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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аўторак, 14 красавіка, 2020

У стра ха, ка жуць, во чы вя

лі кія. І доб ра яшчэ, што мно

гія з с
ён няш ніх па ні кё раў, я

кія 

спра бу юць зм
а гац ца з к

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м бур ны мі вы кі да мі ў на ва

кол ле, сац сет кі сва іх пер ша быт

ных стра хаў, н
і ко лі не гля дзе лі ў 

мік ра скоп… Ві ру сы ж увесь час 

міль яр да мі ж
ы вуць ва кол нас, а 

на ват 
і ўнут ры. Толь кі мы да 

па ры да ча су та го не за ўва жа ем. 

Пра ві рус гры па ўсе ве да юць, 

пра ро та ві рус ныя ін фек цыі, п
ра 

гер пес на пэў на не толь кі чу лі —
 

ме лі маг чы масць па зна ё міц ца. І 

не як “вый сці з с
і ту а цыі”.

Ён вя до мы з 1965‑га

Пры гле дзім
 ся да мік ра іс тот, 

якія сён ня рап тоў на пад вод зяць 

лі ніі 
жыц цяў ты сяч лю дзей 

да крытычнай ры сы, за п
ус ці

лі ў све це гла баль ныя пра цэ

сы: аб руш ва юц ца най мац ней

шыя эка но мі кі све ту, 
буй ныя 

кам па ніі, 
тур фір мы, 

ра за ра

юц ца ты ся чы прад пры маль ні

каў. К
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ы ж ва кол нас 

даў нымдаў но кру цяц ца. Гэ та 

“мік ра ар га ніз м
ы 

сфе рыч най 

фор мы, якія ўтрым лі ва юць ад

на лан цуж ко вую ма ле ку лу РНК 

(ры ба нук ле і на вай 
кіс ла ты

). 

Яны ма юць аба лон ку з рэд кі

мі шы па мі ці вар сін ка мі, якія 

на гад ва юць ка ро ну пры за

цям нен ні сон ца. Вось ад сюль 

і наз ва: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с”. І яшчэ 

з гіс то рыі пы тан ня: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с ча ла ве ка быў упер шы

ню вы дзе ле ны ў 1965 го
 дзе ад 

хво ра га на вост рае рэ спі ра то
р

нае за хвор ван не. (Р
ус ка моў ная 

аб рэ ві я ту ра ОРЗ —
 ка му ж не 

зна ё мая? —
 Аўт.) Р

оз ныя ві ды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ў шы ро ка рас паў

сю джа ны ў пры ро дзе, яны вы

клі ка юць раз на стай ную ін фек

цый ную па та ло гію
 ў жы вёл”.

Хто, ка лі ты
х ві ру саў асаб лі

ва б
а яў ся! П

ом ніц ца, н
а пры кан

цы 70х, у па ру ву чо бы ў Ле нін

гра дзе н
е ка то

 рыя з м
а іх зна ё м

ых 

пад пра цоў ва лі “пад до след ны мі 

тру сі ка мі” 
ў Ін сты

 ту це гры па. 

Пад за р
а жа юць ві ру сам ця бе, у 

лёг к
ай фор ме, п

о тым на зі р
а юць, 

як ідзе п
ра цэс, 

і ле чаць. Дні праз 

тры пас л
я “пра цэ ду ры” ха дзі лі на 

лек цыі. Н
а ву

 коў цы рас п
ра цоў ва

лі вак цы ны, а 
сту

 дэн ты “н
а ву

 цы 

да па ма га
 лі”. К

а за
 лі й мне: н

у ра

зік па сап ля еш, пе ра хва рэ еш
 —

 і 

бу дзеш
 з ім

у ні тэ там.

А га доў 15 та му быў я на між

на род най кан фе рэн цыі мік ра бі

ё ла гаў, па глы біў ся ў праб ле му 

ан ты мік роб най рэ зіс
 тэнт нас ці 

(АМР), н
а пі саў пра ве лі зар ную 

пры ха ва ную па гро зу ча ла вец

тву
 (“Вой на микромиров”. —

 

СБ., 
13.12.2005 https://w

ww.

sb.by/artіc
les/voynamіkromіrov.

html). Г
а вор ка там пра мік ро бы 

(бак тэ ры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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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з ме жа ва насць пла не ты 

на кра і ны васт рэй ад чу ва ец ца 

ў ча се ба раць бы з эпі дэ мі яй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 А
ле ж для пту шак 

ме жы не іс ну юць: увес ну яны 

заў сё ды вяр та юц ца з вы раю да до му

А рап там з да лё кіх да ляў “неш та 

не бяс печ нае” пры ня суць ты
я “кры ла ты

я 

міг ран ты”? Та кія пы тан ні ча сам уз ні ка

юць у да пыт лі вых гра ма дзян. М
яр кую, з 

ча сам зной дуц ца й на іх ад ка зы. Бо й гэ

тыя міг ран ты, мож на ска заць, пад на гля

дам. За пры лё там пту шак што год со чаць 

у Бе ла ру сі на вед ні кі сай та Bіrdwatch.by 

(у пе ра кла дзе “Птуш кі што дня”). Свае 

на зі ран ні за но сяць у таб лі цу. Дзя ку ю

чы ёй вя до ма, ш
то з в

ы раю да нас ужо 

вяр ну ла ся больш за 50 ві даў пе ра лёт ных 

пту шак. Ся род іх — кач кі, чай кары

бач ка, чор ны дрозд, бе ла бро вы дрозд, 

дроздспя вун, чап лябу гай, чор ны бу сел, 

бе лы бу сел, зв
ы чай ны шпак, ма лі наў ка, 

вя лі кі бак лан, бе рас цян ка, ка нап лян ка, 

со калпус таль га, ба ра вы жаў рук, па ля

вы жаў рук, ку лікспу чок, ку лікчар няк, 

ляс ная за ві руш ка, лу га вы свірс тун ды 

ін шыя. Асоб ныя птуш кі па ле на ва лі ся 

да лё ка ля цець і п
ра вя лі сё лет нюю цёп

лую зі м
у ў Бе ла ру сі: у

 не ка то
 рых рэ гі

ё нах зі м
ой ба чы лі ле бе дзяклі ку на, ш

э

рую гусь, кач куцы ран ку, в
я лі кую бе лую 

чап лю, ш
э ра га жу раў ля, чай куклы гу на і 

чай кура га т
у ху.

“Па доб на, ш
то са мая вяс но вая кра і на 

сён ня —
 гэ т

а Бе ла русь: м
е на ві та ту

т н
а 

сён ня ад зна ча на больш за ўсё на зі ран няў 

пту шаквес ту ноў “Жы вой вяс ны”. Уся

го ў роз ных кра і нах ад зна ча на 500 та кіх 

на зі ран няў”, —
 па ве дам ля юць на сва

ім сай це https://p
tushkі.org/tag

/zhyvaya

vyasna ак ты віс ты Гра мад скай ар га ні

за цыі “Ахо ва пту шак Баць каў шчы ны” 

(АПБ). Ма дэ ра та ры партала атры ма лі 

звыш 280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яў пра вяр тан не 

ў Бе ла русь бе лых бус лоў, я
кія пер шы мі 

ня суць нам вяс ну. А
 вяс ко вых лас та вак, 

якія ў ад роз нен не ад га рад скіх лас та вак і 

лас та вакзям ля нак так са ма лі чац ца вес

ту на мі вяс ны, па куль за ўва жа на ма ла.

Вель мі рэд кі пе ра лёт ны від, які гн
яз

ду ец ца ў Бе ла ру сі, —
 вя лі кі ар лец. П

ра 

яго пе ра лё ты на ву коў цыар ні то ла гі ве

да юць най больш пад ра бяз на. Ш
ля хі міг

ра цыі, мес цы зі м
о вак вя лі кіх ар ля цоў 

вы ву ча юц ца пры да па мо зе GSMтэ ле

мет рыі з 2017 го да. Пятнаццаць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ар ля цоў пе ра сы ла юць ву чо ным 

сіг на лы пра сваё мес ца зна хо джан не 

праз G
PSсістэму. С

а чыць за іх пе ра мя

шчэн нем па све це ан лайн мо жа ко
ж ны 

на сай це ptushkі.org. З да па мо гай су
 час

най ап
а ра ту

 ры ўда ло ся вы свет ліць, ш
то 

гэ т
ыя птуш кі лю бяць зі м

а ваць у Паўд

нё вай Азіі, 
на Ара вій скім паў вост ра ве, 

ва ўсход няй част цы Паў ноч най Аф ры кі 

(дэль та Ні ла). Н
е вя лі кая іх коль касць зі

муе ў Еў ро пе (на Бал ка нах, у Іта ліі, п
аўд

нё вай Фран цыі) д
ы ін шых мес цах.

Сё ле та вя лі кія ар ля цы па ча лі вяр тац

ца з з
і моў кі 12 са ка ві ка. П

ер шай мя ж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е ра сяк ла Аль джу ся —
 пра ста

ва ла да свай го гняз да ў Бе ла веж скай пу

шч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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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е ла русь —
  

у на шых  

сэр цах

Стар. 5

Новая сіла 

старой веры
Стар. 6

вясновы нАстРой

Ме жы —
 не для пту шак

светАпогляд

Ад сэРцА дА сэРцА

Трымайся, 

Італія!

У Беларусі п
райшлі 

акцыі салідарнасці 

з народам Італіі

З Ам ба са ды Іта лі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па сту пі ла ін фар ма цыя пра ак

цыю са лі дар нас ці бе ла рус ка га 

на ро да з н
а ро дам Іта ліі. “

Бе ла

русь да лу ча ец ца да між на род

ных іні цы я тыў са лі дар нас ці з 

Іта лі яй у су вя зі з
 над звы чай най 

сі ту а цы яй, зв
я за най з н

о вым ка

ра на ві ру сам, —
 пра чы та лі мы ў 

да сла ным прэсрэ лі зе. —
 Уве ча

ры ко
 ле ра мі іт

аль ян ска га сця га 

асвя ці ла ся ве лі зар ная шкля ная 

ве жа На цы я наль най біб лі я тэ кі 

ў Мін ску, а
дзін з б

у дын каўсім

ва лаў кра і ны”.

Тое ад бы ва ла ся на пры кан

цы са ка ві ка. Гэ ты
 знак па ва гі, 

за ўва жым, быў так са ма пад

тры ма ны ў сац сет ках па ве дам

лен нем “Са лі дар насць з на ро

дам Іта ліі”. Ам ба са дар Іта ліі 

ў Бе ла ру сі Ма рыё Баль дзі так 

пра ка мен та ваў ак цыі: “
Бе ла ру

сы па мя та юць, ш
то Іта лія бы ла 

ад ной з п
ер шых кра ін, якія не

ад клад на прый шлі на да па мо гу 

Бе ла ру сі п
ас ля Чар но быль скай 

ядзер най ка та стро фы. 
Сот ні 

ты сяч бе ла рус кіх дзя цей ад чу

лі вя лі кую лю боў італь ян скіх 

сем’ яў, і
 для мно гіх з і

х Іта лія 

ста ла дру гой ра дзі м
ай. А

 ця пер 

вось бе ла ру сы да юць нам сі лы і 

над зею на леп шую бу ду чы ню”.

Іван ІванаўМік ра свет, я
кі заўж ды з на мі

Раз ва гі п
ра тое, ча му ма лень кія пры чы ны мо гуць вы клі каць вя лі кія на ступ ствы

Покліч Радзім
ы —

 неадольны

Мінск, П
алац Незалежнасці, 7

 красавіка. Н
арада ў Прэзідэнта. Б

ез панік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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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24 красавіка, 2020

Каліўправаслаўныххрамах

у часе набажэнстваў спяваюць

“Вечная памяць”— гэтыя вы

сокіясловынабываюцьасаблі

высэнс.БоўдалоняхВечнасці

кожны знас толькі дапарыда

часукалыхаеццаўзвычныхнам

каардынатах. А потым? Што

былоДАтаго, якпачалосяна

шаезямноежыццё,іштобудзе

ПАСЛЯ— вялікая таямніца. І

толькі жывыя ніціны Памяці

паядноўваюць нас з тымі, хто

быў да нас. Выжываючы, пра

даўжаючы эстафетуЖыцця на

Зямлі,мудрыялюдзітысячагод

дзямі выпрацоўвалі “стратэгію

і тактыку” таго, як чалавечым

родам, цэлым народам разві

вацца,пераадольвацьперашко

дынашляху.ІПамяць—адна

зтыхвечныхкаштоўнасцяў,без

якойнямабудучыніякуасобна

гачалавека,такіўрода,народа,

краіны.Страта памяці— гэта цяж

кая хвароба. Паспрабуйце ўя

віцьтолькінахвілінку,штовы

нічоганепамятаеце.Ні з таго,

штосаміпражылі,нізтаго,што

даведаліся,чамунавучылісяад

іншых.Страчваючыгэтаевелі

зарнае,хоць інябачнаеэнерге

тычнаеполе,мыпераўтвараем

сяўнішто.Памяць пра вайну, пра тое,

як цяжка пераадольвалі яе ў

тым ліку нашы родныя лю

дзі — гэта моцны імунітэт ад

многіх хваробаў сучаснай цы

вілізацыі.Аштотакоеімунітэт,

мяркую, добра ўсім зразумела

сёння, калі 75годдзеПерамогі

мысвяткуемсаслязамінавачах

не толькі зза падзей даўніх.

Вайна з каранавірусам — бо

як жа інакш назваць тое, што

адбываецца ў свеце: сотні ты

сяч ахвяр! — паварочвае свя

домасць нават самых зацятых

“дафеністаў” да ўсведамлення

жорсткай рэальнасці: без іму

нітэту ў гэтым свеце выжыць

надзвычай цяжка. Хібашто ва

ўмовахпоўнай ізаляцыі.Зрэш

ты,гэтаксамайбезПамяцінам

не выжыць. Магчыма, будзе

яшчэ доўжыцца нейкі час так

званае боўтанне бяспамятна

га біяарганізма паміж небам

і зямлёй— але ці ж гэта паў

накроўнае, чалавечае жыццё?

Колькі самагубстваў, суіцыдаў,

злачынстваў у свеце зза таго,

штобацькіўсілурозныхпры

чын не прывілі сваім дзецям

АСНОВЫ жыццёвай стратэгіі,

альбо страцілі яны галоўныя

веды на жыццёвай дарозе. У

“аптэчку самавыжывання” ча

лавека,намойпогляд,улюбой

краінепавінныабавязковаўва

ходзіць павага да старэйшых,

шанаванне ўсёй іерархічнай

сістэмыроду,сям’і,грамадства,

уякімжывеш,памяць,працаві

тасць, сумленнасць… Зрэшты,

што пералічваць! Хто выжы

вае—ісціныведаепадсвядома.

Хтожіхстрачвае…Штож,бу

дзем і пра такіх памятаць: каб

непаўтарацьпамылак.

Памяць пра вайну ў Бела

русі— адухоўленая, свядомая.

