原
则。2020年，“绿色采购”
一词首先出现在白俄罗斯共
和国绿色经济发展国家行动
计划的规定中。
尤利娅·阿梅尔琴亚说：“
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各类
财务来源的绿色采购来实
现。”一般而言，绿色采购
原则的应用将改善人民的生
活质量并保护环境，从节约
资源、引进创新和增加竞争
中受益。此外，通过绿色采
购，提高了使用预算资金和
国家预算外资金的效率。
根据尤利娅·阿梅尔基尼的
说法，绿色采购原则无疑将

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刺激市场上积极引入创新，
使用节能设备和替代能源。
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购
买节能设备的主要标准仍
然是价格。在安装和安装
设备之后，几乎不会考虑与
设备运行成本相关的问题。
白俄罗斯的开发计划署正在
摆脱这种做法，并显示了采
购方法的其他实例。因此，
在为新格鲁多克市选择“智
能”节能街道照明的供应商
时，“绿色城市”项目不仅
考虑了设备成本，还考虑了
其  能源消耗及其他成本，甚至
处理费用。这种方法确实有助
于选择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
绿色采购原则已在白俄罗斯
的其他开发计划署项目中使
用。例如捷尔任斯克的一所
学校的热工程现代化（欧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学
校能源效率”），以及鲍里
索夫一家造纸厂利用再生资
源进行办公用纸生产（欧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促
进白俄罗斯向绿色经济过
渡”）。
“关于方法上的建议，这是
白俄罗斯首次尝试使一系列
采购法规系统化，以防止违
法行为”，尤利娅·阿梅尔
琴亚说，“它们是根据有关
商品，工程或服务采购的国
家法律、反托拉斯法、有关
技术法规和标准化的法律，
并考虑到超国家行为的要
求，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
条约》。”
尤利娅·阿梅尔琴亚指出，
不要忘记最终的消费者，“
绿色”购买者的立场暗示着
其直接参与国家环境目标的
实现，因为这涉及预算资金
的开发。另一方面，通过以
绿色采购为基础的商品，工
程，服务的购买，包括减少
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改善公
民的健康及其工作条件，改
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奥列格·波哥马佐夫

是时候绿化了
开发计划署项目启动白俄罗斯第一个“绿色采购”办法

“绿色”采购——合
理的性价比，不仅可
以为特定公司，而且
可以为整个社会、经
济和环境获取利益。

白俄罗斯与联合国的项目



26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传统

每
芳香，有弹性，阳光明媚...

每当我与朋友和熟人交谈时，都会问一个问
题：记得小时候在苏联时期吃什么食物吗，大
多数人回答：谢肉节中的炸土豆和母亲的薄煎
饼。我不记得，在那些年里这个节日是像我今
天一样在乌克兰广泛庆祝的。那时是无神论。
但是在家庭中这种传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
祖先的信念得到了保留。我不会忘记在我的家
人中重复过的一句话：没有煎饼，就不是谢肉
节，这是我的母亲玛丽亚·彼得罗夫纳说的。
父亲米哈伊尔·斯特凡诺维奇补充道：是的，
春天太阳的衣领……这意味着太阳和热又回来
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窗户外面，冰柱上的水滴
用“牙齿”咬住屋顶，并在3月温暖的太阳下
变短，甚至落在壁架上。冰柱撞击的声音把注
意力转向街头。我有点担心，没法从父母这儿
偷偷跑到屋子的某个角落一口气拿起这冰冷的
魔杖饱餐一顿，这真是我和同龄人梦寐以求的
糖果的替代品。
现在是午饭时间，他们不会让你出去吃。我很
乐意服从：午餐——薄煎饼。
我坐在一张大桌子上，上面放着电炉，看着
妈妈要做煎饼。将鸡蛋打碎放入碗中，倒入
少许盐和糖，倒入牛奶，添加面粉……妈妈给
我打蛋器，然后我开始挥舞它。打蛋器从小孩
子不听话的手指间滑落，妈妈就把它换成了叉
子。……最后，我们的面糊准备好了，一切小
的结块都消失了。它是如此的流动，以至于我
不清楚如何从中获得不会破裂的煎饼。我很记
得我母亲的话：当她同时解释如何做薄煎饼面
糊时，我“做所看到的一切”。将铁煎锅加热
并用酥油润滑。为此，使用了鹅毛：在那时，
没有硅胶刷。母亲还教会了阿格拉芬祖母，她
仍然住在村里。妈妈将面糊倒入锅中，它神奇
地平铺在锅底，然后冒出气泡……这是第一个
煎饼。妈妈说，你看，它就像太阳一样。她把
它放在盘子里给我，中间是一块黄油，然后迅
速对折，然后再折叠一半。我从角落咬开热煎
饼，油流到我的手指和下巴上。妈妈开心地笑
了。我也笑着……
已经没有黄油和其他配菜的煎饼，如果可以的
话，我们会在街上与朋友分享。看阳光从煎饼

春天伊始，就已经是白俄
罗斯传统上庆祝最早的斯
拉夫传统谢肉节的最后一
天，该节日起源于基督教
之前的多神崇拜时期。

以煎饼为主题的即兴创作谢肉节—
有很多面
饼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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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孔中穿过，然后一点一点地
掰碎，扔给鸟儿。有时，也会
分给猫一点儿，甚至还有院子
里的狗。事实证明，后来我读
了一本书——斯拉夫人给鸟第
一块薄煎饼：毕竟，它们介于
天地之间，最接近祖先。
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煎
饼。我周围的人都吃——孩
子、孙子、叔叔、侄子，当
然还有朋友。他们中的一位还
记得，曾经在谢肉节上我是如
何烤出一座小山一样的“跳着
舞”的太阳煎饼。这是我个人
对煎饼成功的定义。手里拿着
这样一块松散的橙色薄煎饼，
总是涂上黄油，撕下一块，它
就会跳舞。因为它半厘米厚，
柔软而有弹性。我在这里选择
烘烤了薄薄的花边煎饼。我从
阿格拉芬祖母那里得到的这个
食谱，是酵母“酸”煎饼的一
种变体。它们可以与融化的黄
油、酸奶油、果酱、蜂蜜一起
食用。看自己喜欢了。我还记
得第一次去我的同学因诺卡家
时尝到的酸奶和黑醋栗果酱煎
饼。我们就着牛奶吃，很开
心，我们的手指和嘴巴上还沾
了糖醋配菜。但是我的儿子波
格丹小时候喜欢蜂蜜煎饼。而
他的儿子米沙到现在仍然喜欢
用蜂蜜涂煎饼。是的，我们也
喜欢鳟鱼或鲑鱼煎饼，配红鱼
子酱。但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使
用这些“配菜”。
我只在白俄罗斯尝试过蘑菇土
豆煎饼。而且在肉汤里加上农
村香肠和猪肉。但这是在母亲
们小时候吃煎饼之后的美味，
我再也没有像布列斯特州拉霍
维奇区日猎捕科维奇村的朋友
布西柯一样吃到这些东西。多
年来，这些奇妙的人对我们来
说就像一家人。现在仅靠列贾
娜一个人，猎捕科维奇的前主
席维塔利·布斯科去世了。由
于对他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有美
好的回忆，她的薄煎饼会让许
多家庭主妇大吃一惊。列贾娜

只用蛋清做面糊。煎饼是最精
致的：轻薄、芳香、味道均
衡。吃完了它们似乎还不够：
如此美味的煎饼真好吃。当它
们躺在带有滑动板的盘子上
时，波浪形的边缘令人赏心悦
目。当时，列贾娜的工人有自
己的牛。所以她自己打黄油，
做干酪，还制作酸奶油和美味
奶酪。这样的牛奶又香又甜！
我们不止一次被邀请品尝这些
村里通过艰苦的工作获得的礼
物。列贾娜是一位友好而慷慨
的女主人。当我们有时和她的
双胞胎儿子亚历山大和伊凡的
家人聚集在餐桌旁时，作为谢
肉节一部分的煎饼就在桌子的
中央。

含义和符号

谢肉节是一个多人参与的节
日，包含不同的思想和象征。
今天，它融合了白俄罗斯人的
多神教和基督教传统。一方
面，这是对冬天结束的庆祝
活动，这是对自然的唤醒，接
受新生。另一方面则是大斋戒

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祖辈举
行谢肉节就像对太阳神亚里拉
的赞美。另一种说法——韦尔
斯，他庇护了家养动物。
在这个多神教的节日里，教堂
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接受基
督教后，它被神圣化并充满了
新思想。谢肉节星期是准备大
斋戒的最后阶段。在基督教的
传统中，精神方面很重要：在
这个星期里信徒应该接近对所
有侮辱的宽恕、悔改、与他人
和解。记住死者并为他们的灵
魂安息祈祷。宽恕的行为发生
在星期日，在谢肉节的最后一
天，他们要求所有亲戚和朋友
宽恕。因此，他们称它为宽恕
日。而周日的冬天又迎来了春
天。节日的高潮是谢肉节稻草
人的燃烧——它体现了人们和
自身生活中的所有邪恶。周日
非常热闹，有歌舞，有很多
菜。
在白俄罗斯日历中没有庆祝谢
肉节的具体日期。要计算它，
您需要从复活节日期减去八
周：这是48天的斋戒和谢肉节
本身的一周。因此，今年的谢

格罗德诺农业旅游综合体“格罗德诺科罗布奇西庄园”的谢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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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节于3月1日庆祝。谢肉节星
期从2月24日开始。
在白俄罗斯的某些地区，这
个节日的名称有所不同——
奶酪盒、黄油罐。在教堂日
历中，这被称为“奶酪周”。
节日期间的肉类被称为无
肉，因此也被禁止食用。允
许吃鱼类和奶制品。但是煎
饼——太阳的象征，具有特
殊的地位。他们从星期一开
始烘烤。配着酥油、酸奶
油、蜂蜜、果酱、奶酪一起
吃。为了健康，为了快乐！
节日的名字从哪里来——Ma
slenitsa？答案在于村庄。春
初，农场饲养的奶牛会在村
中产犊——牛奶和奶制品就
成为餐桌上的主要食物。因
此，据研究人员称，这个名
字叫Maslenitsa。
正如在网站上（http://prob
elarus.by/）所讲述的那样，
谢肉节每天都是“关于白俄
罗斯的休闲和旅游的一切”
，它是独一无二的，充满着
神圣的含义。例如，星期
一，也被称为“迎接”，被
认为是谢肉节开始的象征。
那时做成了稻草人，代表冬

天的寒冷。周二被称为“游
乐”：从这一天起，就可以
开始做客了。星期三——“
美食”——号召烤更多的煎
饼，并邀请更多的客人。星
期三习惯去看婆婆，因此有
个著名的名字：“到婆婆那
里吃煎饼”。有些地方在星
期四开始庆祝活动，那么星
期五才是“岳母”日。星期
四也被称作“肥大”或“
胖”，人们会满足他们的宠
物，甚至会喂食特别烤制的
煎饼。此外，周四骑着小马
四处走动被认为是这一天最
吉利的活动。
在某些地区，星期四是产婆
日。在她们的帮助下出生的
孩子们会带着点心来探望她
们，然后在村庄周围玩儿雪
橇。
星期五（或“岳母的傍晚”
）是新婚家庭拜访新娘的家
庭的时间。如果女婿那天没
有到岳母那里，将是一大罪
行，这可能会成为两个家
庭之间矛盾的原因。星期
六，“佐洛夫金之夜”到
了。每个人都去相互拜访、
骑马、拉雪橇、荡秋千。

在谢肉节上有许多不同的仪
式。我们的祖先认为，可以
在谢肉节星期的白天工作，
但是晚上只能是娱乐活动。
在我们的土地上有最令人着迷
的谢肉节风俗之一是“桎梏”
。长时间不结婚的年轻男子要
受这个考验。他们的腿上绑了
一根原木——他们不得不带着
它在村庄里走来走去。在某些
地区，妇女会随身携带这块原
木，并将其绑在她们遇到的第
一个未婚男人身上。任何不想
受到“桎梏”的人都必须用金
钱或点心来解决。在其他地
区，被迫戴“桎梏”的男孩不
得不走进未婚女孩的住所并索
要食物。如果一个有“桎梏”
的男人没有在这样一个女孩的
房子附近停下来，那被认为是
对她的不尊重。
喜欢在谢肉节玩儿假面游戏。
村民穿着化装打扮，出现在别
人家中。如果主人慢吞吞不给
点心，那么在房屋里的恶作剧
就开始了——东西散落，物品
被乱放。这样的一伙人会把他
们在街上遇到的每个人扔到雪
堆里，并用雪擦他的脸颊和鼻
子。

美味的煎饼 布列斯特假期的多彩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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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谢肉节的传统并不那
么盛行，但是尽管如此，这
个节日仍然明亮、热闹、欢
快。每年，它都成为了白俄
罗斯人一部分。 谢肉节的
庆祝活动邀请您在冬眠后醒
来，为新的春天做准备，这
意味着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去过那里，
看了……
自从星期四以来，我一直在
烘烤煎饼。我宠坏了我的家
人。甚至做成了轻薄的带花
边的饼，这次，我还是设法
掌握了。对于那些薄煎饼，
我想用从蚊子市场买来的融
化的黄油和酥油做。根据印
度的传统反复对其进行加
热。即使胆固醇很高，但非
常美味和健康。星期六去了
蚊子市场。
市场前面的广场成了一个集
市，煎饼的香气在这里徘
徊。音乐响起，歌曲和音乐
演奏着。我在集市逛了逛，
那里烤着经典的煎饼。我忍
不住尝试了一个带红鱼子酱
的。有的煎饼还配酸奶油和
蜂蜜。可以品尝到不熟悉的
独特配方，不同馅料制成的
彩色煎饼。搭配甜菜、虾、
松果和蒲公英果酱。菜单还
包括新鲜的糕点、糖果、格
瓦斯面包和脆皮。对于那些
不能拒绝肉的人，还提供炸
猪肉串。这家店门口排起了
长队。我不会躲起来，因为
香味让人很愉快。音乐节上
有很多娱乐活动：圆舞、拔
河、跳袋、跳绳和其他体育
比赛。小丑和动画师给庆祝
活动增添了特殊的气氛。在
这里还可以从工匠那里购买
纪念品。我甚至有点儿后悔
匆匆忙忙买黄油：在我和丈
夫的计划中，还有游泳和蒸
桑拿，然后去妹妹家吃煎饼
晚餐。