Гэта вялікая праца. І свяшчэн

наямісія.Ботолькіперадаўшы

нашчадкам эстафету Памяці

мыхоць якуюнадзеюмаемна

тое,што не марна ў гэты свет

прыходзілі. Паяднанне свец

кай,народнайпамяцізрэлігій

нымушанаваннемпродкаў,якія

спрыялі абароне, выжыванню,

умацаванню
Бацькаўшчыны

ўпершыню 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гісто

рыіадбываеццадзякуючыМіж

народнайакцыіпамяці“Насла

ву агульнай Перамогі!”. Нашы

чытачы ведаюць з ранейшых

публікацый: яна праводзіцца

ў плыні святкавання 75годдзя

Вялікай Перамогі. Праходзіла

паўсёйБеларусі,падключаюц

цай замежныятэрыторыі.Аў

красавіку праходзяць ужо аб

ласныя этапы акцыі. Праўда,

каранавірусуносіцькарэктывы,

іянынемаюцьтакоймасавасці,

як планавалася. Аднак галоў

нае:справарухаецца.

Прыходзяцьвесткі:абласны

этап акцыі прайшоў на Мін

шчыне—убудынкуАбласной

бібліятэкіімяА.С.Пушкіна.У

кожнымраёнезпамятныхмес

цаў,воінскіхпахаванняўзагіну

лыхубаяхзнямецкафашысц

кімі захопнікамі абаронцаў, з

пахаванняў мірных жыхароў,

якія сталі ахвярамі вайны, са

браны сімвалічныя жменькі

зямлі. Капсулы дастаўлены ў

Мінск.Зчасаміхперанясуцьу

крыптуХрамапомнікаўгонар

Усіх Святых. Плануецца, што

ўрачыстаяцырымоніязакладкі

капсулпройдзеўдзень75год

дзяВялікайПерамогі.Прымаю

чыкапсулыззямлёйадваеннага

камісараМінскайвобласціІга

раТарабеша,настаяльнікмінс

кагаУсіхсвяцкагахрамаФёдар

Поўныадзначыўвобразна,што

крыпта ў храме— гэта “штаб

рэальна несмяротнага войска.

Сёння мы прымаем капсулы

сасвяшчэннайзямлёйзраёнаў

Мінскайвобласці,ігэтынеўмі

ручыполкпапаўняеццановымі

імёнамі”.Акцыядняміўрачыстапрай

шла і ў Брэсцкай крэпасціге

роі. Усяго, паведамляецца, па

Брэсцкай вобласці налічваецца

929 месцаў воінскай славы ды

месцаў гібелі мірнага насель

ніцтва.Зусіхузятазямля,зме

шчанаўспецыяльныякапсулы,

якіячасова зберагаюццана тэ

рыторыі крэпасці: у СвятаМі

калаеўскім гарнізонным сабо

ры.Учасеакцыідаіхдадалісяй

капсулыззямлёйз24хвоінскіх

пахаванняўБрэста.Іван Жда но віч

“Дзецьмі вайны” былі як доктар 

медыцынскіх навук з Еўпаторыі 

Мікалай Дрынеўскі, так і тры ягоныя 

браты. У вайну ж іх сям’я выжывала 

на Палессі, у лясах-балотах паблізу 

вёскі Тонеж на Гомельшчыне.

Большую частку жыцця Мікалай

Дрынеўскіпражыўукрымскімгорадзе:

займаўся навуковымі даследаваннямі

ў галіне дзіцячай курорталогіі дыфізі

ятэрапіі. Кіраваў навуковадаследчым

інстытутам,стаўпрафесарам,доктарам

навук.

Нашычытачы,пэўна,памятаюцьдва

тэксты.Першы—“Дабацькоў.Назаўсё

ды…”зпадзагалоўкам“Доктармедыцын

скіхнавукМікалайДрынеўскі,патрыярх

курортаЕўпаторыя,раптоўнапамёруМін

ску27красавіка,прыехаўшыўгосцідабе

ларускайрадні”(ГР,11.05.2018).Другі—

“Паляцелададомудуша”(ГР,31.05.2018):

пратое,штоактывістыБеларускайаўтано

мііЕўпаторыізамовіліпаніхідупастарэй

шымсябрыўмясцовымсаборыСвяціцеля

МікалаяЦудатворца.Тэкстыдаслалакі

раўніцасуполкі“Крым—Беларусь”Дзі

наШаўчэнка.Дляяе,іншыхактывістаў

суполкібалючабылотакраптоўнаразві

таццазсябрам,80яўгодкісталідляякога

апошнімсвятамнагэтымсвеце.Іёсцьзды

мак:юбіляруЕўпаторыі,удзень80год

дзя,збукетамікветак.Апразнекалькідзён

уягоспыніласясэрца.

Тады ж Дзіна Рыгораўна даслала

намнататкі земляка.Некаторыяпадра

бязнасціпрадзяцінства,вучобу,пераезд

у Еўпаторыю й далейшую дзейнасць

(тоевельміпадрабязна)занатаваўнапя

рэдадні 80годдзя самюбіляр. І нібыта

расказваепраягоіншычалавек.Натат

кі“Да80годдзяпрафесара, ганаровага

грамадзяніна Еўпаторыі Дрынеўска

гаМікалая Паўлавіча” пісаліся, пэўна,

для часопіса, прысвечанага курортало

гіі. Юбілей быў 25 красавіка 2018га,

і на той час бесперапынны працоўны

стаж палешукабеларуса быў 62 гады,

зіх52—уЕўпаторыі.Сціслапісаўён

пра родавыя карані: “Нарадзіўся, рос,

гадаваўся Мікалай Паўлавіч у глыбіні

маляўнічыхмесцаўбеларускагаПалес

ся: у вёсцы Тонеж Тураўскага (затым

Лельчыцкага)раёна,Гомельскайвоблас

ці. Тое было ўшматдзетнай сялянскай

сям’іЕвыАляксандраўныйПаўлаФё

даравічаДрынеўскіх.Выхоўвалісяўёй

чатырысваедаваенныяхлопчыкіДзміт

ры (1936 год нараджэння), Мікалай

(1938),Уладзімір(1940)іМіхаіл(люты

1941га), а таксама падлетакВасіль—

сын старэйшай сястры мамы: Марыі.

(АсамуяераскулачылідысаслаліўКот

лас.)Ібабуля,мацібацькі,таксамажыла

ўгэтайсям’і”.➔
 Стар. 6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Г а з е т а  з  Б е л а Р у с і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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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ачка ветэрана  

з васільковай зямлі Стар. 7

Няхай абдыме 

ўсіх Любоў!Стар. 3

Мі на, якая  

не ўза рва ла сяСтар. 5

лінія лёсУ

БЕ
ЛТА

Паляшук на Еўпатарыйскім курорце

разаМПамяць і Вечнасць

Між на род ная ак цыя па мя ці “На сла ву агуль най Пе ра мо гі!”, якая пра во дзіц ца ў плы ні свят ка ван ня  

75-год дзя Пе ра мо гі са вец ка га на ро да ў Вя лі кай Ай чын най вай не, пра хо дзіць у аб лас ных га ра дах Бе ла ру сі

Мікалай Дрынеўскі. 80-годдзе.

Капсулы з зямлёй будуць змешчаны ў крыпце  

Хра ма-пом ні ка ў го нар Усіх Свя тых

1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пятніца, 15 мая, 2020

Адладзіць, згарманізаваць
такі велізарны жывы арганізм,
якпарад—гэтанесямейнысвя
точны стол накрыць. Нам, хто
па гэты бок тэлеэкранаў, цяж
ка іўявіцьсабе,колькісілуяго
ўкладзена. Вядома ж, і раней
шагадосведу.Каліпашчырасці,
спадзяваўсяўбачыцьяўсвяточ
ныхшэрагах ітакую“прыкмету
часу”,яккалонаўрачоў—зліку
тых, якія змагаюцца з каранаві
русам.Эфектнабылоб!Дыраз

важыў: воінам у спецкасцюмах
пакульнедапарадаў.Яныбольш
патрэбныянаперадавой.Але,хо
чаццаспадзявацца,наступныпа
радбудзезімі.Бояныцяпер—
сапраўдныягероінашыхдзён.

Калісказаць,штоўпарадзе
паўдзельнічалабольшза3ты

сячы вайскоўцаў і 185 адзінак
тэхнікі, а над Мінскам праля
целі 36 паветраных суднаў—
гэта будзе сухая статыстыка.
Як і тое, што прайшлі толькі
новыяймадэрнізаваныяўзоры
тэхнікі. Хораша, зладжана ру
халіся перад святочнымі тры
бунамі 19 парадных разлікаў
пешай калоны ды 16 разлікаў
механізаванай, з легендарным
танкам Т34 наперадзе. Міль
ёнылюдзейбачылітоеўтэле

трансляцыі. Зрэшты, вы й са
мі можаце тое зрабіць, больш
уважліва ўгледзецца ў твары
і ўдзельнікаў параду, і тых,
хто быў на трыбунах. https://
www.sb.by/artіcles/voennyy
paradvchest75letіyapobedy
prokhodіtvmіnske.html

Гэтабыўгістарычныпарад.
Адметны.Бо і ўПерамогі зна
кавыюбілей, іпраходзіўпарад
9 мая 2020 года: у пару, калі
свет,іБеларусьутымліку,зма
гаеццазпандэміяйкаранавіру
са.Дзеяшчэпрайшліпарады?З
постсавецкіхкраін—уТуркме
ністане,алетамзкаранавірусам
спакойна.Ітамуякразбеларус
кі Парад Перамогі стаў гэткім
выклікамдлямногіхудумлівых
людзей.Узнікла,вядомаж,пы
танне: у імя чаго рызыкавалі,
праводзячы масавае мерапры
емства? Таму й глядзелі тэле
трансляцыюўмногіхкраінах.

А некаторыя краіны парад
перанеслі, як кажуць, да леп
шых часоў. Магчыма, некаму
гэта падаецца больш разум
ным, таму й пасунута ў пару
каранавірусных трывог народ
наямудрасць,выяўленаяўсло
вах: “Дорога ложка к обеду”.
А што за абед, спытаеце? Ды
само Свята Перамогі— разам
зветэранамі.Якіхданаступна
гаюбілеюможайнезастацца.
Бо вірус, ёсць меркаванні, мо
жа затрымацца з намі надоўга.
То ці варта пераносіцьЖыццё
напотым?Дляветэранаў,групы
рызыкі, тое “заўтра”—вельмі
праблематычнае.

Напярэдадні, 8 мая, Аляк
сандр Лукашэнка размаўляў з
удзельнікамі акцыі “На славу
агульнай Перамогі”, што ўра
чыста завяршылася ў мінскім
ХрамепомнікуўгонарУсіхСвя
тых. Ягонае меркаванне наконт
парадакалегімаевынеслі ў за

галовак:“Мынеможамінакш”.
Пры тым Прэзідэнт станоўча
ацаніў фармат урачыстасці ў
храме:“Добра,штобезусялякай
пампезнасці—непатрэбнаянам
сённяпампезнасцьугэтымвялі
кімхраме”.Інаконтцяперашняй
сітуацыі,парада:“Мысапраўды
вымушаныястаяцьякБрэсцкая
крэпасць. Яшчэ раз падкрэс
ліваю: вялікае бачыцца на ад
легласці.Пройдзечас—людзі,
анайпершвы,моладзь,ацэніце
гэтыя дні. Я сёння перакананы
абсалютна: гэтабудзевыдатная
старонка ў гісторыі нашай кра
іны. Выдатная таму, што мы з
вамі выстаялі, выстаялі як яны
(гаворка пра ветэранаў і героі
Вялікай Айчыннай вайны.—
Аўт.)калісьці.Яныпаклалісвае
жыцціў імятаго,кабмысёння
жылі. І хоцьбыадзінразу год
у гэты святы дзень з годнасцю
й гонарам успаміналі гэтых ге
рояў.Мыінакшнеможам!Гэта
адзіная прычына— мы не мо
жам інакш.Мы павінны пасту
піцьтак,якрабіліяны,верачыў
будучыню.А ацэнкі дадзім по
тым”.

Прэзідэнт звярнуў увагу,
што“мыніколінапарад,ната
кіямерапрыемствыўБеларусі
нідзе, ні ў адным пункце —
тымбольшуМінску,двухміль
ённым горадзе — не цягнулі
людзей. Гэта маё патрабаван
не.УМінскупа250тысячча
лавекпрыходзілінападобныя
імпрэзы. Я абсалютна пера
кананы, што людзі на парад
прыйдуць,інамнетрэбаніко
гапрымушацьіцягнуць.Але,
калі шчыра, я з задавальнен
немубачыўбынагэтымпара
дзе тых, хто перамог у гэтыя
дні.Бохтоперахварэў—гэта
людзі, якія перамаглі.Не хва
робу. Хвароба — гэта самае
простае,штоможнацяперпе
рамагчы.Негэтывірус.Атое,
што цяпер у галаву ўбілі лю
дзям і тыя нядобрасумлен
ныя палітыкі, палітолагі ды
іншыя — сапраўдны псіхоз”.
ПрытымАляксандрЛукашэн
ка прызнаўся, што супакоіць
людзейбылоняпроста.Іяшчэ
раз звярнуў увагу, што Бела
русьнепайшлашляхамжорст
кагакаранціну.➔ Стар. 3

З арганізацыяй у крымскім  
горадзе Еўпаторыя суполкі 
ўдзельнікаў Вялікай Айчыннай  
вайны, якія вызвалялі Беларусь  
ад нямецка-фашысцкіх захопнікаў, 
актывізаваліся кантакты  
мясцовых беларусаў  
з Бацькаўшчынай

У 2004-м іх бы ло сто чалавек
Памяць пра вайну— гэта надзвычай

важнаячасткамайгожыцця.Сваю“патры
ятычнуюзагартоўку”яатрымалаўГомелі:
якусям’іфрантавікаРыгораЗдараўцова,
майго бацькі, так і праз актыўны ўдзел
ушматлікіхшкольных,раённых,гарадскіх
мерапрыемствах.Зрэшты,у60ядляпера
важнай большасці аднагодкаў маіх шлях
у вялікае жыццё пралягаў праз вядомыя
этапы:акцябронак,піянер,камсамолец.З
тыхчасоўяйведалаветэранаўяклюдзей
моцных, надзейных.А з гадамі,жывучы
ўжоўЕўпаторыі,стварыўшыбеларускую
суполку“Сябры”,давялосямнезалучыць
іх у больш актыўнае грамадскае жыццё,
прыцягнуцьдасупрацы.➔ Ста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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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анне “Голас Радзімы” чытайце ў інтэРнэце на паРтале zviazd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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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зе цям  
дзя цей 

раскажыце...
 Стар. 8

Мы зберагаем 
свяшчэнную 

памяць
Стар. 3

Б
ЕЛ

ТА

Жменька  
тугі  

на льняным 
палатне

Стар. 4

лінія лёсУ

сВЕ тА по гляд

У ста лі цы Бе ла ру сі прай шоў ва ен ны па рад у го нар 75-й га да ві ны Пе ра мо гі

Дзіна Шаўчэнка (у цэнтры) з ветэранамі ў Мінску. 2007 г.

Ветэраны родныя мае

Ветэраны на ганаровых трыбунах

І ў мінскім небе — таксама парад

Жыц цё пра яў ля ец ца ў дзе ян ня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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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房屋
5月9日胜利日前夕，总统参加
了“为了共同胜利的荣耀”隆
重的典礼

9	 伊万·塞梅诺夫最喜欢
的月份
5月，来自Chaus的退伍军人伊
万·塞梅诺夫一次庆祝了三个节
日-胜利日、生日和印刷日

28

斯游击队方尖碑献上了鲜花

13	共同胜利的共同记忆
国家同盟常务委员会的新出版
项目

24	我们的祖父是如何战斗的
“光环”小组领导人富有创造
力的家族，与战争主题有着特
殊的联系，当您听到他们写的
歌曲《坦克开火》时，这一点
就变得很清楚

26	过去的情景
在格罗德诺发现了瓦西里.贝
克瓦绘制的几条战线图纸的
原件

伟大的胜利，巨大的尊重

新闻记录片被作为证据

4

10	春天再次降临世界！
艾丽塔·萨姆萨诺娃无私地解救
了伤员，在前线遇到了爱人，并
在击败柏林的过程中结婚

12	保存历史
在新闻发布会当天，《今日白俄
罗斯》出版社的代表们向白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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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梅赞采夫	
前线战士的儿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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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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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病毒

30	党派的日常生活
在白俄罗斯没有法西斯的地区
开设发电站和美发店

40	热面包的味道
如今，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人
们希望尽可能少去商店购物，
包括基本产品。许多人此时决
定，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学习
如何自己烤面包的绝佳动力。
黑面包特别受欢迎。既可以开
始为家庭提供美味又健康的面
包，自己又能掌握一项新职
业，将来这将可以赚钱……为
什么不呢？

42	拯救记忆阿
纳托利·沙尔科夫和埃琳娜.哈
罗谢维奇编写的书籍抒发了对
历史的赞叹与肯定

34	真理时刻
是的，疫情对当代现实起到了
很大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对
明天的经济前景有所展望

36	《巨石工业园》——	
这是一个品牌
位于明斯克附近的中白工业园
区，是创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基
地，在现代世界中变得越来越
重要。园区——未来的经济正
在建造中

达莎和卡佳建造的房屋

50

作品的情感表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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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年-算多还是算少
呢？怎么看？75年是
一 代 人 的 时 间 。 但
是，即使是 7 5岁的
人，感谢上帝，也并
不知道一场战争的所
有恐怖，我们今天通
过胜利75周年纪念来
回顾这一恐怖！
是的，有些事情并没
有由于时间而减少热
度。毫无疑问，包括5
月9日的胜利纪念日。
无论现代世界发生什
么，此日期的意义都

不会贬值。尽管有侵害，对苏联士兵史无前例的
壮举的记忆仍然稳定而坚定。
伟大的卫国战争完全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席卷。
这里约有三百万人死亡，数十个城市，城镇和区
域中心，数千个村庄被毁。几乎一半的白俄罗斯
人被德国占领。在白俄罗斯占领期间，纳粹创造
了数十个死亡集中营，数百所监狱和犹太人居住
区，数十万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丧生。即使在伟
大胜利75周年这样的喜庆日子，也无法忘记。
正是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世界历史上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运动。人民的
复仇者没有白天或晚上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白俄
罗斯有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土著人在伟大的卫国战
争的前线作战。白俄罗斯人在莫斯科、斯大林格
勒和基辅附近被杀，参加了其家乡的村庄和城市
以及东欧和中欧各州的解放。大约400名来自白
俄罗斯的移民成为将军和海军上将，并在战争期
间指挥了陆军和海军编队。在战争年代，有448
名白俄罗斯人因其在祖国保卫期间的英勇而被授
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四人两次获得殊荣。
在战争年代，白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居民都被杀
害。这是自由的代价。我们记得这一点。但是要
让其他人知道。顺便说一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并非

每个国家都享有这种权利。为了支持当时的苏联
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做出这一选择只是为了对击败法西斯主义做
出巨大贡献。客观公正。
是的，五月是一个特殊的月份。这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的月份。白俄罗斯士兵的壮举
受到崇敬。卫国战争的数千名参与者仍住在我
国。是的，多年来，它们的数量正在减少。但是
退伍军人仍然被国家关注。必须说这是在国家胜
利标志的背景下。我们的胜利日是神圣的，因为
在几乎每个家庭中，被战争留下了悲惨的烙印。
聊聊我个人。我的父亲哈尔科夫也参战了。在
他受到重伤之前，他们成功获得了两枚军人勋
章-“勇气”和“军事功绩”。今天，他们就像
是纪念一位仍活在那场战争中的父亲的遗物，
尽管他完全知道战争的所有苦难。那时有多少儿
子、父亲、兄弟姐妹没有回到自己的家。
实际上，今天很少有青少年崇拜卫国战争的参与
者。但是，当很小的孩子们无私地寻找死去的士
兵，恢复未知者的名字，为退伍军人提供光顾
时，就有可能举很多例子。他们记得战争。他们
向获奖者致敬。
时间在流逝，正如政治家所说，世界或其格局正
在发生变化。但是真实的价值并不需要修改。白
俄罗斯以睦邻原则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
它的主要政治信条。
更好地赢得比赛是识别优秀选手的一种有价值的
方法。在体育运动中，我们有争夺第一的实力。
毕竟，在激烈的竞争中，体育仍然是最和平的。
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关系：人与人之间、
国家之间。这是国际合作的战略精髓：唯一真实
且相关。白俄罗斯以其外交政策为指导。伙伴关
系格式被视为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基础。这恰
恰是白俄罗斯的政治优先事项。
是的，当今世界充满了不同的内容。有时太现
实了，这是当前政治现实的特征。但这不会影
响我们同胞取得空前成就的过去的记忆。他们
以生命为代价，换取自由与独立！他们值得荣
誉与荣耀！

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不会降低热度的事件

维克多•哈尔科夫
主编

主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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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士兵同志们，中士，少尉和军官们！ 
亲爱的二战老兵们！ 
亲爱的白俄罗斯同胞和客人们！ 
胜利日快乐！ 
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 
白俄罗斯人民承担了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战争所造
成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与当今的任何困难都无
法比拟。 
即便时过境迁，对于战争历史的传统看法对我们
来说也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充满苦难的时期，会有人谴责我们
采取这一神圣行动的地点和时间。我想对他们说：
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谴责我们胜利者的继承人，
白俄罗斯人。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有的话，我们也
会做同样的事情，为赢得自由而牺牲了的苏联士兵
的眼睛，在集中营的地牢中遭受折磨、游击队员和
地下成员的眼睛，老年人、Khatyn妇女和儿童的眼
睛在看着我们。他们确实想活，但为我们的生活而

死。现代白俄罗斯是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纪念碑，这
场战争灭绝，折磨和焚毁了太多太多。这是生命的
记忆和活生生的纪念碑。 
尽管今年明斯克的军事阅兵将是后苏联时代的唯
一的阅兵，但它将纪念所有从纳粹手中解放世界
的苏联士兵。 
今天，我们纪念我们祖父和曾祖父的壮举。他们
的胜利之路被母亲、妻子和孩子的眼泪洗刷了，
这些眼泪浸入了倒下的战友和平民的血液，被敌
人烧毁的村庄的灰烬覆盖。 
我们钦佩俄国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
人、鞑靼人和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
人、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人、格鲁吉亚人、亚
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摩尔多瓦人、拉脱维亚
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等苏联所有居民，以
及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英雄们。他们的勇气，勇
气和愿意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意愿成为了击溃纳
粹的可怕武器。 

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2020年5月9日阅兵式上纪念苏联人民在伟
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演讲。

伟大的胜利，巨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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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讲述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它的意思是
简单而公正的——捍卫自己的祖国，土地和他们
的孩子，这样的战士是无敌的。 
白俄罗斯用人盾挡住了侵略者。在我们这片土地
上，纳粹横渡了欧洲的一半，首先遭到了如此猛
烈的抵抗。 
莫吉廖夫市、布列斯特要塞的英勇防御持续时间
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占领要长得多。 
正是在第四十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包括在白俄罗
斯的土地上，敌人对他们的优势的信心被动摇
了，奠定了未来大胜利的基础。 
白俄罗斯人民对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贡献是毫无疑
问的。这是我们在红军队伍中战斗的30万士兵。 
这些是超过40万的地下党派人士，到1943年底，
他们控制了我国60％的领土。每三名白俄罗斯居
民就有一名死亡，他们阻挡了纳粹向更东端到达
苏联首都的道路。 
当我们的心为那些尚未从战场返回的人感到痛苦
时，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理浮现出来，我们记得！ 
的确，在和平与自由生活的每一天，是用战争中
数百万受害者的生命换来的。 
我们永远与兄弟、民族保持血缘联系，我们的祖
父和曾祖父、兄弟制止了二十世纪的灾难。 
但是，世界无视过去的悲惨教训。而且，我们离
伟大卫国战争的事件越远，它就越具有侵略性和
危险性。 

这个星球正在充满武装冲突的新温床。和平的人
民再次死亡。在这种背景下，纳粹主义的思想正
在复兴。 
他们的新足迹是重生纳粹罪犯的荣耀，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历史事实的伪造。 
白俄罗斯是一个和平开放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历
史经验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系统，
国家间对话的外交就无法令人信服。 
但是，尽管面临着现代挑战，庆祝胜利日的节日
游行照常举行，我们今天的游行并不是力量的展
示，而是对我们英勇历史的记忆的致敬。 
白俄罗斯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是获胜者的继
承人。今天，您将与苏联士兵光荣传统的后继者
处于同一级别。 
展示已经在国防部门的国内企业中创建的新型武
器和军事装备。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带给我们和平
的祖父和曾祖父。 
我们的神圣职责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维护在激烈
战斗中经受考验的人民的团结。 
白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忠于伟大的胜利。胜利是
前苏联的共同财产。 
亲爱的二战老兵们！ 
您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是勇气，英勇和精神上的
伟大的真实典范。您曾经并将永远是赢家。 
今天，我们向那些为我们的未来献出生命的人们
致以敬意。我们感谢所有完成这项壮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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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日75周年

我们保证为那场战争保留真相，以纪念那些使许
多国家免于种族灭绝和奴役的英雄的荣耀。 
向伟大的胜利致以深深的鞠躬和无限的谢意！白
俄罗斯会记得！ 
亲爱的同胞们！ 
在这一庄严的日子里，我祝愿所有人身体健康、
幸福和繁荣，希望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您能够充满
勇气和毅力！ 
祝白俄罗斯的天空永远和平！ 
胜利日快乐！ 
万岁！ 
社会统一的象征
亲爱的同胞们！ 
我衷心祝贺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纪念日。 
白俄罗斯人民走过了数百年的艰难独立道路，其标志和旗帜是其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最重要的民族象征与国歌一起，为巩
固社会，维护世代相传做出了贡献，并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利益取
得新成就。 
我坚信，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当时的所有挑战，有效
地发展经济，加强和保护白俄罗斯的主权与安全。 
让这个节日成为每个白俄罗斯人的共同胜利和成就的体现，对明天
充满信心。 
亲爱的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和繁荣。 
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SB.By

S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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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自白俄罗国家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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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历山大·卢卡
申科参观了神
圣荣誉教堂，
以纪念神圣的
卫国战争，这
是“为了共同

胜利的荣耀”胜利日活动的一
部分，活动上把从战场上带来
的土壤埋入地下。 该活动已成
为国际性活动，于5月9日前夕
在明斯克庄严地举行。
带有象征意义的七个胶囊里装
有来自白俄罗斯、明斯克地区
和明斯克英雄城市的土壤，由
DOSAAF MI-2轻型直升机带到了
该教堂。
“为共同胜利的荣耀”纪念
活动具有国际意义，并在神
圣荣誉教堂的地下室举行了
仪式，以纪念所有圣徒。在
盛大的周年纪念前夕，在这
里放置的胶囊来自伟大的卫
国战争的战场上。

该活动始于一年前，汇集了
数百个社区——从英雄城市
到小村庄。一些其他国家也
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特
别是俄罗斯、乌克兰、匈牙
利、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此外，还有来自从前苏联英
雄城市的胶囊。
5月8日，一共埋了147个胶
囊：这些胶囊来自白俄罗斯和
明斯克的各个地区和城市，以
及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英雄城
市。
神圣荣誉教堂开放于2010年，
是为了纪念所有圣徒，纪念为
祖国牺牲的人们。明斯克的神
圣荣誉教堂的地穴（教堂的地
下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 在这里保存的土壤，是
从捍卫祖国的所有重大历史战
役的土地上收集的，它们来自
战争和受镇压、迫害的地区。

斯维特拉娜·米霍维奇

共同的记忆，
共同的房屋

5月9日胜利日
前夕，总统参加
了“为了共同胜
利的荣耀”隆重
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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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对于Mogilev地区Chaus市的居
民伊万·阿法纳谢维奇·塞梅
诺夫来说，5月初是一年中最喜
欢的时间。第五天，他庆祝自
己的96岁生日-战后他成为了一
名记者。在此之前，伊万·塞
梅诺夫看到了很多东西：他越
过维斯瓦河，到达了柏林。正
如他本人所说，他为生存和返
乡而战。
1943年，年轻的红军士兵塞梅
诺夫在现在的斯拉夫哥罗德地
区的普罗尼海岸上受到了战火
的洗礼。伊万·阿法纳谢维奇
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著名战役。
“我的任务是传送命令，将一
支带有反坦克步枪的士兵转移
到德国战车集中的左翼。返回
时，我赶紧报告：营长同志，
您的命令已经完成！我刚刚报
告过，炮弹击中了指挥所所在
的谷仓墙壁。刺穿了我的胸
部，我摔倒了。然后我在医院
接受治疗。”
由于成功完成任务，伊万·塞梅
诺夫被授予“勇气”勋章。但是
他在战后得知了这一点，当时他
在整理母亲的个人物品时，偶然
发现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
励表。顺便说一下，并不是所有
碎片都从他的胸腔中切除了，有
一个残骸被留下，不时地提醒着

战争，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在医院治疗之后，这位18岁的
故乡Cherikovsky区Sokolovka村
庄被纳粹在1943年烧毁了。然
后他参与训练坦克团，在那里
他掌握了驾驶自行火炮。塞梅

诺夫将使用自行火炮穿越整个
欧洲。
我们的军团积极参加了解放华
沙郊区的战斗，迫使维斯杜拉
靠近莫德林要塞要塞，占领了
布隆伯格市，在滨海边疆区的

斯泰汀进行战斗，占领施耐德
米尔，参与了针对Kyustrinsky
桥头堡和Zeelowski高地的战
斗——塞梅诺夫列出了军事行
动。出于军事功绩，他再次获
得了“勇气”勋章。

伊万·阿法纳谢维奇将撰写多
篇有关前线和他的战友的文
章，他们幸存或死亡，但永远
铭记在心。在这个胜利日，一
定会记住他们的……

安德烈·索佐诺夫

伊万·塞梅诺夫	
最喜欢的月份

5月，来自Chaus的退伍军人伊万·塞梅诺夫一次庆祝了三个节日-胜利日、
生日和印刷日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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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伟大卫国战争的退伍军人戈梅
利扬卡·艾丽塔·萨姆萨诺
娃依然乐观积极，经常保持微
笑，她说，幸福的秘诀是不发
脾气，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她
定期与年轻人见面，在活动上
发表演讲，甚至轻松地掌握了
现代技术。 胜利日那天，她在
家里的电视里看到了艾丽塔·
伊万诺夫娜，并观看了明斯克
的阅兵：这一天是一个重要的
日子，全国人民都一起欢聚。

“我也是共青
团员！”
艾丽塔·伊凡诺芙娜的手上戴
着一块智能手表——用来计算
她的步数。 她只抱怨一件事：
——我的手机是按键式的，现
在每个人都在短信中交流，随