为什么罗马的冬
季不烧稻草人

谢肉节在不同的国家庆祝，
每个都有自己的传统。例
如，在英格兰，像我们一
样，他们也烤煎饼。它在复
活节星期日之前47天，仅持
续一天——星期二，其主要
活动是煎饼赛跑。“脂肪”
星期二在很久以前就在英国
非常受欢迎。在一个城市中
的某个地方，“煎饼钟”响
起，所有满十八岁的女主人
都穿戴好围裙和帽子，手里
拿着煎锅，向它跑来。同
时，不仅需要先到达，而且
还需要在旅途中至少扔三下
煎饼。获奖者将获得“煎饼
区间”冠军头衔，她可以直
到明年都感到骄傲（https://
tonkosti.ru/）。
在城市杂志《伦敦广告》
中，您可以了解谢肉节的英
国传统，以及今年在伦敦谁
什么时候做俄式煎饼，带
领舞蹈并在冬天玩得开心
（https:// afisha.london/）。
而罗马的弗朗西斯·斯科林文
化和教育中心在2月29日星期
六举行了第一次庆祝谢肉节

的活动，该节日由该中心的
当地白俄罗斯负责人妮娜·帕
申科和她的助手奥尔加·蒂尔
科维奇的带领下组织。妮娜·
帕申科在与合作杂志“哥拉斯
拉齐米”的通信中说道：“成
人和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意大
利爸爸和客人首先尝试了不同
馅料的煎饼，甚至学会了‘煎
饼’这个词。他们还吃了土豆
饼。”
从小，我们的收件人就清楚
地记得奥尔沙市如何庆祝煎
饼日：“亚麻磨坊广场上有
煎饼和烧烤帐篷。还有一个
巨大的杆子，必须爬上才能
取下公鸡或靴子。有几个人
爬到彼此的肩膀上，搭起了
梯子，最灵巧的再爬上去。
有很多次失败，但是总会有
人设法取到礼物。穿着民族
服饰的人们也进行了表演。
然后把巨大的稻草人烧掉。
这被铭记了一生。我母亲和
她奥尔沙的朋友仍在庆祝谢
肉节。”
但是在罗马中心白俄罗斯人
和到场的游人没有点燃冬天
的稻草人：一年级学生很可
怜它。但是，不可否认，这
很有趣。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用来告别冬天的稻草人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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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80年。这是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在我们
准备庆祝大胜利75周年之际，
白俄罗斯Bya du lya（Samuil Efi
movich Plavnik）的遗体返回家
园。当然，Samuel Efimovich不
是那场战争的英雄，他成为数
百万受害者中的一员。但是，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扬
卡·库帕拉的好友、著名作家
的健康状况因战争的残酷破坏
力而受到损害。在战前时期，
他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忧
虑，毫无根据的指责，并参观
了集中营的地牢。在2月27日在
白俄罗斯文学史国家博物馆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遗体从乌
拉尔斯克带到白俄罗斯后），
经典之子——86岁的Efim Sa
mui lo vich Plavnik告诉了我们这
件事。据传说，在Zmitrok Bya
du lya在监狱中昏暗的走廊里，

偶然地用余光看到了Kuzma 
Chorny。今天众所周知：他是
著名的小说家，也是白俄罗斯
文学的经典人物，于1938年10
月14日被捕，在明斯克监狱呆
了大约8个月，然后被释放。显
然，Zmitrok Bya du lya与他走过
相同的走廊。Kuzma Chorny并

没有活到战争胜利：他于1944
年11月22日在明斯克在桌子上
因战胜敌人过于激动而死。
许多媒体已经报道：在作者亲
属的同意下，玛丽亚·玛格达
琳娜·拉兹威尔基金会（瑞
士）承担了艰苦的工作，将Bya
du lya的遗体发掘出来，运往白
俄罗斯，随后在其家园进行埋
葬。请注意，该组织由巴布路
易斯克的本地人Alexander Sa
pega领导。顺便说一句，他不仅
是基金主席，而且还是白俄罗
斯外交部对外白俄罗斯人咨询

委员会的朋友。 2012年，在瑞
士，在白俄罗斯外交官的支持
下，他创建了白俄罗斯基金。
尽管Alexander在瑞士（苏黎世
附近）生活和工作（互联网上
说：现在在移民部门工作，与
难民一起）已经有10多年的历
史了，他有瑞士妻子Milena和四

个孩子，但是，他经常在白俄
罗斯经商。早些时候，他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来归还著名慈善
家Magdalena Radziwill的骨灰，
他赞助的作品曾出版过，其中
包括Maxim Bogdanovich的诗歌
集《花圈》。还有一个愿望在
三年前实现了，玛格达莱娜公
主的骨灰现在在佐洛塔亚·戈
尔卡的明斯克罗马三位一体的
明斯克罗马天主教堂中（也称
为圣罗奇教堂）。 2017年10
月21日，瑞士城市Zoloturno的
Tadeusz Kosciuszko纪念碑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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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尔斯克回家
从遥远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白俄罗斯文学经典Zmitrok Bya du lya的遗产被带到白俄罗斯。1941年秋天，
由于军事行动，他与家人不得不从故乡撤离，从萨拉托夫到乌拉尔，但没有到达乌拉尔：他的心脏停了下
来，心脏病发作。临近乌拉尔斯克时，他突然在货车中死亡，11月3日，他的尸骨在城市墓地被埋葬。

杨.拉伊尼克斯（中锋）和一群白俄罗斯作家在一起。 
他前排的左侧是兹米特罗克•比亚杜利亚。明斯克，1926年11月19日

兹米特罗克•比亚杜利亚



3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时代的连接

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瑞士白俄罗斯人Alexander Sa
pege。他在白俄罗斯语和德语
中带有明显的标志：“Tadeusz 
Kosciuszko。1746-1817。来自瑞
士白俄罗斯协会。2017年”。
今天我们对Zmitrok Bya du lya了解
多少？坦率地说，虽然战争之前
他的许多书出版了，并且在1985-
1989年间出版了5卷作品集。1986
年，庆祝白俄罗斯文学经典100
周年。2008年在明斯克出版了插
图的白俄罗斯语Yiddish词典，其
中包括约25000个词典条目和5万
个单词（由Yiddish语言专家和还
原人员Alexander Ostroukh组成）
，第一本Yiddish白俄罗斯语词典
里的8000个单词由Samuel Plavnik 

(Zmitrok Bya du lya)参与编制，于
1932年出版。1920年代和1930年
代他在白俄罗斯科学院的犹太人
组织中积极工作，在那里收集了
巨大的词汇索引（10万个单词）
，不幸的是在战争期间丢失。在
白俄罗斯的学校里，学生现在只
了解他的一部分作品。其中关于
白俄罗斯村庄长期贫困的著名的
革命前故事“五匙灌浆”和浪漫
小说《夜莺》（1927年）：关于
才华横溢的农奴青年西蒙（发生
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农奴演
员，但他并没有失去对自由的热

爱，最终，他与他的挚爱一起从
不人道的土地所有者手中逃离，
发动农民起义。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1937
年，Bya du lya的戏剧《夜莺》在
明斯克上演，该剧院位于第一
白俄罗斯国家剧院（BDT-1-现
在是扬卡·库帕拉国家学术戏剧
剧院）。作家与剧院紧密合作，
制作了故事的戏剧性版本。当
时担任夜莺主角的是Leonid Ra
khlenko，以及Lure Litvinov，他
也是导演之一。30年后，他已经
是苏联的人民画家，就在我们
杂志的页面上（舞台上的《夜
莺》-白俄罗斯，1967年，第12
号第17页），分享了剧作家Zm
itrok Bya du lya的宝贵回忆。我们

了解到作者在谈话中很机智，他
喜欢尖锐的词，喜欢开玩笑。他
只住在明斯克的那个地区，就在
Dolgobrodskaya和Sovetskaya街拐
角处（这所房子在战争期间没有
幸存，现在位于独立大街44号）
，现在这栋楼附近的街和广场都
命名为Zmitrok Bya du lya。Leonid 
Rakhlenko回忆起作家的推理是
这样的：“……您知道……写剧
本要加什么佐料……您不能机械
地将小说改编成戏剧。小说是故
事，但是戏剧，兄弟，是另一回
事……它有自己的规律……您知

道吗，有必要编写新的对话、独
白，在角色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寻找场景之间的桥梁，就像您所
说的那样，您需要所有角色都在
行动，而不仅仅是说话。”
但是，与剧院的合作并不是Bya
du lya的第一次。早在1914年，他
推出了儿童戏剧《女牛仔之死》
，据剧院研究人员称，这是白
俄罗斯儿童戏剧的首批作品之
一。有趣的事实揭示了Bya du lya
鲜为人知的方面，这证明了他
的“纳森尼夫斯基”环境，我
们在《白俄罗斯戏剧史》（第
一卷，《启蒙》，1983年）中找
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作家于
1912年底移居维尔纽斯，在那里
担任出版公司Nasha Niva报纸的

秘书。1913年1月27日，维尔纽
斯白俄罗斯音乐与戏剧圈首次
向观众展示了“帕夫林卡”，这
是扬卡·库帕拉的两幕表演中的
舞台形象”。此外，作者特别受
邀参加自圣彼得堡的聚会。维尔
纽斯白俄罗斯人为他提供了带有
雕刻的金表。第二次首演，更完
美，于1914年2月14日在彼得堡
举行，主角是圣彼得堡·帕夫林
卡、女星帕夫利娜·梅德尔卡。
然后，在“我们的领域”工作的
雅库布·科拉斯和Zmitrok Bya
dulya都对白俄罗斯在维尔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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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行了评论。他的最后一场演
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维尔纽斯于1915年9月上旬被德
国军队占领）是同年1月25日由
Vincent Dunin-Martsinkevich制
作的Zalety。扬卡·库帕拉对作
品《我们的领域》进行了详尽的
评论。此外，白俄罗斯作家Zm
itrok Bya du lya笔中的小角色——
木匠Mordka——一个当时已经很
出名的小镇的犹太工匠，首次出
现在舞台上。他的观察力和对生
活的深刻了解有助于创造出一个
经典形象。根据扬卡·库帕拉的
说法，这个角色引起了“让人流
泪的真诚笑声”。好吧，这不是
奇迹吗？经典著作讲述了一位如
此不寻常角色中的经典老友！

我们对Bya du lya作品中的“剧
院页面”的类似关注是有道
理的。这些笔记的作者之一
瓦伦蒂娜于1995年为她的论文
《Zmitrok Bya du lya和白俄罗斯
剧院》进行答辩。在白俄罗斯
国家科学院艺术研究所，人种
学和民俗学研究所举行的答辩
上，Bya du lya的儿子也是受邀
嘉宾。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
会上，Efim Samuilovich再次感
谢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对其
父亲创作遗产的鲜为人知的关
注。他本人承认Zmitrok Bya du
lya非常重视戏剧创作，他一直
为创建专业剧院而奋斗。实际
上，尤其是在20年代上半叶，

他是撰写有关BDT-1的主要评
论家之一。这是一项有意义的
评论，他表达了人民的历史和
文化传统。他特别写了有关战
斗片的文章，还分析了国内戏
剧。如果在1921年导演兼剧作
家Evstigney Mirovich成为白俄罗
斯国家学术剧院的艺术总监，
且Zmitrok Bya du lya进入剧院的
艺术委员会，那么与他一起工
作的人将是约瑟夫·迪洛（作
家，公众人物）和利奥波德·
罗德维奇（作家，剧作家）。
再后来Zmitrok Bya du lya发生了
一场命运游戏！莎士比亚的著
名观点认为生命就是剧院，而
人就是演员们，这并不能得到证
实。一切都变了，以至于在战争

年代遥远的乌拉尔斯克，白俄罗
斯剧院之一维捷布斯克的BDT-2
于11月初被迫撤离。顺便说一
句，Zmitrok Bya du lya在战前曾
在其中讲话。当他突然离开家乡
去世时，正是那些白俄罗斯人在
哈萨克小镇举行了葬礼（现在的
哈萨克人改名为阿拉尔）。Efim 
Plavnik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了这一点，分享了他生动的童年
印象：毕竟，那时他7岁。Efim 
Plavnik回忆说：“大约80年前，
我父亲被埋葬了。我记得维捷布
斯克剧院的葬礼：他被疏散到了
乌拉尔斯克。我记得所有的细
节，都像是戏剧表演。棺材在一
座高公墓中的基座上，顺着台阶

朝他走去。棺材被一块红色的布
拉着。我爬着那些小的楼梯，要
告别父亲。总的来说，周围的气
氛就像平常一样平静。”
您可以理解这样的惯例：战
争、遥远的边疆、陌生人。人
们如何看待一位其儿子变成孤
儿的白俄罗斯著名作家？Efim 
Plavnik失去亲人的痛苦已经过
去了，他并不认为当前的“行
动”令人沮丧。他对参与将父
亲遗体转移到白俄罗斯的所有
人表示无尽的感谢，特别是
Alexander Sapege。他前往阿
拉尔，并积极处理与获得必要
的许可证和批准，拆除古迹、
挖掘遗体并将其运送到白俄
罗斯有关的所有问题（法医检

查、SES、机场、海关等等），
白俄罗斯代办瑞士Pavel Matsu
kevich说道。Alexander和Pavel在
新闻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所有
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展示了图
片，可以在文学博物馆的网站
上观看这些照片。他们还非常
感激白俄罗斯在洛桑的名誉领
事，由于他的财政支持，该项
目正在顺利实施中。他们谈论
了关于举行纪念仪式的阿拉尔
教堂的明智建议：在公墓中建
立纪念标，以纪念Zmitrok Bya
du lya。
白俄罗斯文学史国家博物馆
是玛利亚·玛格达莱纳·拉
兹威尔基金会的感兴趣的合作

在文学博物馆的新闻发布会上 埃菲姆•普拉夫尼克和他的妻子在博物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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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该基金会以各种方式为
实施该遗迹修复项目做出了贡
献，这些记者聚集在“启蒙大
厅”中，这样就能够强调作者
的形象特征。在博物馆的大厅
里，有一个小型展览专门为纪
念Zmitrok Bya du lya：书籍、信
件、照片和个人物品。博物馆
馆长Mikhail Rybakov还是新闻
发布会的主持人。他说：现在
有大约80处与纪念Zmitrok Bya
du lya有关的展品已投入资金。
博物馆的明斯克分支机构“白
俄罗斯之家”位于Rabkorovs
kaya Street 19（该分支机构由
Tatyana Loboda管理）中，他
记得Zmitrok Bya du lya是他的著
名人物之一。从1915年到1918

年，他与Renée和Genaia姐妹
一起住在那里，在那里收容了
一名患有开放型结核病的病人
马克西姆·博格达诺维奇。这
位诗人从那里去雅尔塔接受治
疗，在其25岁于1917年去世。
如您所见，白俄罗斯历史、
文化和文学的重要时刻与纪
念Zmitrok Bya du lya交织在一
起。在新闻发布会前夕，文学
博物馆在媒体上发送的简短信
息包含了以下重要而公正的观
点：“纪念Zmitrok Bya du lya对
白俄罗斯文化，文学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他的遗体重返
故土是对白俄罗斯人民向他光
荣儿子的致敬。”博物馆工作

人员还提醒说，Samuil Plavnik
于1886年4月23日出生在Logo
isk区的Posadets村-距明斯克70
公里。他选择了自己的创意
笔名——Zmitrok Byadulya，
与扬卡·库帕拉一起在报纸
《Nasha Niva》中工作，后来
在白俄罗斯的Savetskaya他担任
儿童杂志Zorki和当地历史出版
物Our Land的编辑。他从事意
第绪语和乌克兰语翻译，自
1934年以来一直是苏联作家
联盟的成员。他被授予劳动
红旗勋章。顺便说一下，我
们在乌拉尔斯克-阿拉尔探险
队的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中看
到了他：存放在当地的当地
传说博物馆中。

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在那里，
而不在明斯克？这是苏联时期
发生的。Zmitrok Bya du lya博
物馆没有在白俄罗斯出现，
仅在哈萨克斯坦的Uralsk-Aral
博览会出现过。在一次创意会
议上，作家Ales Badak向笔记
的作者之一提出了建议：在苏
联时期，Zmitrok Bya du lya的
妻子将珍贵的展品转移到了乌
拉尔的传说博物馆。它们的命
运是什么？然后，我——Ivan 
Zhda novich在2017年胜利日前
夕写信给我的哈萨克斯坦同
事。我请他问一下：乌拉尔斯
克的Zmitrok Bya du lya的墓碑是
否整齐，白俄罗斯当地人对此

是否了解？作家的博览会在哪
里？然后，通过互联网，我得
知在乌拉尔斯克有一个白俄罗
斯民族文化中心“格拉玛达”
，由Mikhail Belyaev领导。不幸
的是，没有收到哈萨克斯坦的
答复。但是Alexander Sapega和
Pavel Matsukevich抽时间参观了
当地传说博物馆，并与当地的
白俄罗斯人会面。这在海边拍
摄的照片中也很明显。我相信
这些联系仍将继续。
由此得出结论。这就是宏伟的
生活游戏的发展方式。现在在
Samuel Plavnik出生的同一地
点，我们的好朋友——Raisa 
Timofeevna Ploshchuk住在那
里。她来自俄罗斯伏尔加河地
区，更确切地说，来自鞑靼坦
共和国，来自那里的老信徒一
家。这个女孩去了莫斯科，遇
到了她的爱人，那个勇敢的小
伙瓦西里把她带到了乌克兰西
部。坐落在德涅斯特美丽的马
蹄铁上的扎卢什基市，她一直
梦想着这一天。而Raisa Timo
feevna后来搬到了白俄罗斯的
永久住所：靠近她的儿子和
女儿，后者定居在明斯克。当
Raisa Timofeevna从Posadets得
知白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时，她
自己的名义纪念Zmitrok Bya
du lya。本地学校以前曾经有一
个小博物馆，但学校关闭后即
被解散。Raisa Timofeevna在明
斯克了解到该活动时，表示希
望参加。我们在那方面帮助了
她。现在，随着天气转暖，发
烧友准备与文学博物馆和作家
之子合作。我们正计划在Posa
dets开会，以便检查所有现场
情况。地方当局，Logoisk地区
的管理层也支持乡村积极人士
的此类措施。
Zmitrok Bya du lya的遗体何时将
被重新埋葬仍然未知。但是，
我们希望一切能很快准备就
绪。届时我们将告诉读者们结
果。
伊万和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战前的出版物在博物馆展览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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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之 前 ， 公
众们还在等待
在扬卡·库帕
拉剧院上映的
《图腾》，这
部话剧是尼古

拉·皮尼金三十年前创作的，
但由于禁令，这部话剧一直没
有被公映，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次上映象征着新时代的开
始。在剧院准备首映式的时
候，导演皮尼金接受了我们的
采访，我们在一起讨论了现代
话剧、白俄罗斯，当然还有《
图腾》。 
“尼古拉用您的话说，“剧
院应起到弘扬民族文化的作
用。” 现代的白俄罗斯剧院
也肩负着这种任务吗？” 
“导演或艺术总监会告诉我们
该怎么做。我自己和库帕洛夫
斯基剧院都肩负这样的使命，

自从剧院建成以来，文化部建
议我们用白俄罗斯语演奏30 %
的曲目，每天晚上，我们的舞
台节目中都有白俄罗斯语，库
帕洛夫斯基剧院几乎是唯一的
选择。” 
“在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曲目
中，现代白俄罗斯戏剧的比例
没有那么高——如何提高白俄
罗斯戏剧的比例?” 
“白俄罗斯剧作家不用白俄罗
斯语写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对俄罗斯市场更感兴趣。我几
乎读了他们写的所有东西，但
对我来说，戏剧的质量比作者
用的语言更重要。尽管这样，
在我们剧院上演了根据安德鲁
斯·戈瓦特和佩尔希的小说改
编的戏剧，还有帕维尔的戏剧
《乌拉杰》，这是一部非常现
代的作品。我们重新整理了很
多白俄罗斯经典作品，我认为

尼古拉·皮尼金:

美妙而富
有诗意的
白俄罗斯

库帕洛夫斯基剧院的著
名导演、艺术总监尼古
拉·皮尼金今年有70场
演出，其中有些演出将
在恩格斯大街上演。他
的这些演出非常火爆，
这次第100场次的演出
将在扬卡·库帕拉国家
剧院上演，这个剧院是
白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剧
院之一。 不久前，皮
尼金还在这里举行了新
话剧《卡拉尔里拉》的
首映礼，这次演出在观
众中引起了很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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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可以满足现代剧院的需求。马克西姆·格
列茨基的《灵魂之歌》，它表明了白俄罗斯人
是有两面性的，西方的和东方的。米兹克维奇
的《潘塔德沃什》，他在戏剧中提到了维尔纽
斯、明斯克和维莱克，并提醒我们，我们是列
特温人。” 
“《卡拉尔里拉》和我们的议程有什么关系?” 
“首先，尤尔卡·加夫鲁克的翻译工作很出
色，他在1960年代负责我们剧院的文学工作，
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八年宝贵时间内，由于禁止
回国，他在俄罗斯北部四处迁徙。在20世纪30
年代，他比其他人更早被定罪，否则他可能和
其他人一样会被枪毙。如果不是斯大林对马林
科夫说：“听着，留下一些人吧，让他们做邮
差、管家、司机，总得有人留下来”，那么科
拉斯和库帕拉本来可能会被枪毙了。” 
“人类的本质在几个世纪内都没有改变，白俄
罗斯人和其他国家总是有共同的问题。立陶宛
才华横溢的导演艾蒙塔斯·纳克罗斯只导演过
一次，这一次成为经典，在他那个时代，他是
民族的代表。” 
“我们不做任何与当代无关的事情。库帕洛
夫斯基剧院使用率达98％，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是最好的，这说明白俄罗斯人对这些感兴
趣。我非常希望出现一部很酷的现代剧，如果
有灵感的话，我会写的。一般来说，为了发展
我们的戏剧，白俄罗斯语需要从幼儿园开始学
习，成为通用语言，让政府了解它的价值，然
后在市场中就会出现。” 
“那你会写些什么呢?你认为剧院应该解决哪
些时代问题?” 
“莎士比亚说过，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我想
说的是，在社会和国家面前，我对了解人民的灵
魂很感兴趣。有必要谈谈我们与邻居的不同之
处，例如：在我的《图腾》中，主角不是有白
俄罗斯意识的扬卡·兹多尼克，而是尼基塔·
兹诺萨克。白俄罗斯人必须拥有藏起来的粮食
才能生存:如果领土是由瑞典，德国或俄罗斯军
队统治的，该如何抵抗？“你是谁?“白俄罗斯
原住民，没错，如果你把自己叫做俄国人或波
兰人，那是谎言。这既是对国家的侮辱，也是对
生存的侮辱。当然，也有英雄，每个人都记得柯
斯丘什科起义，以及发生在1830年至1863年的24
次起义。但总的来说，白俄罗斯民族幸存下来是
因为他们对入侵的抵抗。当我在艺术学院学习的
时候，我们被派往格卢博基地区种土豆。我们跑
到湖边，有个老人在放牛。我们问：“爷爷，湖
中有鱼么？他们游到哪里了？”我们等了一天都
没有鱼上钩。我们去找爷爷争论：“爷爷，您说
这里有鱼，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的

是白俄罗斯灵魂的关键：老爷爷没有争辩，他最
终说:“好吧，或许没有鱼。 我们该如何对待鱼
呢?” 随后我们转身就走了。 
白俄罗斯语的问题也困扰着我。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这里只
有一所白俄罗斯语的学校，农村当然会说白俄
罗斯语，在明斯克，67 %的人口是犹太人。库
帕拉和科洛斯只能求助于村民，为什么他们不
建造学校项目，而是建造了乡村项目。是时候
结束了，还原真相。是时候让波兰立陶宛公国
的历史重现，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真相，一段被
俄罗斯帝国摧毁的历史。 
“你的意思是说当代剧院有必要揭示白俄罗斯
的精神。” 
“正是如此，为什么《孔雀》和我们一起走了
76年，而大厅总是座无缺席，因为它拥有人民
的灵魂。在苏联时期，该剧被删除了，它的剧
本叫《绅士的历史》。这是一个关于士绅的
戏：帕夫林卡神父即近70公顷的土地。此外，
他们是天主教徒，但被强行皈依了东正教：“
随着这座斯普兰教堂的建造，希望我们的兄弟
不要再压迫我们了。”简而言之，我们的整个
历史、意识、身份及其形成方式，我们的英
雄、敌人、叛徒，这些东西剧院应该感兴趣，
然后白俄罗斯的形象就会形成。” 
“在亚丝明·雷扎的戏剧《塔勒伦纳斯》中，
你增加了结局，传达了一个相当明确的信息，
即因为欧洲的宽容，伊斯兰教徒会遍布欧洲。
你认为这对白俄罗斯很重要吗?” 
“这问题对白俄罗斯来说并不像对西欧那么重
要，但对我们来说也可能发生。我是在讽刺宽
容，宽容会不断帮助其他文明侵蚀本民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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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宽容必须有度。我爱巴黎，但今天
的巴黎街道可不太平，很多地方法国人自己都
不会去，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去其他城市工
作。欧洲文明正处于毁灭的危险之中，我不明
白西欧领导人为什么会这样，当他们承担痛苦
时，他们会说，“请便”。” 
“你认为白俄罗斯人是宽容的吗?” 
“白俄罗斯人是宽容的，因为他们建立的国家
在很长时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欧洲大学
正在研究立陶宛大公国的法律。维托斯的命令
很简单:缴纳税款，随心所欲地生活，可以建
造犹太教堂或清真寺。他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因为国家很富有。犹太人称维托斯为立陶宛的
基拉，类似于皇帝，他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 
例如，在战争之前，我们许多人还知道意第绪
语。 我们不好战，因为有许多民族，语言和宗
教存在于这里。” 
“在您看来，谈到白俄罗斯的灵魂，苏联的遗
产是外部的还是本民族的？”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融合了，但是听着，犹太
人聚集在以色列，甚至复活了一种死去的希伯
来语。当然，苏联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白俄罗
斯领土上的三千零五个定居点被更名为五月，
列宁等。我曾经导演过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
弗里尔的作品，我们的命运与爱尔兰人的命运
非常相似。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剧集，讲述了英
国人如何将其爱尔兰人的名字改为英语，并引
发了叛乱，因为这些名字是民族的灵魂。“
审计员”也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
代，赫鲁晓夫来到这里，他说白俄罗斯越早学
会俄语，他就能越早建立共产主义。俄罗斯
前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迪纳斯基曾经说
过:“白俄罗斯的标志开始出现了吗?”碰巧的
是，白俄罗斯没有精英，因为很多人在起义中
被杀，维尔纽斯大学在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下关
闭，然后镇压也来了，白俄罗斯就被取代了。