时保持联系，但是我只能通过
电脑进行交流。 我在世界各地
都有朋友和亲人，所以我不得
不在网上与他们见面。
艾丽塔·伊凡诺芙娜从不拒绝
社交。一些年轻人会羡慕她的
社交活动。她还说了一件事:经
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她的一生
足够了。
1941年6月22日，艾丽塔和同学
一起去游泳。 回到家，看到大
人们已经死了……
——我们唱着爱国歌曲，我们
时刻准备保卫我们的祖国。 然
后他们受到了鼓舞：我们要向
敌人发起进攻！ 7月7日，敌机
袭击，轰炸开始了。
年轻人的热情有所降低，但是
决心更加坚定了。 必须迅速
成长。 艾丽塔成为一名医疗工
作者，她在医院工作——第一

批伤员由火车送来，他们从伤
口流出来的鲜血仍然在她脑海
里出现。但是那个勇敢的女孩
冲到前线，拼命地喊道：“我
也是共青团员！”第一次他们
不让她加入，是因为当时她还
很小。她和家人一起搬到塔什
干，在一家军工厂工作。1943
年8月，她被派往前线。
医院不分昼夜的工作很累。幸
运的是，还能抽出几个小时睡
觉。她不仅要照顾伤员，还要
用砖砌炉子，做其他繁重的工
作……
前线医院跟随部队向西前进。
在日托米尔地区遭到了炸弹袭
击，许多医生和护士丧生。艾
丽塔不得不埋葬她的同事，拿
起武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
树林里进行破坏活动，在井里
下毒。然后她去了波兰，1945

春天再
次降临
世界！

艾丽塔·萨姆萨诺娃无
私地解救了伤员，在前
线遇到了爱人，并在击
败柏林的过程中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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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幸福、喜
悦和催人泪下
的一天。	我已
经收到了亲戚
朋友的祝贺。	
他们从加里宁
格勒、符拉迪
沃斯托克、维
捷布斯克、莫
斯科、卡林科
维奇、基辅打
来电话或寄信
过来。	5月9
日一定不能忘
记。应当纪念
这一天，以纪
念那些想要自
由地生活在自
己国家的人，
并将其传递给
下一代。

年初那里开设了医院，也
有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
相遇。她仍然以自豪和开
心的笑容谈论着她的鲍里
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他有五枚勋章，经历
的战争从莫斯科到厄尔巴
岛。他出生在卡林卡区的
安东诺夫卡村。1941年，
他完成了10年的学业，7
月，他们全班同学被征
召入伍。他们一起学习
通讯，一起度过了战争的
大部分时间。 保卫莫斯
科、解放白俄罗斯——戈
梅利、明斯克。 然后他
们继续——比亚韦斯托
克、卢布林、华沙。 当
他们越过维斯瓦河时，他
受了重伤。 之后他被送
到了我们医院……

和平与爱情

在他康复之前，这对夫妇
在一起度过了所有的空闲
时间，然后是一堆前线信
件。他写的是即将到来的
胜利和他们爱情的新阶
段……
穿过柏林的废墟，女孩的
感觉和德国的兰德斯伯格
一样，她不得不站在那
里，站了一会儿:
——我们对法西斯分子充
满了愤怒和仇恨!我们很
自豪能打败他们。很高兴
一切都结束了。
艾丽塔·伊凡诺芙娜仍然
记得她参与解放马伊达内
克死亡集中营的经历。 
当她谈论小屋里剩下的
数十万双鞋子，用人皮制
成的灯罩时，她已泣不成
声。因此，在柏林，她毅
然前往德国国会大厦，在
那里留下了她的签名。
——集中营里几乎没有落
脚的地方，我不得不爬着
前进。 我签了字，但我

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
士兵们察觉了我的情绪。  
1946年，她在柏林与鲍里
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结
婚。到德国之后，她和丈
夫游历了整个联盟。当他
退休后，他们决定定居在
被绿化了的戈梅利。他们
在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
有两个孩子。如今鲍里
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
去世了，但他所有的信仍
都被艾丽塔·伊凡诺芙娜
珍藏和重读。
这位老兵对胜利纪念日非
常敬重，平常的节日也是
如此：——这是幸福、喜
悦和催人泪下的一天。 
我已经收到了亲戚朋友
的祝贺。 他们从加里宁
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
维捷布斯克、莫斯科、卡
林科维奇、基辅打来电话
或寄信过来。 5月9日一
定不能忘记。应当纪念
这一天，以纪念那些想
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国家
的人，并将其传递给下一
代。 我对那些从未见过
战争，不知道战争是什么

的人尝试改写历史感到
愤怒。我们知道，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圣的
节日。我们相信我们的
人民将永远铭记它。

演讲稿

奥尔加·多森科，戈梅利
市中心办公厅副主任:
 ——该地区有80名退伍
军人和82名家属。 我们
的工作是照顾这些人。 
我想对每个人说，但由于
当前的新冠疫情，我们只
能通过电话和网络对他们
表示感谢和祝贺。例如，
作为“我们铭记”活动的
一部分，第11和21中学在
互联网上发布了祝贺视
频，而第27中学的毕业生
们则谈论了他们参观的战
争前线。该地区的志愿者
为退伍军人提供所需的药
品和食品。在盛大的庆祝
活动前夕，我祝愿我们的
退伍老兵及其家人与亲人
身体健康。

奥尔加·瓦尔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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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社社长兼主编
德米特里·朱克指
出：
——我们有很多关
于胜利日的好传

统。祝贺退伍军人并帮助他们，
清扫军人墓地并献花，举行阅
兵，我们不能放弃这些传统。
选择参观方尖碑并非偶然。一
年前，该出版社与国家档案馆
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白俄罗
斯游击队”的大型项目——在
partizany.by门户网站上，有一
个可供公众访问的关于游击队
成员的数据库。包括85680多名
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的信息
已经被数字化。该数据库还在
不更新新的档案和名字。
——这些都是真实的文件。尤
其是现在，当人们越来越多
地尝试重写历史时，——德
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强
调。——每个人都可以按姓
名、出生年月和出生地去寻找
游击队成员的亲戚、熟人的
信息。
目前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数字化那些荣誉证书。
接下来进行的工作是
数字化那些登记表、

鉴定书和其他的一些独一无二
的文件。总体目标是收集最
全面的游击队文件数据库。
要知道，当时有40多万游
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与
敌人作战。
Partizany.by网站包含有
85680多名游击队员和地
下工作者的信息。
《乡村公报》（该报也
属于《今日白俄罗斯》出
版社）的总编辑谢尔盖·
米霍维奇认为，最重要的
是，现在许多战争纪念碑
不仅是通过国家建立，而
且也通过群众恢复和重
建。例如，在多克茨克区
的布吉洛夫卡村的纪念
碑就出自该项目。谢尔
盖·米霍维奇确信：
——这说明我们的人民
实际上是在一代一代地
传递这场可怕战争的记
忆。继续前进，自信地

面对明天。

《红星》出版社的社长兼主编
帕维尔·苏霍鲁科夫也
支持在特定节日向伟大
卫国战争的英雄致敬的

想法。他说：
——战争以这样或那
样的方式关联着每个
白俄罗斯人的命运。
因此，5月9日确实是一
个全国性的节日。
《明斯克真理》报纸的
社长兼主编拉里莎·科
顺希望我们的孩子永远
都不知道战争的恐怖，
她同时强调：
——这次活动是对我们
记忆的致敬，也是对伟
大卫国战争英雄们壮举
表示的感谢。胜利日75
周年纪念日即将临近。
当然，我们希望，在新
冠疫情期间，尽管困难
重重，但我们的爱国主
义是坚定的。它的种
子在年轻一代的灵魂
中发芽。

纳杰日达·德科拉

保存历史

在新闻发布会当天，《今日白俄罗斯》出
版社的代表们向白俄罗斯游击队方尖碑献
上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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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的20
年里，在
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
联合打击
委员会的
支持下，
建立了一

个真正的图书馆。这些都是国
家期刊，都是关于白俄罗斯和
俄罗斯历史文化、科学、人物
方面的书。书中的人物是马克
西姆•高尔基、伊利亚•雷平、
亚当•博格达诺维奇……实现了
许多有趣的项目，讲述了英勇
的军事历史。
在明斯克的雅各布•科拉斯印刷
并非偶然。白俄罗斯最重要的
国家出版物之一——“佩特鲁
里亚•布罗夫卡白俄罗斯百科

全书”在胜利75周年之际发行
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军事历
史博物馆的稀有书籍”。这本
书的作者是瓦夫拉、卢布尔雅
那、纳扎罗夫、涅罗兹纳克。
准备工作表明，白俄罗斯和俄
罗斯军事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
力可以揭示关于伟大卫国战争
的有趣的一面。研究的地址是
莫斯科和明斯克。白俄罗斯出
版商首席执行官奥列格•瓦尼娜
说:
-我们感谢联盟国家常设委员
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有
趣的项目。《白俄罗斯和俄罗
斯军事历史博物馆的稀世珍
品》是一本让我们回忆起伟大
卫国战争中戏剧性和英勇事件
的书。他们有着如此强大的力
量，几乎每一页都能让你心跳

加速。该出版物是在俄罗斯联
邦驻白俄罗斯共和国特使德米
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梅赞采夫
的倡议下准备的，并得到了苏
维埃国家常设委员会和俄罗斯
国家公共组织“俄罗斯军事历
史学会”的支持。此书，收集
了有关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主要
军事历史博物馆100件最重要
文物的信息和插图。这是胜利
博物馆，白俄罗斯国家伟大卫
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
馆，斯大林格勒战争保护区，
布雷斯基英雄纪念碑，塞瓦斯
托波尔军事历史博物馆，哈廷
国家纪念碑。小学的时候，我
们就知道了传说中的骑兵，列
夫•多瓦托将军，1941年12月
死于莫斯科郊外。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的城市、哈萨克斯坦和

共同胜利的
共同记忆

国家同盟常务委员
会的新出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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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独立国家都有几十
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我
们的书呈现了多瓦托塔T-34坦
克的画面。在胜利博物馆展览
中放置的战斗机器是一种稀有
武器。1942年12月13日，第33
坦克旅第1营的T-34坦克在普
斯科夫斯克地区的维里卡岛村
和第44步兵师师的战斗中得到
支援。在战斗中，T-34坦克从
冰上掉了下来，但机组人员获
救。从沼泽中拖出来的坦克上
有“达瓦托尔”和“gco的旗
帜”。坦克于2001年被捐赠给
胜利博物馆。 
一页又一页——在读者面前，
观众们展示了一次独特的虚拟
之旅，参观了盟军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的主要军事历史博
物馆。不，更像是战争之
旅。它们是如此的鲜
活，如此有意义，
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像
是在战斗现场。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那些
肩扛着所有痛苦和悲
剧的人，他们的肩膀上
有一块巨大的碎片(4米
高，直径1米)，爆炸后被
塞进了车里。这样的记忆
碎片——弗莱洛夫上尉最
后一次战斗的地点, 苏联英
雄佐伊•科斯莫德缅甸的练习

本, 布雷斯特要塞
的卫士阿列克谢•长野中尉

的体操运动员，白俄罗斯儿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疏
散到阿什哈巴德、白俄罗斯前
线的士兵和军官，感谢他们将
白俄罗斯和明斯克从德国法西
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多年
来，这封信一直被苏联元帅康
斯坦丁•康斯坦蒂诺维奇•罗科
索夫斯基保存在他的档案中。
这封信现在保存在白俄罗斯国
家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
我想提醒你们明斯克战争博物
馆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博物

馆。1943年9月30日，
中共(b)颁布法令，“
建立一个关于白俄罗斯
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作战历史的博物馆。”

临时部署地点是莫斯
科国家历史博物馆
大楼，主要关于“
白俄罗斯生活，白俄
罗斯斗争，白俄罗斯
是苏联”的展览。该

展览于1942年12月1日
在共和党委员会的档案
和国内战争材料收集委
员会上开幕。在11个月
的时间里，它增加了新

的展品。1944年7月16日，白俄
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第一批
工作人员被列入定员之内，瓦
西里•杰米亚诺维奇•斯达利诺
夫于1944年8月1日被任命为首
任校长。博物馆是明斯克市中
心为数不多的保留者之一，自
由广场的工会大厦，占地面积
1248平方米。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
事，也是一个胜利的复制品，
白俄罗斯艺术家在疏散过程中
听到了解放家园的消息。它属
于人民艺术家弗拉基米尔•伊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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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维奇(1905 - 1973)。1944年
7月2日，白俄罗斯戏剧剧院位
于托木斯克。艺术家们听说比
弗顿被释放了，弗拉迪米尔•约
瑟夫维奇•德杜什科说明斯克将
在第二天解放。一个军人对他
说:“你很快就要打仗了，艺术
家同志!”“老爷爷不肯让步，
给我倒了一瓶香槟。”大家都
很兴奋仔细听广播。艺术家们
彻夜未眠，坐在弗拉基米尔•约
瑟夫维奇家。1944年7月3日，
莫斯科时间凌晨2点，“明斯
克解放了!”兴奋的艺术家们急
忙把大家叫醒。第二天晚上也
没睡。今天早上，为了纪念明
斯克的解放，每个人都拍了照
片。1966年，艺术家们得知明
斯克的解放，弗拉迪米尔•约瑟
夫维奇记录了下来，并将其捐
赠给了博物馆。这就是那个展
品，胜利的复制品。
在书的开头，盟军国务卿格里
戈里•拉波塔对所有纪念伟大

卫国的人说:“白俄罗斯共和
国历史很大一部分和俄罗斯联
邦相似。但这不是两国人民、
两国结合政治经济联盟、历史
和文化共同体的唯一原因。我
们历史上最重要、最英勇的
事件是1941年至1945年卫国
战争的战斗和胜利。我们保
卫祖国，共同战胜了一个背
信弃义的敌人，他的存在威
胁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毁
灭。20年前白俄罗斯和俄罗
斯统一的盟军国家是我们共
同的延续，是两国人民的血
脉。我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
中并肩作战，在和平的日子
里团结在一起。我认为，这
值得纪念我们英勇的胜利祖
先。在胜利75周年前夕发行
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军事
历史博物馆的稀有作品”讲
述了一个故事。它呈现了学
生、年轻人、历史学家和学
者，以及任何认为来自战争和

战争的稀有物品将永远是对抗
世界毁灭者的致命武器。
对这两个国家的博物馆、百科
全书出版商、测谎仪工作的所
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再次
重申，此书在明斯克的雅各布•
科拉斯印刷。
–我想今天是最好的一天。重
要的是，一本关于稀有物品的
书要让年轻一代知道。这本书
给所有的年轻人和女孩展示了
军事记忆博物馆。是的，我们
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流
行病席卷了整个世界，淹没了
我们所有的思想。但首先看看
白俄罗斯-俄罗斯专辑的页面，
打开插图、图片，你会发现，
令人惊奇、富有内涵，与之共
鸣的展品。几个月后，如果想
给我们的旅行和环游世界增加
勇气，那就去战争博物馆吧。
毫无疑问，你会变得更富有、
更智慧。