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个。但这正在发生，我们
能想象说白俄罗斯语会成为一种时尚吗?渐渐
地，一切都回来了，不被干扰，而是帮助，因
为语言和文化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你认为今天的文化能维持多久?” 
“一切都非常简单：必须有当局的配合。顺便
说一句，在美国，没有文化部，但是有一部法
律规定从事文化事业的人缴纳较低的税。此
外，在社会上，他们是更受人尊敬的人，我们
把文化理解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捐助者知
道他们的帮助不会得到赏识。在纽约大都会歌
剧院的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洛
克菲勒给了多少多少钱，某某某给了多少钱，
而下面也同样会写上“七年级学生乔给了10美
元。你看，通过支持文化，他们创造了一个国
家，这意味着人们不会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会
为这个国家努力。我在爱沙尼亚的朋友说，他
们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没有说他打算在文化
上投入多少预算，之后他就败选了。小国必须
意识到，正是因为文化支撑了国家的存在。但
布莱希特也说:“首先是面包，然后是道德。”
这也没错，首先是繁荣，然后是戏剧。” 
“库帕洛夫斯基计划再制作一部《图腾》。
你的第一部作品已经有30年了——在这段时间
里，白俄罗斯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吗?” 
“这部戏于1926年首次上演，并立即被拍摄出
来。一段时间以来，库帕拉根本就没来过我们
的剧院，他不知道清洗、囚禁和屠杀已经开始
了。不幸的是，这部戏很重要，而且在灾难发
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具有意义。毕竟，白俄
罗斯介于拜占庭和拉丁之间，有着不同的宗
教、伦理和行为准则。 因此，尼基塔·兹诺萨
克幸免于难，但即便如此又如何呢？” 
“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不，当然不是，但我个人理解。如同布莱希特
在伽利略传中写道：“一个国家没有英雄真可

戏剧《李尔王》 戏剧《小城中的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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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不！一个国家需要英雄真可悲。”我非常
不想再演《图腾》了，我几乎是被观众和朋友们
强迫的。当白俄罗斯还没有独立的时候，我在中
央剧院对面的中央建筑上放了一面苏联国旗，但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必须改变。这在导演的生命中
只发生过一次，要重演一遍，您需要回到那个时
代：大多数白俄罗斯人不知道独立是什么，为什
么独立，突然间被禁止的库帕拉的戏剧可以演出
了。这部戏上演了16年，然后就被取消了，但是
在库帕拉斯基禁止演出是一个有力的故事。然后
我意识到，在过去的30年里，有好几代人从未读
过《图腾》，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来剧院观看。” 
“首映后发生了什么？ 您能形容一下《图腾》
这部戏在1990年代初的成功吗？” 
“这无法形容。 诗人尼尔·吉列维奇拥抱我
说：“真棒，这是你做过的最聪明的事。”不
是因为我很好，而是因为艺术家们都失声了，
突然间，我是第一个说出来的人。90年代不会
再重现，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一年。我知道
不同版本的《图腾》会被进行比较，但我已经
准备好了。” 
“你说过你在某个时候感觉像白俄罗斯人。成
为白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 
在圣彼得堡工作时，我感觉自己像白俄罗斯
人-这是俄罗斯最欧洲化的城市，但心态上的
差异对我来说仍然很明显。当我在俄罗斯剧
院当演员时，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朋友来
找我。他对我说：“我不太理解你们白俄罗斯
人。” 我说：“怎么了？”“坐公共交通的
时候，没人说话。”“那应该怎么做？”“
你来这里，如果太独树一帜，可能会挨揍”
。白俄罗斯是美妙而诗意的国家，但被别的东
西影响了这个国家，宗教被摧毁了，村庄里没
有教堂。人们过去常说，“面对这样会感到羞
耻”, 但现在没有人有羞愧感了。 

艾琳娜·科特洛维奇 

《海鸥》

扩大成员地理范围
库帕拉剧院和陶格夫匹尔斯剧院签署了
合作协议

扬卡•库帕拉国家模范剧院正在扩大巡回演
出的地理范围。 2月5日，文化机构领导与
拉脱维亚最古老的专业剧院之一——陶格
夫匹尔斯签署了合作协议。
仪式在大剧院的壁炉室举行。库帕拉剧院
的总裁保罗•拉图什科的总导演和陶格夫匹
尔斯剧院院长签署了文件。 库帕拉剧院的
艺术总监尼古拉•平尼金和拉脱维亚共和国
驻白俄罗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埃纳尔斯•
赛曼尼斯见证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我们很荣幸与拉脱维亚最古老的专业
剧院之一签署合作协议，该剧院已有165年
的历史。我们的剧院已有100年历史了。保
罗•拉图什科说，我们将继续巡回演出，并
与邻国的剧院建立友谊带。——今年我们
已经在维尔纽斯演出了《钦差大臣》，我
们在莫斯科演出了《丰收》。 3月19日在
陶格夫匹尔斯还展示了《钦差大臣》。同
样，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我们计划在华
沙、卢布林和基辅巡演。
4月16日，明斯克的陶格夫匹尔斯剧院将放
映塑性戏剧《亲密关系》。白俄罗斯人已
经在2018年的莫吉廖夫Mart.cantact音乐
节上见到了她，结果该表演被观众投票评
为最佳。
我们想用肢体语言展示一个哲学寓意。不
同国籍的人都可以理解演出，——总导演
奥列格•沙波斯尼科夫说。——对我们来
说，这是剧院发展的一大步。通过这项合
作，我们将能够向本地居民展示白俄罗斯
的表演。许多不同国籍的人都居住在陶格
夫匹尔斯，包括白俄罗斯人，他们将有兴
趣结识白俄罗斯戏剧艺术。对于陶格夫匹
尔斯剧院，与库帕拉剧院合作协议的签署
不仅是文化活动，而且是历史性活动。由
于剧院是区域性的，并不总是具有突破城
市和乡村的能力。
剧院之间的合作不仅涉及交流之旅，还涉
及文化合作的发展，联合创意项目将组织
和实施节日庆典、比赛、音乐会、经验交
流，包括培训人员、举办大师班和讲座。
今天，库帕拉剧院与数十个国家的剧院合
作。 仅去年一年，库帕拉人就在国内外展
示了400多场演出。

维多利亚•阿塞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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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才能使人
心满意足

高中时，我就读于国立美容学
校。除了礼节和时装表演外，
我们还学习跳舞华尔兹舞。尽
管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还记
得那个巨大的舞蹈厅，周围环
绕着镜子。一，二，三，一，
二，三：年轻的女孩们——未
来将成为各类“小姐”称号的
人，与假想的舞伴一起绕过大

厅。这种感觉很神奇！想象自
己是一位公主,令人垂涎，温
柔,就像风一般的人……的确,
每个人旋转起来都不容易。
女孩腿部动作有时不协调。如
果不会跳华尔兹舞，那是件多
么尴尬的事啊！ 
我从音乐学校毕业后，在节奏
方面我没有问题。因此，我天
真的相信与真正的绅士结伴会
轻易征服他和听众。但是，我
并没有想吸引观众：我所有的
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和准备

考试上。但是经过了很多年，
我还是和一个女性朋友结成了
一对：我们俩都想学习如何跳
交谊舞，而舞蹈学校的男性发
烧友并不多。音乐响起，我向
前走去，她向后退，然后我们
迷茫了，一遍又一遍……总的
来说，我和她一起跳了几个
月，然后放弃了这项艰巨的任
务。如果有真正的男性舞伴，
一定会好一些……
我的女儿对交谊舞表现出极大
的兴趣。再次出现了舞伴的问

所有人都在跳舞！
关于世界文化传统如何成为现代人消磨时间的方式的思考——在线形式

在“Suvorov-Cadet舞会上，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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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必须帮她。 “去
哪里给她找舞伴？”我问教
练。“到处都是，”他简短
而坚定地回答。我不得不打电
话给朋友，问朋友和朋友的朋
友。我记得在夏天，我带着微
笑，像一只鸡舍周围的狐狸一
样，在我们家附近的操场上密
切注视着运动场上的男孩。“
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做什么
吗？也许你喜欢跳舞？你住在
哪里？”我可以想象，如果他
父母发现一个陌生女人跟儿子
如此说话，他们会怎么想。但
是该怎么办？正如他们所说，
伴侣不会凭空出现，并且有很
多女孩希望能够穿着鲜艳动人
的服装优美地跳动有节奏的音
乐。一切都是因为刻板印象，
好像跳舞并没有使男孩勇敢。
当然打架或踢足舞会是另一回
事。因此，我们每个男孩都会
去一些体育课。那么我就在互
联网上找我要找的人：我张贴
了关于为女儿寻找伴侣的广
告。幸运的是，马克西姆的母
亲和我一样坚信，男孩的成长
应该是全面的。构成一个勇敢
的年轻人的不是纹身的数量，
而是能够正确地展现自己，与
异性进行勇敢的交流，优美地
移动，而不是站在角落里，紧
张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

所有女性朋友
都成双成对
对交谊舞的兴趣在白俄罗斯迅
速增长。根据网上消息，最早
的舞会是2000年举行的，现在
国家毕业生舞会每年夏天都在
举行，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
统每次都参与。每年，他都
会熟练地与最优秀的毕业生
交流，从而为年轻人树立榜
样。而在2018年，首届国家
青年舞会在独立宫举行，国
家元首与玛丽亚·瓦西里耶维
奇——2018年白俄罗斯小姐共
舞。莫斯科大剧院的莫斯科大

剧院新年舞会也是一个盛大的
活动，参与者需要在几个月内
做好准备：他们缝制衣服，排
练舞蹈，学习舞会礼节……今
年冬天，即1月13日至14日晚
上。歌剧庆典的组织者为客人
们提供了一个大型节目：奏着
波兰舞曲，然后演奏了华尔兹
和带有淡淡玛祖卡的音乐。正
如预期的那样，该过程是由舞
蹈大师领导的。对于那些尚未
完全掌握舞蹈知识，受到束缚
的人，为他们提供了即兴的舞
池。他们可以在互动过程中教
授舞蹈步骤。
在首都，穿着旧服装的舞蹈艺
术爱好者被吸引了过去。2012
年，第一届慈善宫舞会在涅斯
维日城堡举行。它的组织者
试图复兴慈善贵族舞会的传
统，整个夜晚在宫殿宽敞的
大厅墙壁上（金色大厅，剧
院，Getman，Hunter等），
华尔兹国王约翰·施特劳斯
的音乐响起，有舞会赛和主
题沙龙，各种节目和各种美食
应有尽有。在米尔城堡举行了
圣诞节假面舞会。我们主办了
Suvorov-Cadet舞会、独特“权
力的游戏”舞会、布列斯特爱
乐乐团的军官舞会……
去年12月28日，第一届维也纳
舞会在独立宫举行，为此，每
个人都作了精心准备。年轻参
与者（三百人！）在多个阶
段通过了严格的筛选。他们
选出了最好的参与者：专业
竞赛和各种科学与实践会议
的优胜者；特别基金数据库
中列出的有才华的青年、最
好的运动员、最活跃的志愿
者。毕竟，参加这样的活动
不仅是光荣的，而且是肩负
责任的使命，白俄罗斯的舞
会应该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列
出的维也纳舞会的高标准。
那天晚上大家都在跳舞！外
交官，高级官员，当然还有
总统。

在欧洲锦标赛期间与“Univers” 

团队的合作。索契，2018年。

共和国比赛“明斯克的秋天”， 2015年。

世界杯比赛。德国，2015年。

“后背挺直！把肩胛骨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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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模式
参加舞会始终是一种特权，但
是与过去的几个世纪不同，现
在有了媒体，我们有机会“监
视”那里的一切。从视频来
看，我认为现代舞会与以前
的舞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向
组织者致敬：他们创造了一种
与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厅尽可能
相似的氛围。参与者本身是不
同的：他们穿着精致的服装，

以完全现代的步态来回走
动，女士们在各个拍照
区摆姿势拍照。现代
舞会和旧舞会有什么

区别？为何我们开始将双人
舞与古典音乐的传统恢复呢？
舞会会像年轻人的迪斯科舞会
一样流行吗？为了讨论这一问
题，我邀请了白俄罗斯国家交
谊舞团体表演的成员之一马克
西姆·尤什凯维奇。
让我们定义一个概念：在我们
的舞会上，人们并没有跳我们
在锦标赛上看到的形式舞蹈。
而是桑巴舞、恰恰恰、伦巴
舞、快步舞、狐步舞等等。但
是出于历史考虑，我同意，玛
祖卡舞、加沃特舞曲、波兰舞
曲、华尔兹舞曲、波尔卡舞曲
可以称为现代交谊舞的先驱。
那么，为什么有些舞蹈被遗忘
了，而有些又重生了？

他 们 只 是 走 了 不
同 的 发 展 道
路。Jive，paso
doble等已成为
一项运动项目（
顺便说一句，运
动交谊舞计划列
入奥林匹克运动
项目）。波尔卡
舞，波兰舞和现
在他们在服装舞
会上跳的舞十分壮
观。我认为，参加
这样的活动，比起
社交网络、撰写长
篇文章、聊天是更好
的选择。
之前为了写一封信花
了多少时间！笔没墨
了还要蘸墨水，以前
的手写信简直是艺术
品！
之前人们也提前为舞
会做充分准备：制作
一套特别的衣服，买
一些符合其品味的装
饰品……舞会上没有
普通的穿着。当然，
您知道以前腰必须束
紧。因此，那个时候
由于服装导致摔倒是我
们可以理解的（笑）。

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舞
会。首先，您必须与教练进行
练习。人应该从几岁开始学习
跳交谊舞？
我建议从5-6岁开始。年幼的
孩子很难走路，我本人从5岁
开始接受训练。父母希望我锻
炼身体，多运动。但是由于父
亲是一名运动员，并且知道受
伤的原因，他们决定将我送去
练习交谊舞。伴随体育锻炼。
与舞伴的互动我有自己的独到
之处。当然独自跳舞要容易得
多。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具有
运动元素的艺术。
当时作为一名五岁的孩子，您
喜欢跳舞吗？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开始的，但
是我的父母说他们离开了运动
生涯，说教练是一只猴子。爸
爸强迫我练舞。然后我开始赢
得共和国冠军，我大约9到10
岁，我去立陶宛参加第一次国
际比赛时，我记得我马上进入
了决赛，那时我已经很喜欢它
了。在普通比赛中，只是为自
己赢得积分，但是在这里，我
可以为国家赢得荣誉。这时的
情绪是截然不同的。
哪次胜利让你感到最自豪？
太多了……但是，也许我会注
意到我的舞队在2014年世界杯
比赛上的表现：获得了第四
名。
您说爸爸强迫您这样做。而我
注意到，现在许多父亲不希望
自己的儿子“扭转臀部”……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人们
通常说：“跳舞会让男人女
性化。”那些没有参与过跳
舞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的玄
机。男孩跳舞不仅使他在身
体上发展，而且在情感上解
放了。例如，我本人在童
年时代就很内向：不与人交
流、害羞。而在舞蹈中，可
以通过动作表达情感。并非
每个人都能成功展现自己的
内心世界。看看现代的青少
年：弯腰驼背。我知道即使



41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吸引

是25岁的男孩，有些仍然
不敢与女孩见面。通常是因
为他们在童年时期没有做任
何事情。但在这里，您想要
或您不想要，必须与舞伴沟
通，支持她，并在执行舞蹈
过程中承担责任。你要带领
女舞伴。跳舞会产生多少
困难啊！如果一对夫妇不学
习如何感觉，互助，相辅相
成，他们根本无法跳舞。能
够感觉，了解伴侣真的对人
生有害吗？每个人都需要听
音乐、节奏。此外，交谊舞
作为公共场合一种交友的手
段，那有什么不好的呢？而
且除了跳舞之外你还能做其
他事情，例如，我去汽车建
模厂工作了五年。然后，由
于时间不足，我不得不牺牲
自己的爱好——跳舞。但这
已经是我有意识的选择。
我知道一个小男孩因为在学校
被嘲笑而离开跳舞的故事……
他们也嘲笑我，但我是一个冷
静，我试图忽略它。我们必须
能够承受压力。顺便说一下，
这也是很好的心态锻炼。必须

承认，生活中的压力不仅会因
为交谊舞而引起。
正如著名歌曲所说，“王子很
少，不适合每个人”。我必须
承认，当比赛在欧洲很受欢迎
时，我很惊讶，那里只有女孩
子成对跳舞。可以摆脱舞伴短
缺的情况吗？
在那里成立了整个女孩团体，
该地区资金充裕。当我作为一
个明斯克俱乐部的比赛的评
委，看到一对舞伴只有女孩
时，我也感到惊讶。我知道每
个人都想跳舞。但是，在我看
来，有必要努力吸引年轻人。
告诉他们跳舞，表演的好处。
在这里，现代的化妆舞会在这
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
里，勇敢的绅士与女士们翩翩
起舞。也许年轻人最终会说：
能跳华尔兹的感觉很酷，这很
男子气。
您认为现代舞会是一种新的时
尚趋势吗？
我不知道，但我不介意这种时
尚仍在流行。用了双关语很抱
歉。它确实非常美丽，壮观，
在美学上令人愉悦……人将永

远被美丽吸引。而且，我再说
一次，这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好
方法。当我被要求在白俄罗斯
国家青年剧院上演三种舞蹈（
华尔兹舞、波兰舞曲和马祖卡
舞）时，新年时在那里有一个
地区舞会，我和以前从未跳舞
过的高中生一起工作。您应
该已经看过这些面孔！激动
的、酷炫的舞会装束。明斯克
Pervomaisky区的管理部门、
来宾、校长和学校教师参加了
活动。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准
备展示一幅美丽的同步图像。
我认为舞会就应该是这样！年
轻人不要离开家门，只是为了
在最近的快餐店见面并边喝啤
酒边聊天。舞蹈是休闲的一种
好方式，可以提高文化水平。
这里是新朋友，是真实的，请
注意，不是虚拟的。而且，在
我看来，我重申一遍，这是社
交网络的一种有价值的替代选
择。毕竟，现实交流是无法被
替代的。你同意吗？

爱丽丝·冈格。
作者的照片，来自马克西姆.

尤什科维奇的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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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阿拉·鲍里索夫娜，您作为
一名艺术收藏家和一位热心肠
的人，所做的事在很多方面都
与明斯克有关。 为什么这样
做呢？ ‘是因为责任？’还
是因为谢安·苏蒂纳、施拉
格•洽夫纳……？”
“你可以这么说……五年前，
即2015年，在明斯克举行了一
次重大的活动——国际科学实
践会议‘解读苏蒂纳’，来自
欧洲多个国家的研究“巴黎画
派”的著名学者们参阐述了自
己的观点。 其中也包括来自
法国的。由于某些原因，我
受邀成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
之一。实际上，我们只是负责
解决会议组织者们提出的委托
或要求。在那之前，我从来就
不知道‘巴黎画派’这么专业
的事。尽管我也比较了解20世
纪初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
洲艺术史。没错，谢安·苏蒂
纳与莫迪里阿尼的友谊众所周
知，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一直
喜欢作为画家的他。实际上，
谢安·苏蒂纳是一位来自明斯
克斯米洛维奇镇的法国裔犹太
艺术家，这是我和我的诸位同
胞们一同发现的。谢安·苏蒂
纳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以百万美元的价格拍

卖！令人惊奇的是，斯米洛维
奇镇是‘巴黎画派’另一位代
表施拉格·洽夫纳的出生地。
他的后裔来自法国、俄罗斯和
以色列，他们也参加了2015年
的会议。就在那时，我们与他
的孙子伊夫·杜拉克建立了密
切的联系，去年12月他第三次
访问了明斯克和斯米洛维奇，
这次他的女儿与他一起来了，
他的女儿第一次访问她的故
乡。” 
“从您的主观角度来看，谢
安·苏蒂纳的作品是否足够广

泛地展示了白俄罗斯、明斯克
或是斯米洛维奇镇？ 还是其
他的什么？”
“在我看来，正如您所说的那
样，主观上讲，近年来，我们
在研究那些曾经离开家乡并在
白俄罗斯以外赢得声誉的艺术
家，在研究他们作品德尔创造
背景方面取得了真正的突破。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致力于研究
谢安·苏蒂纳和其他艺术家在
白俄罗斯发迹史的人。他是一
名外交官，曾在巴黎担任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白俄罗斯代
表，他是白俄罗斯‘巴黎画
派’的研究者，他叫弗拉迪米
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谢斯塔
尼。我们相识于2010年，那时
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白
俄罗斯巴黎画派的艺术家》，
发布会在白俄罗斯加里宁街5
号的‘图书沙龙’进行。” 
“借助‘图书沙龙’，公共和
私人出版商有了许多的展示空
间，并向明斯克人介绍了许多
图书……” 
“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那时
付出了很多心血，2008年，他
在明斯克州切尔文区的斯米洛
维奇城市儿童艺术中心开设了
一个专门介绍谢安·苏蒂纳的
展览，该展览后来发展成为该

阿拉•兹米耶娃	
的热情与坚韧
阿拉·兹米耶娃是科学世界出版社的负责人、艺术文化项目总监、策展人、白俄罗斯国际
博物馆理事会成员。长期以来，她一直致力于收集那些被遗忘的艺术家们的事迹，这些艺
术家不仅包括白俄罗斯，而且也有欧洲的乃至是整个世界的。我们与阿拉·鲍里索夫娜的
对话涉及艺术和各个先驱教育家，那些让我们感兴趣并铭记的、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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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纪念博物馆。当然，
博物馆的建立，要归功于热心
爱好者、当地历史学家、老师
和儿童艺术中心负责人的努
力。在那些年里，弗拉迪米
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影响了
白俄罗斯天然气银行管理层
的决定，让他们决定购买白
俄罗斯巴黎画派艺术家的作品
来收藏。当然，当时银行的收
藏中还没有谢安·苏蒂纳的作
品。之后银行收藏的作品在白
俄罗斯国家艺术博物馆举行了
展览，并公布了他们的藏品清
单。 
这个系列后来在维尔纽斯展
出。我们的立陶宛同事非常关
注巴黎画派的活动，因为众所
周知，在20世纪初，即这些艺
术家开始创作的时期，俄罗
斯西部地区的年轻人在维尔
纽斯的绘画学校接受了美术
教育。因此，立陶宛人对此
也很感兴趣……我本人也多
次在印有苏蒂纳作品的签名
板上看到：‘……我于1893
年出生在立陶宛维尔纳。’
经过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博物
馆在内的专家的努力，纳杰
日达·米哈伊洛夫娜·乌索
夫在斯米洛维奇创建了‘谢
安•苏蒂纳空间’博物馆的概
念，关于谢安·苏蒂纳和其
他艺术家出生地点的正名正
在走司法程序。目前，白俄罗
斯天然气银行收藏了两幅苏蒂
纳的作品。他们说这些是白俄
罗斯最昂贵的艺术品。 在银
行的艺术画廊中将永久展览给
公众。纪录片几乎是针对所有
艺术家拍摄的，而不仅仅是一
部关于艺术家夏加尔和洽夫纳
的电影。 
“近年来，您为论证拉格•洽
夫纳的家乡是白俄罗斯做了
很多工作。您能告诉我一些
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事情吗?他
在白俄罗斯出名吗？ 您认为
还可以做些什么来推广这位
画家的家乡？”

“让我们从对施拉格•洽夫纳
作品展的热情开始，这个展
览在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博物
馆的游客中取得了的巨大成
功，展览一直持续到2月底。
与这位艺术家的继承人的合
作已经进行了许多年。 
斯米洛维奇的博物馆已不再
只是纪念博物馆，现已成为
功能齐全的艺术博物馆，在
2015年展览了画家的原作。
然后，由于我的同事尤里·
阿布杜拉赫马诺夫对施拉格•
洽夫纳的性格和艺术创造力
的深入研究，施拉格•洽夫纳
的继承人相信他们父亲和祖
父的名字将被首都的专家和
家乡斯米洛维奇得到荣誉的
认定。他们向‘谢安•苏蒂
纳空间’博物馆捐赠了施拉
格•洽夫纳的原作和几件私人
物品，以创建一个单独的“
洽夫纳展厅”来展览他的作
品。当然，这一举动将斯米
洛维奇的博物馆提升了一个
全新的高度。 可以说，到目
前为止，该博物馆已成为白
俄罗斯地图上的旅游景点，
有数条游览路线。现在，游
客可以在明斯克和斯米洛维
奇欣赏施拉格•洽夫纳的作

品。今天在白俄罗斯国家
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通向光
明——施拉格•洽夫纳’作品
展，展览了艺术家创作的60
件作品。该项目的主要策展
人为艺术家诞辰120周年做
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出版
展览名录以及以俄语和法语
出版施拉格•洽夫纳的回忆
录。《菲比什•施拉格•洽夫
纳：苏蒂纳、斯米洛维奇和
我》回忆录已在科学世界出
版社出版，并在最近的第二
十七届明斯克国际书展上展
出。这是由洽夫纳的女儿芬
莉莲·杜拉克·洽夫纳所翻
译的第一本在白俄罗斯出版
的回忆录。这本翻译版的回
忆录里有许多翻译者的注释
和艺术家作品插图和档案照
片。博物馆展览的作品，它
们来自A-100公司收藏的作
品，НХМ基金会和‘谢安•
苏蒂纳空间’博物馆收藏的
作品，以及私人藏品。多亏
了我们巴黎大使馆的参与，
我们从艺术家的继承人那里
购买了施拉格•洽夫纳的一系
列艺术品。 
“夏加尔、苏蒂纳、洽夫
纳……巴黎画派还有其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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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斯科•斯科里纳以“艺术、书籍、艺术书籍500年”为主题的展览上。 

明斯克艺术宫，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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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有关的画家吗?，以
流行语来说，在白俄罗斯如
何‘推广’？” 
“2018年秋天，‘白俄罗斯蒙
帕纳斯大师’展在国家历史博
物馆举行。我是该项目的策展
人和作者。多年来，我一直在
研究‘巴黎画派’，我发现了
一些艺术家的名字，他们以前
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
一。例如，米哈伊尔·基金，
他1892年出生在戈梅利，就读
于明斯克的雅各布·克鲁格艺
术学校。他与谢安•苏蒂纳在
1909年相识，并一起前往维尔
纳学习，然后移居巴黎。与收
藏家交流时，我首先看到了来
自格罗德诺的艺术家奥西普·
柳比奇的原作，后来由尤里·
阿卜杜拉赫马诺夫娜介绍在巴
黎认识了他的女儿。总的来
说，我从我的同事和收藏家那
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当我在拍
卖会上看到有趣且我能负担得
起的作品时，我自己也会购买
它。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我所
知道的巴黎画派的所有艺术家
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的原因。
结果一共有八个人：施拉格•
洽夫纳、奥西普·卢比奇、奥
西普·萨金、马克·夏加尔、
叶夫根尼·扎克、米哈伊尔·
基金、毕胡斯·克雷曼和罗
伯特·格宁。 这些并不是全
部。但是在我们的展览中，我
们发布了一个展品清单，并且
与私人收藏家的合作取得了成
功，许多人为参加施拉格•洽
夫纳的展览提供了他们的收藏
品。 
“在与美术有关的组织工作
中，也有在明斯克地区进行推
广的经验。 您会继续这这么
做吗？”
“是的，在2015年和2016年，
我们进行了几次‘苏蒂纳空
间’的系列巡展。有一次，一
位来自立陶宛的艺术家在斯米
洛维奇建立了一个艺术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活

动，但代价高昂。我有一些有
趣的想法，我想与那些有机会
组织此类活动的人们分享这些
想法。作为策展人，我计划在
米尔城堡为法国艺术家举行一
场露天的展览，但这是项巨大
的工程……” 
“虽然离明斯克市区不远。 
打个比方，为什么不把涅斯维
日城堡和米尔城堡的展览联合
起来，吸引那些有趣的艺术家
们注意呢?
“在我看来，这有可能……” 
“我们能否谈谈白俄罗斯各地
方的艺术流派吗？ 您能做些
什么来为明斯克的著名艺术家
正名吗?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
是作为策展人：我看到有很多
好的东西可以用来做有趣的展
览。第二，作为白俄罗斯国际
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我们有
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开发计划，
目前为止，它们主要面向的是
少数爱好者。像斯米洛维奇
的‘谢安•苏蒂纳空间’博物
馆或切斯拉夫·内曼俱乐部-
博物馆这样成功的案例并不
多。这样的事并不常见，并不
是每年都有。 对我来说很明
显，我需要在斯卢茨克设立一
个乔治·史克里普尼琴科作品
的画廊。但是并没人支持我的
这个想法。 虽然，在斯卢茨
克，你可以很轻易地建立一个
现代艺术博物馆。萨丁学校的
毕业生——著名的画家弗拉基
米尔·阿库洛夫在那里工作，
更不用说弗拉基米尔·特塞勒
也来自斯卢茨克。” 
“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给当地
的艺术史学家吗?”
“我希望当地的艺术史学家能
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坚持
不懈，有许多有趣的事等待着
你们去发现！ 如果你们需要
帮助，专业的帮助，请告诉
我。我想我们总会找到专家
的。” 