谢尔盖•希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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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记
者。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开车去见德米特里·
梅赞采夫。由于大使的忙碌，当天的会议推迟
了。当我们接近大使馆时，他们开玩笑说:“我
想我们不会吃晚饭，因为我们告诉自己6点以后
不要吃东西。”
消毒双手。测量我们额头的温度。一切正常!我
们要上楼梯了。大使馆第一秘书阿列克谢·马
斯卡洛夫带我们去了一个舒适的小大厅，有一
个玻璃屋顶的灯笼。我们很惊讶，因为不是在
大使的办公室。它的中心是一个白色的圆桌，
直径约3米，为晚餐准备的。顺便说一下，阿列
克谢在路上明确表示，我们可以用俄罗斯传统
的名字称呼大使。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介
绍了俄罗斯战略发展中心副主席阿列克谢和列奥
尼达·加列诺夫的顾问。他让每个人都坐下。我
们很快就适应了舒适的环境，用面包向俄罗斯大
使馆表达敬意。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谈到彼
得的学校，16/1和库兹涅佐夫斯基街角的新伊兹
梅洛夫斯基大街上的生活，就笑了。他们做了五

年的邻居:我们谈话的人的家人住在同一个航空
公园里!“你还记得飞机吗?”-当然当他还是个
孩子的时候，他和他朋友的爸爸从一架还没有
安装好的飞机上救出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迪玛卡。
他们冲进驾驶舱，把灯盖上，灯就关上了……爸
爸，前前线士兵，记者，前铁路士兵，成功地完
成了“战斗任务”。
你知道，生活中的这些时刻，共同的熟人，会
让人们互相吸引。到了喝茶和咖啡的时候，叶
夫根尼娅·叶夫根尼耶夫娜·弗洛洛夫也加入
了我们的谈话，她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的妻子。当然，我们注意到大使先生很高兴向
大家介绍他的背景，因为他的妻子在明斯克的
角色并不局限于家庭关系。尤金妮娅是一名法
学博士，在俄罗斯中央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
在明斯克成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法律系的研究
员。她答应在杂志上告诉我们她的项目。她还
谈到了她的书《金融儿童故事》。她很快就会
用白俄罗斯语出版这本书。我们是一个色彩斑
斓的飞行员。当然，这样的童话故事可以防止
孩子们重蹈布拉蒂诺的覆辙。

俄罗斯联邦驻白俄罗斯大使在庆祝胜利75周年前夕回答了该杂志的问题

德米特里·梅赞采夫	
前线战士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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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夫根尼娅承认她的曾祖父伊莉娅·萨维
奇·加尔金是1943年至47年莫斯科国立大学的
历史学家时，她在餐桌上变得更加活跃。这本
书是关于格拉涅斯克地区的，版纳修卡村。然
后他们说，这个村庄现在可能在布雷斯钦的石
化区。地区报纸《黎明》发表关于或萨维版纳
修卡中的“校长”(https://pruzhany.net/2118-
rektor-iz-panasyukov.html)。它说我们的同胞来
自普鲁士县。因此，对于《戈拉斯·拉兹玛》
来说，拥有白俄罗斯血统的叶夫根尼娅对莫斯
科土著居民也会很有趣。顺便说一下，在列奥
尼达家族中也发现了白俄罗斯人，阿列克谢。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如果你仔细观察，你
会发现他的母亲是杰拉斯基家族的一员。白俄
罗斯研究人员写道:“诗马特卡亚是一名亚美尼
亚贵族。”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和她的父母在
明斯克生活了三年。大使本人说:“如果我的母
亲、父亲和祖母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我相信
她吸收了一部分的白俄罗斯文化。”
这个感恩的儿子说了多少好话来纪念他的父亲，
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梅泽夫!顺便说一
下，我的父亲来自库尔斯克，参加了波罗的海解
放运动，就像我的父亲是哈尔科夫人一样。他，
米哈伊尔·切尔卡申，是一名军事音乐家，后来
也是一名通讯员，他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得
到了总司令的倾心。总之，我们三个兄弟国家的
代表在餐桌上很开心。他们还谈到了俄语的重要
性，这是国际交流的额外机会。
关于我们美丽的白俄罗斯。据德米特里·费多
罗维奇说，这个国家整洁、干净，给人一种安
全、善良、受欢迎的感觉。“一年前，我们带
着同样的感觉来到这里。现在我自己也看到
了。尽管我们的主题存在争议……”
在这种自由、友好的气氛中，我们聊了大约两
个小时。最后，我大胆地说:“迪米特里·费多
罗维奇，我们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们引起共鸣的
问题呢?” 
每个人都笑了，因为这似乎是一种结束对话的
方式:人们正在为这篇文章收集素材。德米特
里·费奥多罗维奇承认，他不太喜欢提前看问
题，以免显得“木头人”。他说他更喜欢自发
的谈话和即兴的谈话。我们当然同意他的看
法。我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比做好准备更好的
即兴表演了。我们开始提问。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吗?工作总是快乐的吗?她与众不同，你的记录令

人印象深刻。你知道，在列宁格勒铁路工程师协
会毕业后，铁路工程师的表现如何。作为伊尔库
茨克地区的州长，你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
你也是心理科学博士，圣彼得堡州立大学政治心
理学系主任……
-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快乐。从你所做
的事情中获得满足。可能，许多都成功了。说到
我一年前的任命，2019年4月30日，普京总统任
命我为大使，我认为我的角色是:尽我所能确保
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
-你是如何选择职业的，是如何指导你的?你小时
候，你的父母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1947年，她进入斯摩棱斯克的医学院。他们住
在那里，还有哥哥和妈妈。我的祖母维拉·埃
菲莫娜·斯特帕诺娃出生于华沙，1916年全家搬
到了斯摩棱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很长时
间，他们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公民从华沙搬到了斯
摩棱斯克。
-你母亲娘家姓什么?
-茹拉夫斯卡娅.
-完全白俄罗斯的…(笑)妈妈是怎么当医生的?
--不。她是一名军官的妻子。我的弟弟萨沙出生
10年后，我出生了。后来，我的父母在德国生活
了好几年，后来又在匈牙利生活了几年:父亲是
一名战地记者，被派往苏联军队总部工作。妈
妈后来在大使馆学校教生物和家庭科学。我记
得很清楚，当学校下课的时候，在最后铃声响起
之后，学校里的每个女人都在她的教室里。有人
在编织，有人在缝东西。这是另一种员工会议。
我知道如果我在12点40分之前搞砸了，到2点10
分，我妈妈就会知道了，我就会被打得屁滚尿
流!(笑)。所以我不得不避开它。至于我的职业
选择，我知道我的祖父米哈尔·特伦蒂耶维奇·
祖拉斯基毕业于莫斯科交通工程师学院，1929年

前线通讯员——费德拉·米西契夫。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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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往明斯克工作。我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讲的是火车站外一个小镇上一栋两层楼高的小别
墅。他们说，其中一些仍然存在:在仓库，红色
栅栏后面。这现在是白俄罗斯铁路公司的总部。
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看了看。爷爷、奶奶和妈
妈在那里住了两年半。 
-所以明斯克是你的故乡…
-你怎么知道?当我被分配到这里的时候，我妈妈
告诉我，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去看看你能不能
找到三棵来自同一个根的树。她还记得那个小家
伙走到那所房子前，不停地想知道一棵树是否会
倒在上面。妈妈现在92岁了，她的童年记忆是如
此生动!我真希望她3月8日能来明斯克，我们可
以一起去。但不幸的是，被冠状病毒阻止了。

“如果不是现在，什么时候?
如果不是你，那是谁?”

罗宾·夏尔马，加拿大作家

-为什么新闻业在你的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互联
网里有写:1984年至1990年，梅赞采夫是一名陆
军军官，也是一名陆军印刷官员。1988年1月，
你加入了苏联记者联盟。后来，作为俄罗斯联邦
理事会成员，既监督俄罗斯的信息政策，也监督
经济问题。父亲的经历对你成为了一个记者起到
了榜样的作用?
-我父亲不仅是让我成为了一名记者的榜样，而
且让我在高中毕业后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然后
成为了一名记者。(1981年毕业，在10月铁路公
司的一个仓库担任车间经理)。毕业后，他在仓
库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共青团工作，然后参军。
他是一名陆军军官，在军队服役。顺便说一下，
我哥哥亚历山大是中校。他在巴依卡努里当了22
年的军官， 11年的市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里，他是特种部队总运营总监，参与了一个巨大
的太空计划“暴风雪”。
-讲讲你父亲的事，他是你的榜样……
-我父亲对新闻很感兴趣，他一生中对别的事情
不感兴趣。当我服役两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如果我继续在军队服役，那就是军队的印章。他
们说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在州立大学新闻系的
赞助下，读了为期两年的大学。我毕业了。在那
里学习的大都是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试着给报
纸写信。正如我所说，他的外祖父是一名铁路工
人，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从铁路和军事交通学校
毕业。40年，他应征加入了铁路部队，我们记得
那是第70铁路营，当时驻扎在哈桑湖附近的哈巴
罗夫斯基湖附近。(“对私人铁路部队来说，战
争始于阿特姆普里特姆。”这是我们在网上找
到的“梅泽夫上校的战争与和平”文章中的一句

话。这篇文章于2006年2月15日发表，2月13日这
位老兵满84岁。) 
当我父亲85岁的时候，我们从铁路指挥官阿加蒂
科上校那里收集了他的个人档案:梅泽泽上校的
档案。我从未想过我会把这些文件保存在魔法部
的档案里。有一份父亲的表格，是他亲手写的，
是1940年写的!当被问及在被红军征召之前从事
什么职业时，他回答说:“艺术家。”因为他父
亲毕业于斯大林格勒艺术学校，18岁时应征入
伍。他的人事档案甚至包括他在列宁军事政治学
院编辑学院的政府职位上拉的票。1956年，他被
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的15-17记者。然后他和家
人、妻子和儿子一起在波茨坦服役。那里有苏联
军队的报纸。随后，他在伏尔加河电台服役，这
也是一群苏联军队在德国。我们家里有一些关于

演习的书，里面有爸爸和国防部长的照片。然后
我的家人回到列宁格勒。1971年，他在匈牙利的
列宁旗帜报社工作。前几天是他父亲去世的周年
纪念日，他在91岁时被上帝带走。有些人生活在
自己的平衡中。绝对。那是我的父亲。

“我一生中从未后悔过任何事情—— 
甚至是我父亲让我经历的事情。
这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

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美国歌手

众所周知，这位歌手和她父亲的关系很复杂。你
是否曾经同意你父亲的观点，即使你不喜欢，和
他争论，让他相信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你父亲是
对的吗?他的战争故事是否影响了你的性格?你的
家人是怎么庆祝胜利的?
-我不得不多次和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主要
关心的是共产党的角色，以及苏联系统中人类定

5月9日，在胜利日阅兵仪式结束后，德米特里•米西契夫身着军装在

明斯克的胜利纪念碑举行了献花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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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实践。当我参军时，我25岁。我看到了我不
喜欢的东西。当然，我父亲和我吵得不可开交。
我也没有让步。直到他说，放下你的政党票，不
要扭曲我们的概念。他本人并不是一条狗，而是
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在这里(展示)他是《荣耀
祖国》的副编辑。顺便说一下，我父亲在列宁
格勒县报纸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德米特里·
蒂莫菲耶维奇·亚佐夫少校指挥的营中战斗训
练和前线士兵的传统。那是56年，他们都是少
校。当我在2000年遇到苏联元帅亚佐夫时，他
给我父亲写了一本书。马歇尔今年2月25日去
世。所以，在他去德国之前，他的父亲在50年代
为他写了几篇文章。
我父亲脾气很好。俄语说的很好。我是说，他
在报纸上没有犯任何错误。当他取笑我妈妈的时

候，他是故意的。妈妈吓坏了，她说:“费奥多
尔!”他笑着说:“是的。”当他接受采访时，他
对人有一种非凡的态度。他理解，感受他们内心
的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说话和行动的动
机。所有这些都可以标记和描述。县里的报纸虽
然是免费的，但也需要审查。
-自我……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
来与读者交谈。为了表达自己，材料很丰富。我
父亲的歌词是有生命的。
-你父亲跟你说过战争吗?
-很少。我从他的传记中知道，他在44年在雅罗
斯拉夫尔完成了前线训练，从列宁格勒撤离。
他被任命为桥牌排长。9月底，和其他数千名少
尉一样，抵达未来科尼格斯堡行动的地点。我和
妻子发现，科尼格斯堡铁路旅的士兵被派往欧洲

铁路到俄罗斯铁路的轨道上。我父亲告诉我，德
国人过去常常把铁轨焊接在板条箱上。通常情况
下，铁轨是用拐杖和衬里固定在木栏杆上的。这
些建筑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炮火下，在敌人
的威胁下，需要完成一项任务。因为没有铁路，
前线就会停止:没有枪，没有坦克，没有燃料，
没有轮胎，没有弹药……在一份报告中，朱可
夫元帅提出了一项强硬的决议，要求军队和弹药
运送到行动中。朱可夫写道:“干得好!”我和我
的妻子也发现了这些信息，就像我父亲对红星勋
章的介绍一样。就在科尼斯堡下面。字母歪歪扭
扭的:显然是在原始的田野条件下写的。营部代
表，当我们处理父亲的人事档案时，我们发现了
这份文件。在左上角，上面写着:“颁发战争功
绩奖章。”
然后，他被军事新闻学强烈地吸引住了。在他生
命的不同时期，正如我们在彼得的讣告中提到的那
样，他总是回到《祖国的守望者》。因此，对他们
来说，父亲永远是一个忠诚的监护人。至于庆祝胜
利日，这是典型的前前线家庭。瓦朗蒂娜，你可能
也知道，作为前线士兵的女儿。当然，我希望我们
能在这样神圣的一天和妈妈在一起。昨晚有人跟她
说，她已经七年没有父亲和我们在一起了，不幸的
是，七年没有兄弟了。很明显，只要我们在这里，
那天就不能和妈妈坐在一起。
-你妈妈还记得战争吗?
-是啊，妈妈从1927年就开始了。她的母亲，我
的祖母，把她的女儿推到了最后一列离开斯摩棱
斯克的火车上。他和妹妹卢达设法过桥穿过第聂
伯河。我妈妈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对岸着陆了。
她甚至还记得德国人的脸。她说:“卢达和我躲
在沟里。一个德国人向我们走来。看。他的手在
机器上。卷起袖子。我看了看，然后继续前进。
我的意思是，这可能是生命的终结。一分钟。我
祖母很了不起。苏联领导人，药剂师。战后，她
是斯摩棱斯克州一家药店的经理。1951年，她被
授予劳动红旗勋章。你看，在我的生活中，我有
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昨天是故事，明天是秘密。今天是一份礼物。

作者不详

-毫无疑问，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作为一个
有洞察力的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知道生活
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珍惜你所拥有的。然而，告
诉我，你能想起的，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这可
能与职业无关……
-我想这不是心理问题，而是我的性格，我的成
长，我对一些重要事情的理解。(1998年，梅森