对基里尔·拉杜科的访谈施拉格•莎勒菲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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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 阿列斯·尼古拉耶维奇，我知道您与明斯克
州结亲了。您在乌兹登有一个夏日别墅是吗？您
经常去那里吗？请告诉我们您如何“落脚”这个
地方。 
—我觉得“别墅”一词与没有深厚历史的人为产
生的事物相关联：他们分配了建造房屋的土地，
布置了小花园。夏日生机勃勃，而冬天死气沉
沉。由于我的妻子，我与明斯克地区建立了联
系：母亲、祖父母、姑妈。曾经有过一所房子供
她的亲戚住。这所房子是旧的，还是战前建的，
但是里面的许多东西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带有
古老的印记。这就是为什么它引人注意。我在90年
代中期第一次到那个地方，从那时起我每年5月至
10月和假日的一些时间都会去几次。我不喜欢杂草
丛生的花园，我爱我的西红柿、黄瓜、樱桃、李
子、苹果，所以我有足够的工作。附近还有一片
森林，纽曼河。反正总有可以放松的地方。 
—您知道乌兹登的文学史吗？从这些地方巴夫留
克·特鲁斯、孔德拉特·克拉比瓦、阿列斯·亚
基莫维奇、格列不卡、利迪亚·阿拉贝……
—当然了，在这方面，乌兹登是一块独特的土
地：它为世界孕育了如此多的天才！而且还有亚
历山大·帕尔切夫斯基和瓦西里·希尔科都是从
那里走出去的。 
—没有在乌兹登市与读者交流吗？ 
—作为作家，我只拜访过一次乌兹登寄宿学校，
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于我的邻居，老实
说，我从不想躲藏（在村子里，也许是躲藏）或
向他们做关于我的创造性活动的广告。我在写一
些东西——好吧，我们和他们不谈论文学，而是
谈论冰雹和天气。聆听他们总是很有趣，因为天
生的农民智慧是如此宝贵！那里的人非常友善、
真  诚、勤奋，我真想想念我的同乡。 
—也许您在乌兹登的这些地方写了一些东西？ 
—一部长诗“石头”。这个村庄被称为石头村，
因此从名称中甚至可以看到某种联系。还有一些
诗句收在我最近的集子《发展与永恒》中，以及
关于它们的评论文章，在最后一节。之前我写过

一整套有关植物、动物、鸟类的书籍《关于一
切》，那里就有很多插图，包括乌兹登的照片，
甚至是我硕果累累的花园的照片。 
—您以作家身份在别墅工作，还是花更多的时间
在园子里做农活儿？ 
—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事实是我是一个“单
向”，我将自己的灵魂专注在一个工作桌面上。
当我开始在明斯克居住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的文笔都没有像我在布列斯特州利雅霍维奇区
的土尔基村那样好了。而现在没有任何地方能像
我在明斯克的公寓里所写的那样清楚。但是，这
无关什么特殊条件。比如我回到家，我想与母
亲、兄弟尽可能多地交谈，帮他们做点儿什么，
但最后只是在村庄里走走，看看生活改变了，看
看村民。灵魂不是为了创造而配置的，而是为了
完全不同的东西而配置的。石头村的情况也是如
此：有了一分钟的空闲——想去森林或河边。另
一件事是所谓的“准备过程”——思考什么情
节，图像，——它随处可见。 
—您给乌兹登人带书吗？在那些地方如何阅读？ 
—我在石头村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首先，
我是一个读书爱好者，明斯克公寓里的所有书
架都堵塞很久了；其次，有一段时间——90年代
初——每个人都急于购买侦探、科幻小说，并为
了一分钱便将经典书籍转卖给二手书店。那时候
我买了很多书，没有真正考虑是否是日常需要。
在花园里工作过后，很高兴能在盖尔斯沃西堆放
后展开，并在窗外宜人的鸟叫声下阅读几页。 
—如何将您的乌兹登的“避难所”与您的本地利
雅霍维奇进行比较？ 
—无论您与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如何，无论那里
的景观多么壮观，祖国的生活都再亲爱不过了。
这是无可比拟的。一个在好的家庭中长大的正常
人永远不会把他的母亲与另一个女人作比较。在
我看来，他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类的
爱有不同色彩，就像每个人和每个修道院一样，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爱着。 

谢尔盖·希科讲述 

从土耳其人到神户人
阿列斯·达巴克的名字在现代白俄罗斯文学中广为人知。他是散文
作家、诗人、儿童作家、公关、翻译……而且还是出版社“ 文学小
说”的负责人。个性极富创造力，是共和党文学奖“金丘比特” 
和独联体奖“联邦之星”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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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卫艺术家、世界上第一位至上主义建
筑师、第一位生态建筑宣言的作者和
著名创意组织《新艺术开拓者》的创
始人之一拉扎尔•希克尔出生于1904

年2月29日的维捷布斯克。后与马克·夏加
尔、米思吉斯拉夫·多布任斯基、拉扎尔·利
西茨基和卡吉米拉·马列维奇一起在民间工艺
学校学习艺术。他15岁的时候，在1920年2月
成为了《新艺术开拓者》成员之一，该组织在
全球范围为白俄罗斯带来了荣耀。他16岁那年
主持了建筑工艺学校，从此一生致力于建筑。
“我的父亲在白俄罗斯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预感房顶绿化是建造

房屋的需要，而不取决于海平面。他甚至设计
出好像可以在其中居住的太空住宅。”建筑师
兼设计师马克·希克尔在国家美术馆的展览开
幕式上说。
在国家主要博物馆举行的展览中展示了拉扎
尔•希克尔的至上主义早期作品以及他的未来
主义空间和环保城市的设计。例如，飞行城
市、花园城市、空间站和定居点的项目。希克
尔家族亲自为展览选定了作品。
是 的 ， 白 俄 罗 斯 国 家 艺 术 博 物 馆 与 项
目#UNOVIS100框架下的白俄罗斯犹太文化遗产
中心一起，举办了国家首次大型回顾展，展出
了这位杰出的前卫艺术家、世界上第一位至上

明斯克首次举办了世袭建筑师拉扎尔·希克尔的原创作品展览，	
后者是设计未来城市的设计师。展览被称为《百年后理解我们》。

从至高无上的作品

到未来的城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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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筑师拉扎尔·希克尔，以纪念其美术协
会《新艺术开拓者》成立100周年。
这位艺术家的话被定为《百年后理解我们》展
览的名称，反映了该项目的概念——希克尔的
创新思想是如何超前的。使用1920年的海报《
相交线》并非偶然。由希克尔的手或享誉全球
的“主题标签”创造的至高无上的格子是希克
尔经过创造性搜索后从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中
衍生出来的元素。井号标签也是在IT领域中的
引用，而白俄罗斯今天以IT领域而闻名。
拉扎尔·希克尔家族收藏的约一百件作品、独
特的《新艺术开拓者》文件、“感觉数字”公
司和“80级”建筑工作室的增强现实技术创造
了这个项目，使希克尔的飞行城市得以栩栩如
生，此外以艺术家的至高无上和空间为主题的
动画以及希克尔关于生活和工作的幻想小说 《
至上主义革命》创造了广阔的视角。展览按时
间顺序展示了拉扎尔·希克尔的不同时期——
从15岁男孩的早期作品、1920年代初期的至高
无上系列到1930年代的建筑和生态未来项目。
该项目使白俄罗斯大众第一次接触到杰出建筑
师的独特遗产，并且还进行了以揭示白俄罗斯
艺术文化中名为《著名和未知》的展览。
维捷布斯克发明的至上主义后来成为世界建筑
和设计趋势的基础。但是直到最近，只有博学
多才的艺术评论家才谈到《新艺术开拓者》及
其才华横溢的参与者的重要性。这是片面的，
于是明斯克举行了展览。
拉扎尔·希克尔是世袭建筑师；他的父亲还设
计了房屋。 14岁那年，马克·夏加尔违反规
定将他带到他的民俗艺术学校。
“夏加尔于1973年来到圣彼得堡，遇见了他的
父亲。他们想起维捷布斯克，但他们害怕去那
里——到被彻底摧毁的维捷布斯克，到一个全
新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什么都没留下。他们
都老了，怕心脏无法承受”，拉扎尔·希克尔
同是建筑师的儿子马克说。

1973年，他参与了夏加尔和父亲的会面。他
说，他们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里聊天。
“有趣的是，夏加尔在见到父亲时说：“拉扎
尔，你真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为什么要成
为建筑师。”然后他补充道：“拉扎尔，我非
常感谢你，你总是保护我免受马列维奇这个家
伙的侵害。”马克回忆道：“当两个眼睛如此
灼热的人互相看着时，真是太神奇了。”
关于马列维奇，据他说，拉扎尔·希克尔很尊
重他，几乎被视为弥赛亚。从没听过叫他的
姓，只有卡吉米拉·马列维奇。
“他帮助他成为了建筑师，并尝试通过介绍他
的老师尼科尔斯基来挽救他——他是一位著名
的教授，在列宁格勒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父亲

拉扎尔·希克尔称自己为“
艺术家-建筑师”，后来添加
了绰号“科幻小说”，以提
及他的艺术和建筑的主要特
征之一：视觉。至高无上的
结构在太空中漂浮的景象，
最初是作为地球人的空间站
出现于他在1920年至1921年

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捷布斯
克时期的作品中，后来出现
在他于1920年代中期构想的
未来城市中。
希尔克的建筑才能在早期就
得到认可，首先是他在1926
年广受工人俱乐部的赞誉，
该俱乐部在历史上曾是世

界上第一个至上主义建筑组
织。实际上，从与伊莱姆·
利西茨基合作开始，从平面
至上主义过渡到三维，希尔
克不仅成为第一位，而且是
唯一的至上主义建筑师。他
认为，前卫的建筑源于这种
现代的绘画系统。

至上主义建筑师创造力的精髓

儿子讲述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马克•希德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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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介绍了马列维奇，然后他们试图让马列维
奇在土木工程师研究所讲课。令人惊讶的是：
在维捷布斯克，有15-16岁的青少年理解并爱
着他，但这些圣彼得堡的学生却不理解他。进
行了三堂课以后他们开始不满：他在告诉我们
什么？！马列维奇未能在研究所立足”，拉扎
尔·希克尔的儿子说。
在希克尔的明斯克展览开幕时，艺术家的孙女
伊冯娜·马列维奇也来到了。她承认觉得被冒
犯，自己的杰出亲戚只是与黑帮有联系，并回
顾说，事实上，太空房的想法——建筑——属
于卡齐米尔·马列维奇。
“抱歉，我要这么说，但是大师是马列维奇。
他开始在维捷布斯克做建筑和建筑师。当希尔

克尔来到马列维奇时，他只有14岁——实际上
是一个男孩……还有《新艺术开拓者》——那
是不仅是艺术上的革命，也是建筑上的革命，
二十世纪的所有未来建筑都始于维捷布斯克，
马列维奇在这里开始建造他的建筑——供未来
将要生活在太空中的人们居住的房屋”，伊万
娜·马列维奇说。
但是无论如何，由希克尔领导的《新艺术开拓
者》，甚至设法实施了几个至高无上的项目，
而他的一些想法现在才得以体现。
希克尔在1920年代初期（加加林飞行40年前）
绘制了太空中的住所草图。他还进行了一个航
空项目，如支柱城市和其他许多他自己定义的
未来城市。

直到4月中旬，白
俄罗斯国家美术馆
才会首次展出至上
主义作品和由约瑟
夫·夏加尔和马列
维奇的学生拉扎
尔·希德克尔创建
的约一百年前的未
来城市项目。

什么时候可以议论一番

展览会，有趣的年轻人它们是什么样的未来城市？



49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艺术

白俄罗斯犹太文化遗产中心的创始人玛雅·卡
兹尼尔森说：“很难说出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
灵感——他们可能成为了一些有远见的人，那
一堆才华横溢的能量，到了那时才出现在维捷
布斯克。”
拉扎尔的儿子马克·希克尔回忆道，现代项目
已经发展起来了，其中包括至上主义、偏爱简
单的形式和极简主义，并承认他和儿子现在正在
着眼于他父亲的未来主义思想而开发多个项目。
“我和我的儿子正在建设桥梁城市——所谓的
城市桥梁，应该保护城区免受洪水的侵害。也
就是说，它将是立在柱子上的建筑物，在紧急
情况下可以抗灾和保护人民”，马克·希克尔
说，本质上描述了他父亲的“支柱城市”。
此外，在明斯克的展览上，人们几乎可以在这
样的支柱城市中徘徊——组织者提供了这样的
机会。使参观者可以亲身体验20世纪初发明的
21世纪思想的相关性。
拉扎尔·希克尔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在1930年
代实施了他的多个至上主义项目。包括一个拥
有深思熟虑的基础设施的社交城市。马克·希
克尔回忆说，他的父亲一直认为建筑是最人性
化的职业，其主旨是首先考虑一个人及其舒适
的生活。
“在我看来，至上主义在当今极为重要，因为
世界是零散的。您可能会在这里感受到它。我
们尤其在西方，在根本没有统一性的情况下，
无论是在政治上、在职业上，还是在世界上都
没有统一，我们感到如此。对生态和建筑的态
度，无论它是什么，世界都非常分散，这个世
界的小片段彼此非常敌对。而至上主义是一个
普遍系统，一个普遍世界的哲学，是对我们

是一个世界并且我们与自然之间有联系的理
解。“这样的观点是必要的。 过去曾说过，
美丽将拯救世界，但在我看来，至上主义将拯
救世界。”——拉扎尔的儿媳妇李佳娜·希克
尔在明斯克展览的开幕式上指出。
马克·希克尔承认，白俄罗斯专家对博览会的
形成方式印象深刻。当他父亲的作品在巴黎蓬
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展出时，他不得不长
时间向当地专家解释如何最好地展示作品。在
明斯克，一切都不同：
“作品是如何分组的，如何悬挂的，空间是如
何组织的——是在较高的专业水平上完成的。
因此，我要感谢官方能够正确放置这些相当复
杂、有时难以理解的作品并使公众正确理解这
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正如我父亲所
说，卡齐米尔·塞韦里亚诺维奇（马列维奇）
对此感到高兴。”马克·希克尔在国家美术馆
的展览开幕式上说。
明斯克展出的作品是该家族的财产，这是希克
尔设法保留的独特档案。这份档案幸免于列宁
格勒的可怕洪水、斯大林大清洗、战争和封
锁，直到现在，公众对祖国《新艺术开拓者》
的历史仍是兴趣淡薄。
“我想引述伊万娜·马列维奇的话，《新艺术
开拓者》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的财
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需要
的东西。在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前，一切都会保
留下来。维捷布斯克民俗艺术学校历史博物馆
馆长安德烈·杜霍夫尼科夫表示：“二十世纪
前卫的主题在包括年轻艺术家的支持下得到了
新的发展。”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作品

重要的是要抓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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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印佳表情呆滞。当我选皮革手链
时，我从侧面观察了她。我看到
了我的同事是如何不能把她的眼
睛从收藏家主人的洋娃娃身上移
开。
她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在布鲁日
市的一家小商店里，这位不讲英
语的老荷兰老板无法解释。顺便
一提，收藏家主人一个叫“奥尔
加”的洋娃娃在由石头、皮革、
黏土、玻璃和织物制成的各种小
饰品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它的亮点非常明显。似乎是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洋
娃娃穿着她的雪白透明连衣裙，
裹着淡粉红色的足尖鞋，很不
错。印佳说，我的上帝说，我喜
欢这个芭蕾舞演员：她里面有那
么多的纯洁，渴望，温柔……所
以一定要买，我告诉她，你不会
后悔的。她离开商店，我想，没
有我印佳可以更容易做出决定，
因为独家娃娃并不便宜。

来自布鲁日的客人

几分钟后，我的同伴带着一个盒
子从商店飞了出来。她很高兴，
并以彩虹般的心情感染了我。我
们在西弗拉芒中心的比利时布

维卡为什么沉默

在任何时代，女性都爱娃娃。我不希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留给心理学家们吧。我只为您讲述我们女主人公关于
娃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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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日漫步，布鲁日是多么美
丽的城市。我们欣赏它的建
筑、运河，并享受鹅卵石的
拍打声。在城市里骑着马，
载着许多游客。看来，我们
是从中世纪布鲁塞尔游览而
来的，当时我们是在欧洲议
会进行新闻实习的，那里是
现代布鲁塞尔。有人告诉我
们，这里的街道和房屋今天
看起来像是几个世纪前。布
鲁日有数千座文化古迹。
我们回到带着洋娃娃印佳那
里。在我看来，她只是花部
分精力欣赏这座城市。印佳
时不时看着盒子，看着透明
包装里的娃娃脸，高兴地叹
着气说：我很高兴买到它，
奥尔加就像我的灵魂……
晚上在布鲁塞尔的旅馆房间
里，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件
事，即在我们的苏联童年时
期，玩具，尤其是昂贵的独
家娃娃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我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小城
镇Volchansk的本地人，他是
在一个收入很低的家庭中长
大的。印佳虽然来自明斯克，
但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她购
买昂贵的玩具。她回忆起自己
是如何缝制布洋娃娃的，就
像一个富裕家庭的阿拉的女
友一样，迫切地希望有一个
洋娃娃。这很有趣，但是现
在娃娃很流行，女孩们也很
喜欢。我们谈到了这一点。
我还记得我的小无性裸体娃
娃。我为她缝衣服。我甚至
记得我是用旧窗帘设计的芭
蕾舞短裙，用黑色毛绒设计
的皮草背心，甚至是七分
裤，也就是今天流行的七分
裤。我如何为自己裸露的双
腿没有弯曲感到遗憾。而且
我不能忘记爪子被蹭破的小
熊玩具，它是我的祖母Kateri
na Maksimovna带来的。有16
个同学知道我小时候有多少
玩具，他们举起一只白色的
泰迪熊。那时候真是太好了！

那天晚上，印佳和我俩都明
白了为什么我们俩一生都想
把玩具甚至送给成年朋友：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俩都补
偿了自己童年的生活。例
如，印佳在侄女五岁或六岁
的时候给侄女赠送了一个古
塔胶娃娃，在她的学生时
代，她买了一个娃娃花了一
半的奖学金。她说，这是来
自德国的漂亮娃娃戈茨，这
是当时许多苏联女孩梦寐以
求的东西。如今，在喜欢古
老玩具的人的个人收藏中可
以看到这种洋娃娃、熊、古
董。白俄罗斯的玩具大师工
作坊也在逐年增加。对于某
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业余爱
好，但有人会因为他的热情
而成为手工艺者，并将自己
喜欢的业务变成一种职业（
请参阅第页）。
顺便说一句，去年夏天，在涅
斯维日Panna Doll’ya的宫殿
乐团小展览厅里举办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展览。它是由艺
术家、许多国际木偶比赛Na
dezhda Tsiganovskaya的评审
团策展人组织的。展览收集了
一百多件作品，所有展出的娃
娃都是唯一的。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性格、情绪，这体现在面

与洋娃娃交流也是一种温柔的对话。

这个故事的名字
是虚构的，因为
它的主角就生活
在我们周围。当
然，关于娃娃的

故事只是一部
分。它——有关
不同的人，有关
他们的关系、他
们的能力、欢喜
和悲伤，或是与

外界隔绝的沉
沦。还有关于他
们一生中有价值
的东西，以及他
们完全漠不关心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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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情上。那时候我以为奥尔
加·英吉纳也会在这里占有一
席之地。
是的，随后印佳和我一样，赠
予别人娃娃。
“最后你宠坏了自己”，我在
一个难忘的布鲁塞尔晚上告诉
她。在此我们平静下来，祝彼
此晚安。第二天，我们在等待
去巴黎的一日游，第二天我们
回到了明斯克。

偶像与图腾

当我遇到印佳时，我总是问她
来自布鲁日的客人过得如何。
有一次我和与她相识的人应邀
来参观，我参观了印佳的收
藏，并在一个开朗的小丑和另
一个可爱的作家的娃娃Dina的
陪衬下拍了一张芭蕾舞女演员
的照片。我记得我们甚至是怎
么想的：他们说芭蕾舞女演员

是否嫉妒小丑。他们得出的结
论是，我们来自布鲁日的客人
非常友好。在她的灵魂灵性世
界和无条件的爱中，没有嫉妒
之类的东西。用她的话说，碰
到奥尔加的任何人都会注意到
印佳，她注意到了她的快乐角
色。而且，印佳的挚爱侄女维
卡完全爱上了这个洋娃娃，要
求印佳将她的芭蕾舞演员“遗
赠”给她。印佳答应了。当
然，这种交谈是幽默的，众
所周知，每个笑话都一定有
令人发笑的原因。而且，正
如印佳向我承认的那样，她
越来越多地考虑给侄女一个
洋娃娃，这对她来说是一种
昂贵的生物，正如她所说的
那样，它是“活着的”，就
好像它在教会人们伸出援助
之手和彼此相处。这是奥尔
加娃娃在印佳家中扮演的一
种图腾角色。

岁月流逝。我从朋友那里听说
印佳曾去过某个地方：要么去
维尔纽斯读书，要么去伦敦读
书。我不时回忆起她和奥尔
加。无论是随身带走还是留
在家里……我都在考虑一个事
实，那就是芭蕾舞女演员的衣
服早已尘土飞扬。

奥尔加如何被撞坏

最近，在旧的新年过后，在
离我们所在的出版社不远的
地方，我遇到了印佳。尽管
我们不是朋友，但在一次会
议上，彼此欣喜若狂，互相
拥抱。学习后，印佳回到了
她以前的工作地点，她的家
庭生活一切都很好。正如她
所说，身体抱恙，需要“修
复”，我突然意识到：印佳
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
者，年轻时就受伤了。她还
没有进行复杂的心脏手术。
当然，我无法抗拒地问：奥尔
加过得怎么样？印佳微笑中闪
着泪。她打开手中的袋子说：
给你看一下。
恐怖！在袋子的底部，我看到
一个破损的奥尔加。头是分开
的，躯干和手臂也都分离了，
一只腿被打碎了。粘在上面的
尘土飞扬的衣服被撕下了……
印佳面带微笑，显然她已经承
受了压力。我看着这种故意破
坏的痕迹落下了眼泪。感觉如
此之痛，仿佛一个粗暴的短道
速滑运动员在我的灵魂中穿
行。而且，当我回想起我们那
次的见面时，我的心仍在痛。
是谁？怎么发生的？为什么？
印佳下班后回答了我的问题。
她煮咖啡，以某种方式非常平
静地告诉了奥尔加娃娃发生了
什么事：
“前几天我庆祝我的生日。我
的家人聚在一起。侄女莱斯和
丈夫、女儿也来了。我们共进
晚餐，聊天，听音乐。在某个
时候，我想：我要把娃娃通过

瓦
伦

蒂
娜

·
日

单
诺

维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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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交给维卡。谁知道这期间
会发生什么……第二天，莱斯
打电话给我说：我出车祸了，
洋娃娃撞坏了……还好侄女一
切都好，只有车子损坏了，还
有奥尔加……没关系”，印佳
继续说：
“哦，瓦伦蒂娜，我甚至没
有想到维卡可能不喜欢这
双尘土飞扬的衣服和娃娃脚
尖上剥落的鞋底。后来我发
现，洋娃娃的手指上有一个
小小的皱纹，一只眼睛没有
纤毛。总的来说，我的奥尔
加对我来说仍然就像刚得到
她头几天一样好。还继续把她
放在朋友们（其他玩具）的旁
边。当我发现维卡如此轻易地
拒绝了这样的洋娃娃时，我得
出了结论。是的，在她看来，
她并不知道我的奥尔加洋娃娃
是一件像艺术品那样的东西。
它们的发明不是为了儿童游
戏，而是为了思考，欣赏和收
藏。我甚至无法预测维卡抱着
奥尔加的手会说：‘我为什么
需要这样的娃娃。’这就是娃
娃的全部故事。我的奥尔加将
不再有奇迹。我感觉奥尔加摔
坏了，就像我自己的灵魂被摔
坏了一样……”

不要怪罪，
不要生气
印因独白之后，我一言不发。
我承认，我比我朋友更难过。
但是没什么好说的。如果问心
理学家这样的问题：谁是对
的？谁是错的？他们当然会
说：没有对与错。这个故事
中的每个人都尽他所能。维
卡成年了，她早就不是印佳
的小女孩了。此外，她们所生
活的道路也有所不同。生活就
是如此：近亲由于某种原因可
能会成为朋友，并停止交流。
我知道印佳根本不会受到维卡
的冒犯。她说，一旦维卡决定
如此，就这样吧。她自己也相

信：对她来说，娃娃的故事是
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们说，不
要迷恋事物，更不用说从它们
身上创造图腾了。过了一会儿
她告诉了我，她甚至取笑过自
己。她对娃娃的故事的理解还
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印佳从来
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发现细节
时自己如此受伤。我认为，原
因是与洋娃娃一起，对与维卡
的精神关系的信念破裂了，她
曾经与之紧密相连。她说：她
对我来说就女儿一样。
回顾这个故事时，我开始上
网。下面就是我所听到的。
当我问一位记者如何学会宽
恕时，一位受人尊敬的印度老
师Sadhguru回答了这个问题：
您是否想责怪某人？然后他推
理：为了原谅某人某事，您首
先需要使他有罪，对他发脾
气。因此，不要复杂化，对自
己说生活，为快乐而高兴。并
让每个人过自己认为合适的生
活。
因此，印佳尝试遵循明智的建
议。她不怪罪，也不发脾气，
因此她不期望宽恕任何人。她
没有人可以原谅。正如他们所
说，维卡……
但是……在我看来，了解印佳
以及她对侄女有多爱，并且这
种爱在行动中得到表达，维卡
可以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不同，
更柔和，更人性化的东西。打
电话说声谢谢。其实维卡根本
不需要这样的洋娃娃。为什么
家里没有人会想，把它物归原
主呢。但这只是我对维卡或其
他人应如何行事的想法。他们
中的任何一个可以理解奥尔
加对印佳来说有多重要吗？
维卡……也许她甚至想把洋
娃娃扔到地板上，或者把洋
娃娃在她身上挤压，我不知
道。印佳也不知道维卡将奥
尔加握在手中时的感觉……
除了维卡自己，没人知道。
她保持沉默。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对于那些不在乎我们的人

我们生活中对一个人及其行为的
定义经常不通过我们的个人判
断，而是通过别人的说法。每个
人都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来感受世
界。有时这使得人们很难真正了
解事情的真相，了解其他人及其
对我们的态度。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是我们害怕
面对恐惧，而恐惧有很多——我
们害怕被拒绝、拒绝别人，害怕
人们忘记我们，忽略我们的感
受。我们也害怕我们的亲戚和朋
友不再需要我们。
实际上，这是对死亡的经典恐
惧，是对未知的恐惧，这绝对影
响着所有人。这些恐惧通常是深
刻的、无意识的，并且具有极大
的破坏性。每个人都在家庭和社
会中扮演者自己的角色，从而可
能意识不到这些恐惧。
至于我们故事的女主人公，她有
着想让一切恢复往常的典型愿
望。这种愿望是在两个亲密的人
彼此分离之后产生的，尽管它不
是完全有意识的。令侄女理解她
的渴望，她仍然很珍惜，即使印
佳牺牲了一个对她非常有价值的
洋娃娃。
洋娃娃就像她自己一样！由于无
意识地害怕失去，印佳牺牲了自
己，为了向维卡明确表示她仍然
爱着她并珍惜她，她大胆地迈出
了自己被误解的恐惧的一步。而
且，不幸的是，她看到了别人对
自己的真实态度。她意识到了自
己仍然活在过去，对被爱的人感
到幻想。这是她克服无意识恐惧
的巨大胜利。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印佳对待生
活和与人相处的方法。她本人对所
发生的事情负责，而不是寻找替罪
羊。因为她在走自我发展道路，无
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看到最好
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印
佳更容易享受生活、感到快乐。毕
竟，（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和时间
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