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言人瓦伦蒂娜•马特维科访问当天，把代表军事

墓地的“胶囊”从雷热夫附近的战场转移到万圣教堂。

图为：德米特里·梅赞切夫，瓦伦丁·马特维延科(中部)，共和国议

会主席纳塔利娅·科恰诺娃，明斯克兼扎斯拉夫斯基州都主教， 

全白俄罗斯宗主教驻外代表帕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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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夫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为他的博士论文辩护，
论文是“媒体对个人政治制度的影响的心理”)
。当然，我想珍惜，也渴望珍惜今天所拥有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你对周围的人的评价越
来越高。我很高兴能随时给妈妈打电话。我珍惜
人们的信任。我喜欢建立人际关系。欣赏周围的
事物，夸赞身边的人。因为我知道它们就在那
里，然后可能就没有了。 
-智者说今天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过去
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
-你不能和聪明人争论!但让我明确一点。明天，
你必须活着，认真思考，就不会很悲伤，未来就
有希望。在最辉煌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问题。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列宁格勒的
童年时光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
候。是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我和我的朋友被困
在飞机上，被困在驾驶舱里，出不去。爸爸，谢
天谢地，他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救了出来。现在
只有我和妈妈了……顺便说一下，妈妈还住在库
兹涅佐夫街16号赫鲁晓夫那间非常简陋、相邻的
两居室公寓里。我记得我哥哥在战争军事太空学
院的时候，他会把胶合板放在浴缸里，挂一盏
灯，那是他的书桌。在那段生活中，发生了很多
有趣的事情。比如我和我的妻子在伊尔库茨克住
了三年。就像生活节奏，每个地方呆三年。然后
在北京呆了三年……在90年代初，我根本没有想
过要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我们相识，然后举行
了婚礼…
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芙娜: -德米特里·费奥
多罗维奇已经住在莫斯科了。2007年，我们在
7月底或8月的第一天到达圣彼得堡。有一个周
末，我们来看望他的父母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和
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配偶表示看望父亲

博格丹:方丈,30多年来,尼克里斯基海军在圣彼
得堡大教堂。美丽的寺庙，非常明亮。我们开车
到附近，然后走进去。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去
了博格丹神父的办公室。他现在83岁了。当我身
体很健康的时候，我在穹顶下的办公室工作。德
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记得:当父亲博格丹1999年
受洗,他还在抬蜜罐,神庙顶端。神父的年纪越
来越大。餐厅的地方,有几个办公室,在那里,他
接受人们忏悔。不管怎样，他去了博格丹神父
家，我呆在走廊里。不久博格丹出来,仔细看着
我锐利的黑眼睛,沉默几秒钟。然后他说，“亲
爱的，进来吧!”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坐在一
起。虽然这个词从我们的谈话中消失了，但它确
实传递了两种状态。我们保持沉默，博格丹神父
开始思考。下个周末，他说不行，然后祝福词就
结束了。看这里。日历显示,钢笔记录着:这个周
末,哪一天。婚礼当天,问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想
知道，什么样的婚礼?涉及什么?九月，重复说了
一遍，这个周末还是这个周末，哪一天?我们看
了看，我们说，这个。停留一个月。婚礼在九月
举行。就像博格丹神父说的，就是那一天。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 之后，我们在伊尔库
茨克执行任务。了解到，那里的地形和气候对我
们很不利。日尼亚，我很荣幸，这一刻我也没有
犹豫。从第一天开始每个人都问他妻子是否会
来。顺便说一下，明斯克也是。但这里的情况不
同。在那工作怎么样?举一个例子。早上，你在
洪水中挣扎，河水开得很晚，你需要把冰弄黑，
炸毁，确保村庄的安全。午餐时间，你在森林里
生火。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域，从北到南延伸2500
公里。
-北方让你坚强了吗?
-红军首先训练了我们。头两年在报社工作。然

后戈尔巴乔夫，如果你还记得
的话，把军事记者的职位削减
了一半。只要一笔。但我有一
个梦想，在服役两年之后，我
还会在这25年:我肯定会成为红
星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一个男
孩的梦想，我必须成为一名将
军。
-基本上，你做到了…
-(笑)但不是在红星。 
-他们是怎么搬到莫斯科的?和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普
京在一起?
-不,之前。1996年3月，我被
任命为副总理。那时我第三次
进入伊万·拉普编辑《消息
报》兼任,联盟理事会第一副

耶夫格尼亚.弗洛拉娃和她的丈夫一起参加了“刺绣日”的节目“白俄罗斯之家2.0”。 

在德米特里•米西契夫旁边的是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基米尔•马克。 

在他右边是部长的妻子维拉•波利亚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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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是《真理报》主编,国家翻译社主席。95年
8月，他提出搬到莫斯科去。我考虑了一整晚。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深刻的人，一个聪明
的人。我记得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个来的，还
是第二个来的，都无所谓。”问题是，你是留
在彼得，还是想改变你的生活，搬到首都去。
他是对的，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幸运的是，
我在莫斯科有很多亲戚。我的阿姨安娜斯塔西
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住在那里，她是我父亲同
父异母的妹妹，有10个孩子。都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莫斯科人。我们在96年庆祝了她90岁的生
日，我们100个人都是血亲。10个孩子，28个
孙子，17个曾孙，然后是侄子。我在莫斯科已
经两年没有公寓了。和他姐姐住在朱可夫元帅
大道上。我们住在列宁格勒的小公寓里,甚至更
小。我住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里。安娜斯塔西
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还记得,1992年那时候，转
个头就能碰到。曾经告诉我:“吉马,上帝给了
我7男孩和3个女孩。我活着!如果你给我7个女
孩和3个男孩，我早就死了。(笑)。他们都很
亲密。当父亲还在莫斯科学习,他3月8日在苏联
广播电视台上发言。像英雄的母亲。父亲的表
演。他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

“在每一个困难的中间，都有机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当然，我们的格言是这样的，这样你就可以和
杂志的读者分享你对兄弟国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合作的看法。在你看来，目前解决分歧最合适的
方法是什么?耐心?对和平的渴望?什么记忆能使
两国更好地联系在一起？
-问题在于，人民如何生活、发展、合作、未来
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如果你看看我们过去的
历史和明天的历史，这些问题就不再是思考、寻
找答案的理由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
就必须做所有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事情。在
不久的将来，两国独立主权国家——白俄罗斯和
俄罗斯——的合作模式应该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

持。经济利益，我们有信心，我们不能，我们不
能失去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当谈到一个盟国
时，请注意卢卡申科总统说:我们的加里宁格勒
州，我们的鞑靼，我们的车臣，我们的前身……
对于生活在格罗德纳地区的白俄罗斯人来说，在
明斯克，作为一个盟国的公民，布雷斯特的西部
边界和普里莫里亚和堪察加半岛的东部边界是非
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很少谈论的话题。
-那么，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认为是什么
阻碍了白俄罗斯人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呢?从斯摩
棱斯克到普里莫里亚，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像陌生
人、二等公民?
-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会认为白俄罗斯
人和俄罗斯人是陌生人。这不是报纸上的评论，
这是我的信念。有些人可以根据经济协作的形
式、合作模式、收益来争论——当然，双方都
有。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没有争
议。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低估，将失去很多。这
影响了你所说的成长的代价。如果我们再争论,
那就意味着我们之前未能找到开放合作模式,充
分满足大家的友情,互惠和排除这些争端。在统
一后的几十年里，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之后，在一
个国家的生活之后，很难找到它。但我在上海合
作组织中有这种互动模式。不同的国家在这个组
织，其中包括；远远低于国家领土、人口数量、
规模经济、外汇储备的国家。但我们说，必须建
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国旗的大小是一样的，
如果每个国家的权利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些特征
是什么，那么我们必须平等对待对方。是的，有
细微的差别，而且会一直存在。然而，我们必须
平等对待彼此。对你自己和你的伙伴提出同样的
要求。今天这样解释他们更有利，没有选择性,
下星期一又变了。一旦你选择了这个模式，就永
远也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任何战略
争议不应该存在。因此，我们离得越近，该地区
的生存和共同竞争力就越安全。众所周知，任何
战术上的争议区别于解决速度。在这种速度下，
我们需要大幅提升。
-包括利用盟国的潜力。
-当然!因为，正如我所说，盟军的潜力是巨大
的!很明显，今天的问题是经济一体化。每个国
家都要维护独立主权。但经济一体化具有深远
的意义。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想以我在明斯克
的身份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大使馆的工作
人员也是如此。就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首都领导
人在“地区-地区”关系中一样，他们也希望如
此。当然，作为人类，有些事情我们有权以不同
的方式看待。没有人能阻止它。你只需要相信，
当你有分歧的时候，当你快速对话的时候，你就
会明白，每个人对什么有不同的看法。不是更

幸运的是，我在莫斯科有很多亲戚。 
我的阿姨安娜斯塔西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住在那里，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
有10个孩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莫斯科
人。我们在96年庆祝了她90岁的生日， 
我们100个人都是血亲。10个孩子， 
28个孙子，17个曾孙，然后是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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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不是更好，而是另外一种表现。那个时候再
去见你的伙伴。与此同时，让你的伴侣听到你自
己的声音。

“当一切都是麻烦的时候， 
我怎么能享受生活呢?”
听着，生命不是等待雨停的。 
它是用来学习如何在雨中跳舞的。

奥马尔·海姆， 
波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 

- 2019年12月，盟军满20岁。你认为联盟给了我
们国家的公民什么?你认为我们合作中最紧迫的
问题是什么?20年前的合同有什么需要修改和完
善的吗?这是一种比喻:两个人是在雨中学会跳舞
的，还是仅仅是学习?你认为我们需要做什么才
能让我们的过去成为后代的共同遗产?
-两个人证明了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家
庭是可能的。现在很少有人谈论这个时代，但
有一个概念是苏联人民的兄弟家庭。值得记住
的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白俄罗斯有很多例子
表明，沙皇的首都关注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
化。他们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发展起来，变
得更加富有。例如，现在的明斯克高尔基公园
最初是一个州长公园。它被一位明斯基总督
攻下了，但是服务于俄罗斯国王。在我看来，
我们应该少谈一些阻碍我们的事情，多谈谈应
该帮助我们什么，在哪方面帮助我们。我们看
到白俄罗斯在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体系中成功地
实现了多向量政策，即与所谓的远距离国家的
关系。明斯克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有制裁制
度，俄罗斯现在仍在努力扩大与数十个国家的
合作形式的对话。即使在与我们的合作伙伴难
以处理的问题上，对话的语气也非常正确。很
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有的争论都让我们在
彼此的对话中变得软弱。此外，这还增加了俄
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外的问题。一旦我们意识到
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和
处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世界主要参与者有
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并不总是知道它们
是什么。但是在90年代早期写了一本书叫《伟
大的棋盘》。第一页上写着:“我们的任务是
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脱离俄罗斯。”他指出，
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分裂。他说，如果我们这样
做，俄罗斯国家的完整性就会受到威胁。在任
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更直接、更愤世嫉俗的公
式。如果我们不准备深入研究西方分析家、国
家专家的长篇大论，我们只需要阅读这本书的
前四页。为了确定，生活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土地上的斯拉夫民族的朋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多。建立新的关系和巩固旧的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不要被愚弄。因为欺骗的代价是巨大
的。
-好吧，你要做的就是在明斯克找到那棵树，它
有三根树根。他被认为是白俄罗斯、俄罗斯、乌
克兰人民以前团结的象征……
-我知道那棵树，再一次，多亏了妈妈。我们从
历史上都得知，从前辈那了解到。白俄罗斯、
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国家对赢得伟大卫国
战争的巨大贡献……尽管你知道这一点。因此，
愿上帝赐予我们所有人健康，让我们度过今天国
际社会面临的巨大灾难。它迫使我们现在思考，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关系体系会是什么样
子。对数以百万计的人、国家经济和安全系统来
说，应对流行病的负面影响与日俱增。在某种程

度上，这是为了维护主权，传统生活方式。对于
那些不属于一小部分领导人的国家来说，保持独
立和自由程度。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为先发
制人而工作。我想相信它会的。作为兄弟，我们
将拥有和平、克制、尊重、团结、手肘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能在今天看到世界变得更加艰难。不
幸的是，包括我们的盟国在内的危险数量没有减
少。 
-友谊不仅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对生存也很重
要…
-是的，评估相互支持的制度是很重要的，我们
从合作中获得的互惠互利。经济上的共鸣。甚至
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从白俄罗斯到俄罗斯的
供应量总是超过这里的供应量。我们知道：大量
的乳制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高质量的，我们
吃的，这是受欢迎的。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成功

德米特里•米西契夫和能源部长维克多•卡兰科维奇。在以“能源， 

生态，节约能源，电子”为主题的展览会上，此展览会于2019年10月

8日至11日期间在白俄罗斯举办能源与环境论坛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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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合作的例子。以斯维德的领域为例。它向
白俄罗斯提供的商品——如果你考虑到该地区及
其伙伴的贸易平衡结构——比白俄罗斯消耗的还
要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在瓦伦蒂娜·
伊万诺夫娜·马特维延科的领导下，去年举行了
彼得地区论坛。
-我们的杂志为这次事件提供了相关材料…… 
-彼得签了一份价值50万美元的合同。让我们看
看白俄罗斯和我们是否有很多合作伙伴，他们
支持国际经济协作制度——即使是在联盟国家
内部——仅在这一范围内。在未来的几年里。
我想有一点。知道如何欣赏也很重要。这些都
是显而易见的例子。但话又说回来，我们是这
样的数字，事实并不总是能传达给人们——就
像真正的支持、利益。然而，谨慎行事是很重
要的。认真核对。确保遵守和维护正义。这样

我就不会生气了。没有人会被训斥!我是说，你
怎么能对自己的家生气呢?不管你是在27楼还是
小木屋里。你怎么能对给你生命的土地生气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俄罗斯人怎么会对俄罗斯
人生气呢?事实上，怨恨的形式并不是建设性
对话的基础。更不用说国家间的关系了。我想
我们已经准备好避免这种情况了。以前也发生
过。还会继续这个传统。
-我们认为它会持续扩大。我们真的应该互相照
顾。包括记者在内——报道我们国家的事件和生
活方式。正如诗人亚历山大·道尔的一首著名歌
曲所说，“给我们最爱的人的爱最少。”
-好吧，让我们一起帮助和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特别是人民之间的友谊。让我们要
求记者们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其他
国家、伙伴国家、甚至可能是盟友、未来的朋友
所采取的每一个友好步骤。特别是在与冠状病毒
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从这件事情中产生积极的

影响，而不是援助的阴影，更要注意到，没有这
些，我们无法生活。

“我的大脑只是一个接收器。 
在太空中有一个核心，我们从那里获得知识、 
力量和灵感。我没有发现这个核心
的秘密，但我知道它的存在。

尼古拉·特斯拉，物理学家、发明家

-你希望我们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能揭示宇宙
的奥秘吗?
-我说的是太空。最近，作为德米特里·奥列戈
维奇·拉戈津访问的一部分，我们参观了一家
大型高科技公司。它为俄罗斯-白俄罗斯空间
的联合项目工作。一位领导人说:“你知道，
今天，我们在不谴责俄罗斯人的情况下，比他
们走得更远。”你不能为此生气!你所能做的就
是欢迎。欢呼。感谢上帝，我们有机会团结起
来。因为，是的，白俄罗斯有能力制造一颗卫
星，但是没有办法把它送入轨道。如果卫星部
件在白俄罗斯制造得如此优质，如此专业，它
将提高整个民用空间系统的质量，使其达到更
高的水平，那就太好了!有一些要紧的、经过多
年计算的太空探索项目。让我们了解下独立大
道上任何一个年轻的白俄罗斯人，问问他知道
些什么。10个中的8个不会说什么。至于石油和
天然气的价格，每二分之一，如果不是五分之
四的话。我们需要摆脱这种不平衡的、不正确
的、不准确的表达方式，从而威胁到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关联将大大减少。尽管威胁不是来
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这是全球趋势的
威胁。因为，就像我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艰
难。不能让这些成就被削弱或贬低，包括白俄
罗斯的国民经济、国家高科技部门、国家科学
院——所有白俄罗斯现在可以自豪的事情。作
为应用程序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该国
的竞争力。当然，合作将继续下去。

“真理是一种非常昂贵的产品， 
不能纯粹使用。”

米哈伊尔·韦勒，俄罗斯作家

-作为一名外交官，你能说些什么呢?
-当你把糖果从盒子里拿出来，没有包装纸的时
候，你手上就会留下巧克力的痕迹。所以你最
好在包装纸里吃共产主义工厂的糖果。顺便说一
下，这家工厂的白俄罗斯巧克力棒极了!我们对
自己的选择印象深刻。

伊万和瓦伦蒂娜·达瓦诺维奇的谈话

德米特里•米西契夫，白俄罗斯新闻部部长亚历山大•卡吕尤科维奇和

美国冲锋队代表詹妮弗•摩尔出席第二十六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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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祖父的名字命名》
叶夫盖尼在他舒适的房子里与我们会面，手里捧
着祖父母的画像。他们已不在这个世界。这位音
乐家说，是他当小学老师的祖母教会他阅读和写
作。从他的祖父——俄罗斯伟大的男高音伊万·
科兹洛夫斯基的侄子——那里，他继承了音乐能
力和明亮的气质。这位作曲家承认，他的个性发
展也受到了他们对伟大卫国战争的回忆的影响，
在那次战争中，纳德日达·彼得罗夫纳和叶夫盖
尼·埃梅利扬诺维奇的希望不止一次地处于灭亡
的边缘。
作为乌克兰大摩托维洛夫卡村民的叶夫盖尼·奥
利尼克，于1943年自愿担任前线任务。他参加了
解放科尼斯堡的斗争。战争结束后，他在白俄罗
斯波列西耶地区进行扫雷工作。他是一名驾驶
员、首席机械师。看着他的照片肖像，我简直不
敢相信一个明智而有目标的人只有二十一岁。
- 战后三年，祖父和祖母结婚了。他们生了两个
孩子。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将近六十年。他们
不喜欢记住战争。祖父更多地谈论了他携带弹药
的车辆。祖母去世前几年才决定写法西斯主义者
如何将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带到集中营。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纳将手稿交给了她的孙子。
叶夫盖尼将它们当作传家宝，并且不排除在不久
的将来他会为它们写书。顺便说一句，剧情很可
能可以作为电影的情节。
这位音乐家翻阅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覆盖
着瘦细的笔迹，他说，战争爆发时，纳迪亚的祖
母只有14岁。他们的家人居住在纳温奇村（现在
是明斯克的小区）。早在第一天，德国飞机已经

出现在首都上方的天空，听到了爆炸声，但仍然
无法想象会承受什么样的恐怖。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纳写道：“那天早上，我
们从母亲的哭声中醒来。我们跑到院子里，
在明斯克上方的天空中看到巨大的乌云，持续
不断的闪烁。他们认为这是一场雷暴。爸爸跑
到街上时说：“孩子们，这是战争。”一整群
带有十字架的飞机低空飞过地面。一切都在咆
哮、轰鸣、尖叫。父亲说要回到小屋，穿好衣
服，把必需品打包起来。后来广播中宣布：“
注意！莫斯科通知！今天凌晨4点，在没有宣
战的情况下，德国武装部队袭击了苏联的边

我们的祖父是如何战斗的

“光环”小组领导人富有创造力的家族，
与战争主题有着特殊的联系，当您听到他
们写的歌曲《坦克开火》时，这一点就变
得很清楚。在占领明斯克的第一天，坦克
手们穿过城市，摧毁了十二辆敌方坦克和
几百个纳粹分子，当尤利娅和叶夫盖尼知
道了这个故事时，他们对坦克的英雄主义
感到惊叹，从而为他们写下赞歌。

朱莉娅•比科娃和叶夫根尼•奥莱尼克及其祖父祖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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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父亲跟我们说再见，然后去了招募站。
然后他再也没回来过。
……恐怖开始了。明斯克的烟雾绵延数十公里。
灰烬覆盖了地面、草和树都是黑色的。带着包裹
和手提箱的人沿着我们的高速公路流过。突如其
来的轰炸——人们逃离，冲入沟渠。许多人无法

生存。妈妈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妹妹只有九
个月大——坐马车沿着州郊农场花园的小路离开
了村庄。
我们离家有多少年了，不记得了。回来后，看到
门口的农场里挂着一头牛，附近被德国人践踏得
乱七八糟。我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
叶夫盖尼在提到大规模劫持公民到德国工作的时
候停了下来。在其中一次突袭中，娜杰日达也被
抓获。
这位作曲家说：“他们聚集了人们，把他们放在
马车上，带他们去了波兰的难民营。”-从早上
到深夜，在监狱中工作的囚犯包括妇女和儿童，

他们穿着裸露的衣服睡觉，喝了土豆皮的浑浊稀
粥。许多人死于疾病和消瘦。
很难想象，但是我的祖母设法逃离了那里。是这样
的：她看到几个男人偷偷偷偷地把木头搭在一个建
筑上，从那爬过围栏。德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就
当场将他们射杀，却忘记了移走木头。过了一段时
间，爬上山顶的祖母和其他15岁左右的小伙子们跳
过了篱笆，获得了自由。在逃脱的七个人中，只有
两个人回到了家，包括娜杰日达·彼得罗夫纳。
叶夫盖尼指出将记忆传递给孩子的重要性。不久
前，他设法恢复了祖父的六弦巴拉莱卡——1930
年代的一种稀有乐器在其近百年的寿命中变得难
以维修。大师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维
修。现在，它具有现代化的传感器，可让您连接
到音响上，也可以在音乐会上使用。

感谢有机会生活

“战争爆发时，我的祖母尼娜·尼古拉耶夫娜才
五岁，”尤利娅·贝科娃参加了访谈。“她的父
亲和两个哥哥没有从战争中返回，她的母亲独自
一人拉扯三个小孩长大。他们尽了最大的能力去
生存。为了欺骗肚子而免于饥饿，甚至吮吸石
头。尽管如此艰难，他们还是幸存了下来。对于
我的祖母来说，现在是胜利纪念日-一年中最重
要的假期之一。”
祖父瓦西里·伊格纳迪耶维奇·贝根三年前去
世，仅差几个月就到享年九十岁的生日。近年来
他常常生病。尤利娅去看望他时，他回忆起了自
己的经历。
瓦西里·伊格纳迪耶维奇在1943年入伍。作为第
一届白俄罗斯阵线的一部分，他参加了华沙、格
但斯克（但泽）和柯尼斯堡的解放。
-在其中一场战斗中，炮弹击中了他的腿。由于
缺乏及时的医疗服务，因此存在截肢的威胁，
但幸运的是，有能力的外科医生只切除了一块骨
头。战争结束后，他遇到了自己心爱的尼娜。他
们结婚，育有两个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尤利娅保存有祖父的红星勋章、伟大的一级卫国
战争、勇气勋章和许多劳动奖。在战后时期，他
是建筑工人，经常成为社交比赛的赢家。
这位歌手承认，她对伟大卫国战争退伍军人的毅
力始终保持惊讶：
-尽管经历了这些磨难，他们还是坚持下来，把
和平的天空赐予了子孙后代。为此，我们将不厌
其烦地用我们热爱祖国的歌曲来感谢他们。

***
叶夫盖尼·奥利尼克计划写一本书，讲述他的祖
母如何逃离集中营。

玛丽娜·库兹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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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作者谢
尔盖·夏
普兰在社
交网络上
对此进行
了报道。
他认为，
此类图纸

的存在本身令人难以置信，因
为人们认为战线图纸已于1945
年和背包一起被烧毁了。这曾
是瓦西里 .贝克瓦本人所说过
的。但事实证明，这些图纸仍
被保存在某一区域中心的私人
档案馆中。
瓦西里.贝克瓦一生中所绘制的
三份前线素描图纸的原件都被
找到。分别是《战斗2，阿克

林中尉，1945年》，《司令普
罗斯塔科夫中士》和《索科尔
河》。推测图纸背面的铭文也
是作者本人所作。纲要于1970
年发表在《人民友谊》杂志
上。共计四篇 。 
目前共计发现了三份军事图纸
的原件。遗憾的是，没有发现
第四份图纸，在第四份图纸上
绘制了一名来自卫生部门的女
孩。该草图暂时未被发现。也
许将来它会像其他三份一样被
发现。 
同时，瓦西里 .贝克瓦在前线
时期制作的原件仍保存在居住
于格罗德诺的新闻工作者，退
伍军人伊凡·格鲁霍夫的个人
档案中。他和贝克瓦曾经是同

过去的情景

在格罗德诺发现了瓦西里.贝克
瓦绘制的几条战线图纸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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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都是前线士兵，在格罗德
诺普拉达相遇，在那里他们加
入了文学协会。据说，贝克瓦
的图纸是应格鲁霍夫的要求寄
给他的，也许他已经忘记了。 
真相意外地“浮出水面”。在这
里可以追踪到一系列有趣的事
件。比如, 获得了更高权力的帮
助。事实证明，这些图纸是在格
罗德诺教堂神父弗拉基米尔.安
德烈·亚沃雷特的帮助下发现
的。伊凡·格鲁霍夫的儿子向他
展示了家庭档案。然后向传记作
者讲述了一个独特发现，传记作
者将此事撰写在了他的Facebook
主页上。他还补充说，这些图画
来自于住在莫斯科的格鲁霍夫的
儿子，他打算将它们连同信件一
起递交给格罗德诺的瓦西里.贝
克瓦博物馆。 
如您所知，这位作家在这座城
市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在一家
地方报纸担任时尚编辑。他的
一些物品存放在编辑部的博物
馆。直到最近，格罗德诺市中
心才成立了独立的瓦西里.贝克
瓦博物馆。的确，很少有人知
道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
展览是由爱好者支持创建的。
去年，该博物馆还不存在，所
有展品都移交给了国家历史与
考古博物馆的文学部门，该博
物馆被称为马克西姆·贝克瓦
诺维奇博物馆。其负责人叶琳

娜.拉皮奇科说，总共转移了约
600件展品。其中大多数是图
书，但也有一个有趣而独特的
档案，里面放着作家的个人物
品。这极大地补充了贝克瓦博
物馆的现有资源。博物馆有三
个新展品的陈列柜。 
“作家的一些物品包括书包、
围巾、领带、贝雷帽、衬衫、
夹克、皮带、咖啡壶、收音
机，还有钢笔、切纸刀、录音
笔等物件作为“外交官”从博
物馆移交到我们手中。”叶琳
娜说道。 “在这里，我们还能
看到瓦西里.贝克瓦寄给儿子瓦
西里的明信片，在名信片中祝
他生日快乐。顺便说一下，他
的小儿子瓦西里在格罗德诺生
活和工作。次子谢尔盖在明斯
克生活。” 
展览中还有米哈伊尔·林科夫
发给贝克瓦的贺电，以及他的
护照、工会票、证书，还有他
的名片，地址在斯维勒德勒
夫.科娃吉拉街道。该公寓目前
仍然属于贝克瓦家族，他的孙
子耶夫格尼和家人一起住在这
里。 
基金会提供了许多手稿和照
片。但是博物馆中没有贝克瓦
的照片，尽管众所周知瓦西
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经常以艺
术家的身份学习。在1950年
代，作家本人经常编写他的故
事。在《人生的点点滴滴》一
书中，他画了许多素描图画作
为传记补充。但是所有这些图
纸都是在战后制作的，与目前
的发现有所不同。 
没错，在博物馆的贝克瓦笔记
本中，您可以看到文字和图
画、河流、桥梁和树木。正如
叶琳娜解释的那样，这是作品
《综述》的手写文本，草稿和
笔记。手写稿件的旁边是打印
机作品《麻烦的迹象》。还有
作家的手写自传。您可以单独
阅读：“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
应该珍惜自己的过去，因为过
去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历史和

命运。曾有人要求将这些文字
刻在瓦西里.贝克瓦的纪念牌或
半身雕像上。 
格罗德诺当地的历史学家阿雷
斯 .格斯特夫都是这一想法的
积极支持者。他与贝克瓦是熟
人，还收到过来自贝克瓦的
贺卡，并仔细地保存了这张贺
卡。格罗德诺当地的历史学家
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作家的
回忆。 

玛格丽塔·乌什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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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媒体项目“电影摄像机就
是他们的武器”的开展过程
中，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拍
摄战争电影的信息，了解他
们拍摄的方式和当时的文件
资料。这些资料由国家档案
馆，白俄罗斯国家电影文件

档案馆，白俄罗斯电影历史博物馆和白俄罗斯
电影制片厂提供。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来自明斯克新闻纪录片制
片厂的白俄罗斯摄影师就成为了前线拍摄团体
的一份子。约瑟夫·维纳罗维奇来到位于西部
的摩西贝罗夫，和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弗拉基米
尔·特斯留克地区。拍摄镜头被发送至莫斯科
中央纪录片电影制片厂。国家档案馆存储的文
件表明，许多影片拍摄者都获得了很高的奖
励。 
军事电影纪录片以战争的第一天作为开始。一
个月后，大约一百名摄影师共同参与了前线的
拍摄。 
白俄罗斯国家电影和照片文献博物馆保留了最
早的游击队运动情况。它于1941年在马吉廖夫

新闻记录
片被作为
证据
新闻纪录片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即居
民区的解放，影片中介绍了一位证明纳粹实
施暴行的人证英雄。摄影师与红军战士和游击
队员们一起参加了突围行动，因此，除了相机
外，摄影师们还随身配备自动步枪，手枪和两
枚手榴弹。武器必须随身携带，因为在寻找有
新闻价值的人员时，他们需要进入战争中心。

由约瑟夫•韦纳罗维奇拍摄的游击队指挥官伊万•季特科夫（右）。 

照片由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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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切里克夫斯克区拍摄，当时只有第一批游
击队。 
约瑟夫·维纳罗维奇多次越过前线，他曾在
1943–1944年被占领的白俄罗斯境内拍摄——
在北部的贝戈木力地区，列皮力地区，波洛茨
克地区。在那里，他拍摄了许多故事，这些故
事讲述了关于米纳什·史密里耶夫，伊万·蒂
特科夫，弗拉基米尔·洛巴诺克等游击队指挥
官的故事。 
白俄罗斯国家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中有
一些是关于前线摄影师充满勇气的作品。白俄
罗斯国家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娜塔
莉亚·奥布霍娃说，从1951年到1990年， 约瑟
夫·维纳罗维奇曾多次参观该博物馆，并为博物
馆提供了照片，工作的证书和电影摄影机。 
顺便说一句，尼古拉·皮萨列夫，奥蒂利亚·里
兹曼和玛丽亚·苏霍瓦也曾在维捷布斯克地区拍
摄过有关白俄罗斯游击队的电影。此小组不仅拍
摄了军事行动，还拍摄了乌沙奇游击队机场的建
设过程，以及如何维修侦察自行车。 
年轻的女摄影师须与游击队员一同承受军事生活
的所有艰辛。战斗指挥官非常热烈地谈论了“战