叶莲娜·利赫塔诺维奇



故事续接上期，到本期结束。

我用余光看了一下三个朋
友。图拉站在窗边，用迷人
的眼神望着身着白衣的阿多
尼斯；米什里俯着身与其他
男孩和女孩玩纸牌，这些男
孩和女孩似乎是从印度版
《时尚》杂志里走出去的一
样；莉亚咯咯地笑着，拿着
她的酒杯，和一个有着似猫
一样眼睛的迷人年轻人喝着
酒，我有点嫉妒……我和许
多漂亮的年轻人一起欢笑、
聊天、跳舞，他们的手和眼
睛都很放肆，在酒精和性的
作用下微微摇摆……
仿佛灼热的金属刺穿了我的
胸膛，把我从迷雾中拉了出
来。我意识到这是我的银色
护身符，这是我母亲在阿杰
梅尔从圣徒法基拉那里得到
的护身符，她让我戴着它。
在某个时候，我不记得我在
哪里，为什么，甚至何时和
与谁在一起！我睡着了吗？
所以我感到如此失落和昏昏
欲睡——好像一切都没有发
生在我身上，明白吗？
我跌跌撞撞，试图控制这种
奇怪的感觉，仿佛我的灵魂
回到了自己的体内一样，感

觉我被我的双手搂住了。温
暖的嘴稍微移开了一点，然
后又深深地亲吻我，我感到
那迷雾又开始蔓延在我的周
围……
吻？！吻？！这个词震撼了我
沉睡的心灵，唤醒了它。护身
符在我胸前又热了起，这让我
喘不过气。我退后一步，死死
地看着那个抱着我的男人。很
帅，就像我今晚遇到的其他人
一样，但是是哪一个呢？我不
记得他的脸或名字，所以我到
底做了什么，让一个陌生人把
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我是怎
么从和我几乎不认识的人跳舞
变成亲吻陌生人的？这只是为
了……我内疚地看了看表，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次
我查的时候，是在我们来哈夫
利之前，大约是午夜12点。那
为什么是4点呢？还是……但
愿不是！“现在已经是第二天
凌晨四点了？！房间里高高的
窗户大约相当于一个迷你高尔
夫球场的大小，上面覆盖着厚
厚的锦缎窗帘，我向外面看什
么也看不见，所以我无法证实
这令人不安的怀疑。
我意识到我的头很晕，很不
舒服，嗓子很干。是喝了过
多的酒？还是其他更危险

的东西？那些我曾读到过的
为了在约会时强奸用的麻醉
剂的名字像龙卷风一样在我
脑海里闪过。我认为这很愚
蠢，我们都很愚蠢！我们欣
喜若狂，我们进入了蜘蛛的
巢穴，只是因为他看上去高
贵和富有，并称自己为纳瓦
布，除了他自己，谁知道呢!
我们没有车，没人知道我们
在哪里，如果我们的母亲们
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她们会
杀了我们——都是因为我们
无法抗拒美味的诱惑！
我很厌恶我舌头的这种感觉，
我试图与我的亲吻伴侣分
开——还有其他人么？我焦
急地想了想，他会怎么激烈地
表示抗议。然而，突然之间，
我感觉周围的泡沫开始破裂，
一种平静的、不自然的（现在
我想起来了）安静。有其他声
音突然进入我的脑海，声音升
高，一些重物掉在地板上，玻
璃破碎的声音，像是愤怒的尖
叫声，听起来像是米什里的尖
叫声！在背景中还有一个深沉
的、低沉的咆哮声，让人毛骨
悚然……
护身符再次显灵，让我分
心，转身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到英勇的的米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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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塔·巴哈杜尔
故事

一夜的尾随者



就在我身后，仿佛在一个洞
穴的另一头，房间很深邃而
且有柔软的沙发、彩色玻璃
桌和用宝石装饰的地毯。她
红着脸，衣衫不整，眼神迷
乱，似乎想要躲避那一群人
（据我估计有十二个人），
而其他人则在那里嘲笑着，
看热闹。我认出了其中一些
人——他们是我们最初认识
的人，当时他们令我们羡
慕、和这些老练的年轻人在
一起很愉快，当时我认为他
们机智、勇敢而又迷人，现
在突然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
看起来更加危险，不知怎么
的，他们从热情变成了冷
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和
某人打架吗？激怒了他们中
的一个或多个，也许是拒绝
了他们的求爱？所有的女孩
都去了哪里？不是有一群优
雅的、跳着舞的女孩吗?
我挣开搭档搂着我的手，朝
米希里走去，紧紧抓住她的
手，发出嘶嘶声，引起了她
的注意。她迅速转过身，注
视着我，充满深情、愤怒、
恐惧地看着我，“帕里，感
谢上帝！”她说，声音紧张
地颤抖。“他们不让我……”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一
边在她耳边小声说：“后
退！”，一边微笑地看着
她周围的人群。“哦，上
帝！”我模仿小女孩的声音
惊呼道，眨了眨眼睛，希望
这能奏效。“我很抱歉，伙
计们!我替米什里道歉。你们
要知道，现在已是凌晨4点，
当她犯困时，她会变成了一
个愤怒的怪物！我现在最好
就带她回家。你们谁能送我
们去？纳瓦布在哪里……”
那群人无视我，径直朝我们
走来。有趣的是，不知道
这是我的想象还是事实，他
们的眼睛真的在发红光？
天哪！不管你怎么看，这都
不好！当我最需要图拉和莉

亚的时候，她们消失了？大
概是和一个英俊的男人在一
起，和你一样！——我的良
心告诉我，我皱了皱眉头。
现在绝对不是自责的时候，
现在有更紧急的问题。就在
那一刻，我看到图拉和莉亚
惊恐地跑进了房间，显然是
在逃避追捕。当她们看到我
们时，她们尖叫着朝我们的
方向跑来，喊着我无法理解
的话，疯狂地做着我无法理
解的手势。
我们必须离开。我不知道在
这个里的每个人都发生了什
么，但我不喜欢这样。护身
符似乎也不喜欢。它一会亮
起并熄，就像短路了一样。
我的心脏快要爆裂了，手上
的鸡皮疙瘩使我感到自己像
是在沸腾大锅里的一只拔了
毛的鸡。我环顾四周，试图
从这群野蛮人里挤出来，他
们围得我们越来越近。当我
看到沙巴兹·汗从大房间另
一头进来时，我松了一口
气，他表情严肃，转过头来
仿佛正在寻找什么。
我用手抓住米什里，确保莉
亚和图拉（她俩现在离我们
仅一步之遥）能看到我们，
并指示他们向我们站的位置
退过来。他会的，他当然会
的；他向我们保证他会带我
们回家，对吧？我想开口叫
他，里亚却尖叫着:“不，
不，帕里！不要求助——不
要求助这里的任何人！”
我茫然地盯着她。她说不要
向他求救，这是什么意思？
她还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
是他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所
以显然，应该由他阻止这些
疯狂的人！但是在我做出决
定之前，我碰巧看了一眼图
拉。她似乎要被吓死了，眼
睛瞪的像盘子一样大大的，
脸色苍白得要命。“看看他
们的脚，帕里！”我听到了
她的嘀咕声，然后看向她指

着的地板方向。“他们的
腿！”
我看到了，我很困惑，很惊
讶。他们光着脚，所有这些
帅哥——为什么我以前没注
意到?当然，这和裸体是不一
样的!那图拉是什么意思？然
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腿
向后倾斜，脚跟在前面，脚
趾在后面！
瞬间我眼前一黑，我无法
理解自己所看到的。米什
里紧紧握着我的手，颤抖
地说：“哦，上帝！所有这
些！天哪、帕里，这到底是
怎么了？”
“嗯，这可能是一种外科矫
形手术的做法？”我试图找
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试图
遏制这种恐怖。
“什么？”她开始歇斯底里
地大笑，这让我很害怕，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这么
说。“矫形手术？是吗？吉
娜，你这个笨蛋！我们被困
在精灵之家了！没人告诉过
你那是他们的腿？”
然后一切都变糟了。突然，
沙巴兹·汗周围出现了一群
乌鸦。真是知人知面不知
心。我们颤抖并尖叫，当他
们的手指、指甲或是几颗牙
齿刺入发呆的图拉身上，
他们似乎是想把我们拖出
门外。伴随着可怕的笑声。
在我们前任主人的带领下，
红眼的怪物摘下了人类的面
具，沿着蜿蜒曲折的通道追
赶我们，在我们前进的道路
上仿佛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我们知道我们迷路了。我们
无法摆脱追逐我们的这群精
灵，他们痴迷于猎物，直到
他们厌倦这个游戏……
就在这时，护身符再次发
热，让我想起了它的存在。
我拼命地祈祷它能给我带来
什么，我摸到我借来的外套
上的缺口，突然醒悟，我知
道该怎么做了。我抓起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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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急忙撕开透明的包装，
拿出护身符，把它对准了我
们身后咆哮的人们。
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灼伤了
我的视网膜，有几秒钟我什
么也看不见，包括我的朋
友。我感觉她们就在我旁
边，我能听到她们沉重的呼
吸和心跳声。
下一秒钟，我感到自己被向
前推了一下，脸朝下趴在了
地上，当我爬起来后惊讶地
发现，我已身处豪宅围墙之
外湿冷的草地上了！莉亚、
图拉和米什里躺在我旁边喘
气。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可怕的锡色天空下，黎明即
将来临，我们难以置信地看
着面前那童话般的宫殿正消
失在一场狂怒的黑色漩涡
中。剩下的只是散落的黑砖
柱，它们曾经搭建了这座消
失的建筑。
我们谁都不记得那天糟糕的
马拉松似的长夜给我们留下
了什么，但在黎明时分，我
们在客厅的地毯上无拘无束
地跳了起来。我无法告诉你
我们站在那里互相拥抱了多
久。我们的牙齿颤抖着，好
像是乐队的打击乐器，我们
的身体在发抖，好像发烧了
一样。当我们回过神来的时
候，太阳已经足够高了，这
也使我们放松了下来。莉亚
毫无惧色地涂着睫毛膏，然
后去给我们泡了杯热茶，我
们坐在地板上喝茶，将巧克
力曲奇饼浸入茶中，让它融
化在我们的嘴里，我们用这
种方式获得愉悦，这也逐渐
使我们平复了心情。
就在我们满怀乐观地开始怀
疑这是不是一场可怕的集体
噩梦时，图拉拉开窗帘，阳
光照进来，她尖叫了一声，
茶杯掉在了地上。我们像
一群受惊的鹿一样跑到窗
前，看到一辆黄色的座驾停
在路上，闪闪发光，一尘

不染。甚至轮胎也像展厅里
的一样干净！钥匙就在引擎
盖上，使我们无法忽略它的
存在……我们跪在窗下哭诉
着，抓住对方的手，又一次
失去了冷静。我们意识到也
许上次我们逃过了一劫，但
是魔鬼想让我们知道，如果
他们想找到我们，他们是可
以……
那天晚上，我们把吉恩给的
衣服放在房子后的小阳台上
烧了，我把我的护身符挥舞
在火焰上，大声念出盖亚
特里的咒语，希望能驱赶恶
魔。周末的余下时间里，我
们躲在一间平房里，我们靠
从附近杂货店订购的面包、
奶酪、土豆华夫饼和巧克力
为生，所有这些都配着一桶
当地后劲十足的啤酒，醉酒
给了我们一定的勇气。
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与他
人分享的挑战，永远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
首先，尽管尚基利回来了，
但我们还是很快学会了如何
做饭。
其次，我们一辈子都会对海
德拉巴炒饭感到厌恶。
此事件对我们的友谊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我们成了终生
的朋友……因此，如你所
见，一直到现在……

在过去的25年中，像今天
一样，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
五晚上，邪恶、狡猾、红眼
的沙巴兹·汗都会在倾盆大
雨中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无
论我们在哪里：班加罗尔、
兰奇、孟买、德里……我们
已经尝试了一切，但都无济
于事。第一年，他差点把我
们捉住了，在我们一生的经
历中，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
的了，即使当图拉三岁的女
儿告诉她她喜欢幼儿园的性
爱时（我们差点都哭了，她
只是把“零食”一词发错了
音）。我们再也没有给他这
样的机会。
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
瞒着父母、兄弟姐妹、丈
夫和孩子（多年来一直是
这样），他们暗自相信我
们正在进行巫术崇拜，并
在一起度过24小时，只有
我们四个人，在我的房子
里。一直都是在我家。我
们躲在紧闭的门后心蹦蹦
直跳，我的护身符在门框
上摆动，我们手指交叉，
祈祷它仍有足够的力量再
次驱赶愤怒的精灵。
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有效，
但是我们还是很明智地在寻
找另一个真正的圣徒。有谁
能推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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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维兹---圆柱形空心护身符，是最著名的护身符，具有印度、尼泊

尔和中亚的文化特色。人们相信，塔维兹可以防止邪恶之眼，疾病

和恶魔的侵害。

法基尔---最初是苏菲派的信徒，后来在印度教中泛指无家可归的苦行僧。 

法基尔也是印度苏菲派的宗教，属于流浪僧侣一族---钵僧。

阿杰梅尔---印度中部拉贾斯坦邦的一座城市，这里是印度各地穆斯林朝圣的地方。

加耶特里经文---是吠陀经中最神圣，最有力的经文。所有忠实的印度教徒在日常生

活中都会朗诵此经文。

巫术（英语Wicca)---是基于自然崇拜的新异教徒，起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欧洲异教徒。

性与零食---英语中性与零食的游戏。

威卡---是基于自然崇拜的新异教宗教，其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欧洲异教。

词汇表



“美女快跑”于2020年3月8日在明斯克的独立大街上举行。 

共约五千名女孩参加了这次活动，她们来自白俄罗斯、 

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以色列、瑞典等国家的85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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