士”玛丽的工作，提到了她是如何制作电影的，
她是如何进入游击队的。女孩拍摄的照片被用于
电影《人民的复仇者》，这是一部关于铁路战争
的电影。1944年的冬天尤其艰难，德国人收紧了
封锁圈。于是游击队决定突围出封锁圈，摄影师
也试图摆脱包围圈。在乌沙奇斯克突围期间，尼
克拉.批萨尔和玛利亚.苏霍瓦不幸去世。国家
档案馆的雇员发现了一份日期为1943年5月的文
件，该文件证明了玛丽亚·苏霍瓦的去世。她的
遗言是关于电影资料的藏身之处…
新闻时报谈到了白俄罗斯的解放。在电影《我们
的明斯克》中，法西斯的“万”字标志从政府大
楼的正面被撤掉，摄影师贝罗夫和韦纳罗维奇拍
摄了这些照片：一个人从下方角度拍摄，另一个
人从屋顶角度拍摄。 
电影展示了在红军解放后立马被发现的定居点。
大部分镜头拍摄了侵略者在被占的领土上所犯下
的罪行证据，拍摄了被烧毁的村庄，奥扎里奇集
中营的囚犯，位于特罗涅涅茨克的死亡营，维捷
布斯克附近的战俘营。因此，该新闻纪录片电影
在纽伦堡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琳娜·加加林

   前线摄影师摩斯.比列夫。照片来自白俄罗斯文化， 

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心的档案馆

前线摄影师奥特利亚.列伊曼拍摄的布达佩斯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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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43年5月1日，在维捷布
斯克州查什尼基大队“杜波
瓦”的一个独木舟上，开设
了一间游击队美术馆。在美
术馆的画中主要描述了游击
队的战斗和生活，以及被入
侵者摧毁的村庄。在1944年
的封锁中，当敌人进行围剿
时，必须拆除这些画作。于
是将它们卷成卷，放入铜管
中，然后埋在地下。如今，
这些画被保存在白俄罗斯卫

国战争历史国家博物馆和乌
沙基的人民荣誉博物馆中。 
在游击队中，不仅有艺术
家和音乐家举办音乐会，
还可以观看纪录片和故事
片。文艺宣传队和合奏团
在军旅中进行表演。学校
被建在林间空地上的帐篷
和小屋中。 
白俄罗斯的第一支游击队出
现在1941年秋天。到1943
年底，全国60 %的领土处于

党派的日常生活	

在白俄罗斯
没有法西斯
的地区开设
发电站和美
发店 

艺术家海因里希•布热佐夫斯基在1943年创作的游击队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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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有超过
20个大型游击队区域。它
是飞机场和编队基地的大后
方。 
随后在被解放的土地上恢复
了苏维埃政府。在那里开办
了工厂、面包店、皮革厂、
裁缝铺、鞋店、武器车间和
医院。例如，1943年春天，
开设了一个发电厂，一个食
堂，一个美发店，还有一个
游击队的休养所，一切都在
恢复重建中。在波洛茨克的
勒佩尔地区，游击队员组建
了两个松油工厂，80个锻造
钳工厂，54个皮革厂，47
个木工车间，和一家陶艺公
司。该地区有三个发电厂，
六个磨坊，20个用来加工亚
麻籽的小型油厂。游击队帮
助农民从事野外工作，并保
护居民区免受袭击。 
今天，我们对于这些斗争有
很深的了解。但是，现代读
者们可能不仅会对斗争感兴
趣，而且还将学习到如何组
织这类活动：人们如何在森
林中定居，获取食物和安排
生活。您可以从《白俄罗斯
游击队》一书中了解到这方
面的内容，此书由白俄罗斯
共和国国家档案馆、白俄罗
斯国家电影厂、国家档案
馆、白俄罗斯国家卫国战争
历史博物馆和国家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以及地区历史博物
馆合作出版，被归属于《彼
得鲁斯·布罗夫卡白俄罗斯
百科全书》。这是我们独特
的经历，前苏联的许多居民
之前并不知道这段生活。为
了使本书可供更多的读者阅
读，本书包括俄语和英语两
个版本。乌克兰国家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列
克谢.库森茨娃.吉姆诺娃
说，为这本百科全书撰写文
章的科学家们试图使此书更
易理解有趣。作者的任务艰
巨：需要积累和选择最重要

的信息，同时以一种简单的
语言向人们传达复杂的学术
历史。 
如今，白俄罗斯百科全书出
版社为满足现代青年人的兴
趣正在寻找新的题材。《白
俄罗斯游击队》一书被精心
装裱。其中大约有600个插
图，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许多

档案资源。由白俄罗斯共和
国国家档案馆组织的展览
会上介绍此出版物时，可以
了解到以下档案资料（游击
队艺术家制作的指示标牌，
图画，地图，游击队宣誓语
录，传单，手写杂志和日
记）。

埃琳娜·德迪利亚 

游击队部署图.1944年

《白俄罗斯游击队》一书出自系列丛书《白俄罗斯游击队，以和平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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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联合收割机和
特斯拉的竞争对手

的
确，当今世
界变化超出
人 们 的 想
象。科学家
和设计师推
动现代经济
的发展，也

并非偶然。前不久，总统去了
白俄罗斯科学家在国家科学
院联合机械制造研究所机动车
辆试验场。然而，他关注的不
仅仅是展览品。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指出了科学家的重要作
用，尤其是下一个五年里：
—经济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
想要更强。没有科学我们什
么也做不了。在接下来的五年
里，我们必须将科学思想与我

们先进的、优秀的、受过教育
的人强有力地结合起来。
需要提醒的是，国家电力运输
的重要性。引入贝拉斯后，我
们会得到电力盈余，但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生态问题。电力
运输领域的发展承诺和声明在
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因此，国
家元首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可
以亲自检测。
—想看看你取得了多大的进
步，你的言行是否符合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的观点。他补充
说，有必要对科学院的设施进
行审查: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对科学
院进行认真的审查。这并不容
易。那里有真正聪明、有才华

的人。看看科学院是如何运
作的，我们的决定是如何执行
的。
国家科学院主席弗拉基米尔·
库萨克娃指出，国家元首在电
力运输发展方面的所有指示都
是严格控制并执行的。这个国
家成功建立了一所新的科技学
校。如今，一个由40人组成的
专家和科学家小组可以解决任
何电力运输问题。正是这个科
学院，有部分组装电动汽车部
件、电池和最新的锂离子存储
器样品。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专
门的石墨烯电容器和混合动力
车。因此，除了车身外，几乎
所有的电动汽车电池都是在国
内制造的。

显然，这是新绿色
经济概念要素的组
成部分之一，白俄
罗斯一直以来积极
提倡电力运输。多
年来，科学家和设
计师也一直刻苦研
究。现在有了一定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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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客车MAZ 303E10 研发前景的模型

—弗拉基米尔·库萨克娃强
调，我们正在与许多企业合
作，自己进行实验生产，并转
向小批量生产。然而，他说，
有一些问题阻碍了大规模生
产。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这
个国家还没有生产牵引电池，
车身。
—这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不知
道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要
建立一个完整的工厂或重新配
置它呢?-总统对此做出了回
应，并下令全面调查此事。—
我们需要你们做的式样样品。
未来你必须把它摆在桌面上。
然后我们需要计算市场。
毫无疑问，从清晰而准确的角
度来看，白俄罗斯企业将专注
于生产国内缺少的电力运输部
件。
现在，电力运输全面发展。科
学家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轻
型汽车。现场展示了两辆完全
相同的公共汽车：柴油机和电
动汽车。据阿联酋石油公司首
席执行官瓦莱里娅·伊万科维
奇说，电动汽车的价格目前比
柴油还贵，但批量生产可以降
低价格:
—通过变速箱技术解决方案，
电子产品，序列号，我们得到
了一个完全有竞争力的价格。

总统的指示：到明年5月，为明
斯克和该地区生产12辆这样的
公共汽车。
在展品中有一个使用电动驱
动的冰加工机的原型。正如
开发人员所说，与进口类似
产品相比，这种汽车的成本
明显较低。另外，冰的质量
也很好。
另一项研究被科学家称为特斯
拉的竞争对手。这是一辆白俄
罗斯跑车的实验样品，一辆双
座敞篷车。它很轻，很灵活，
动力足。这台机器可以在不充
电的情况下达到170公里/小
时，行驶270公里。
他们还展示了一辆小型汽车来
清理人行道和垃圾。国家元首
问明斯克市长阿纳托利·西瓦
克是否需要这种技术? 
—是啊，需要一个，—肯定的
回答。
—一起关注这个，—总统说。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详细了解
了电池和不同用途设计的充电
站。科学家们讲述了他们自己
在锂离子和石墨烯电池领域的
发展。效率较低，但成本也低
得多。然而，效益业绩指标的
前景是现实的。国家元首表
示，如果成功，这将是一次突
破。

总统特别关注电动自行车、电
动切割机、电动滑板车，对技
术特征、速度、储备量充满了
兴趣。一些模型被委托进行设
计工作，同意开发其他模型并
亲自测试。
国家科学院多功能无人机综合
体科学生产中心主任尤里·亚
辛向总统介绍了一系列的研
究。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在白
俄罗斯紧急部运营，并积极购
买其他国家的综合设施。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对他所看到的
感到满意。
活动结束后，记者们要求总
统分享他的感受，并评估他
在试验场看到的东西。亚历
山大·卢卡申科指出，我们
不要超前。这只是解决问题
的第一阶段。会有第二个，
然后我们再谈。然而，国家
元首的印象是:
— 我没想到他们是科学家。他
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这
些。为了更好地评估它们，我
们需要看看它们是否符合世界
标准和未来发展前景。我们不
是在制造玩具，而是在市场上
销售和获得货币的产品。总的
来说，一方面保卫了我们的国
家，一方面有利于和平。

瓦西里•哈里通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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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
卡申科在最近一次与政府代
表，乃至整个国家领导人的会
晤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
论：“经济不仅意味着人们的
生活，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头
等大事。一切都应服从这个问
题。”
当然，白俄罗斯的经济开放，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进程。
而且它们变化如此迅速且无法
预测，因此需要立即做出响
应。是的，冠状病毒是一个严
峻的挑战。但是，在与之作斗
争的背景下，对经济问题的关
注不能减弱。
从数据上看，四个月以来，世
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化莫
测。卢卡申科警告说，但它仍
然会存在。几十年来开放边界
的盟国，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而由于疫情在短短一
天之内就封锁了边界，破坏
了关系。这适用于整个世界。
但事在人为。这些都是人际关
系中的损失，将很难弥补。目
前，整个世界经济承受着尚未
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疫情的
压力。显然，它影响到我们的
国家。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的
国家。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过境
国。我们不能完全与其他国家
隔离。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适用于石
油市场的情况。欧佩克协议基
于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
三年协议，并通过限制产量使

油价稳定在每桶60美元，该协
议于3月31日结束。由于两个最
大参与者的相对立场，因此无
法扩展它。这导致碳氢化合物
价格急剧下跌至多年低点。最
近，来自交易所的消息有时让
人想起之前的报道：价格要么
下跌，要么突然急剧上涨。波
动率会回升。但最糟糕的是，
白俄罗斯总统指出，世界的领
先者不再隐藏自己玩的游戏和
设定的目标：
“他们已经直接开始讲话并扮
演提高石油价格的角色。有
卡特尔的阴谋、有游戏。不幸
的是，我们不能影响所有这一
切。”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适
应，以免遭受损失或将损失减
至最小。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任
务是为事件的发展做好准备。
而且最好是在最小程度上依赖
大国的石油博弈。为经济创造
更多的支柱，社会和独立政治
将更具可持续性。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够。在正常合同制框架内的
业务实体之间必须解决的问题
必须在最高层次上加以考虑。
这意味着，当出现困难时，国
家的经济、生产、外交和法律
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如果
这个问题是重要而紧迫的，那
么不是一两个人应该紧张，而
是整个权力机关。
国家元首问：在石油供应方面
达成了什么协议，在年底之前

可以看到什么，这些计划有多
艰巨。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的
结论是，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
摆脱不断发生的争端，澄清不
确定状态。对于不可预见的情
况，有必要建立大量的石油和
燃料原材料供应，这将不会破
坏工业工作，也不会中断技术
流程。
政府有很多问题。包括关于储
存石油和石油产品库存的能力
的可用性以及增加它们的可能
性。
“我们不会隐藏它。如今，石
油价格便宜，您需要购买石
油，生产石油产品并创造一定
的供应量”，亚历山大·卢卡
申科说。
就季节性农业工作而言，这也
很重要。今天，许多政治家和
大型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对粮
食安全表示关注。白俄罗斯在
适当的时候成功解决了这个问
题。但是，无论如何您都不能
放慢脚步。
因此，在与总统的会议上，讨
论了优先措施，以确保在全球
流行病学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稳定运行。可以用另一种
方式说：关注的重点是人民的
健康和经济，那些最初被摆在
白俄罗斯前列的时刻。其他国
家后来才对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有所了解。
是的，如果在疫情期间医生的
任务是治疗，那么政府应该对
经济保持关注。国家元首的基

真理时刻
是的，疫情对当代现实起到了很大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对明天的经济前景
有所展望。而且，只有在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并实现对当今和不久的将来已
采取行动的愿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35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迫切现实

本要求：不要走极端，不要停
止关键行业的工作。世界石油
市场史无前例的动荡清楚地说
明了局势的整体怪癖。黑金期
货什么时候达到负价？因此，
总统坚持：
“经济是最重要的。除了人民
的劳动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来
源。”
第一季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一个非常严格的考验。没有
安全气囊，国内经济就不得
不立即抵御来自多个方向的

袭击。这包括对最亲密伙伴
的石油限制，现有生产链的
崩溃，边界的关闭以及与疫
情的斗争。毫不奇怪，前三
个月，GDP下降了0.3％。在
其他国家/地区急剧下降的背
景下，我们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从
根 本 上 反 对 甚 至 最 小 的 削
减，并强调必须执行计划：
一定要保持人们对现行经济
政策的信心。至少对于最重
要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保持
价格稳定。
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确保就
业。总统强调：

“有必要激发人们的工作，激
发小企业……”
国家当然不会放弃义务。但关
键是，支持不应是随意的，而
应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
他们将帮助应得的人，总统强
调了这一点：
我们将帮助今天离开工作的每
个人……仅在明斯克，有25000
个职位空缺。失业？今天无需
承诺我们将帮助所有人。我们
只会帮助那些当之无愧的人，
他们今天正在努力工作。

政府提议确定受经济活动放缓
和需求下降影响最大的行业。
为支持他们而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涉及税收，租金，劳资关系
以及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地
区领导人方面已经有了计划。
总统解释说：
“这些将是对州长的建议。如
果我们为经济分配资金，他们
将由州长分配，我们要求这样
做。他们说：我们会自己弄清
楚——维护商店，化纤或某种
地毯企业的利益。他们是正确
的，他们在那里，知道得更
多。感谢上帝，该地区负责这
些问题。”

总理谢尔盖·鲁马斯引用了雄
辩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经济
设法应对了外部挑战：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99.7％。这比季度预测低一个
百分点，但高于所有外部和内
部估计。在疫情中，政府强调
发展国内产业。
特别是，建筑材料的建造和生
产、农业、木材加工、食品工
业、制药和冶金业已显着增加。
“其他所有领域也都有积极的
趋势”，谢尔盖·鲁马斯说。

在2月和3月，每个领域都增加
了。此外，从客观上讲，石油
行业于4月开始增长。
总的来说，外贸是平衡的。今
年前两个月，商品和劳务贸易
顺差为4.25亿美元。
显然，在困难的情况下，必须
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调动所
有结构和资源可以实现经济的
可持续运行。现在，每个人都
需要表现出最大的责任感，坚
定的纪律，勤奋和奉献精神。
国家元首特别强调了这些素
质，这将有助于共同克服困难
时期。

弗拉基米尔·韦利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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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企业《白俄罗斯-吉利》——是现代合作模式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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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白 俄 罗
斯 电 影 电
视 频 道 最
近放映的影
片所强调的
那样，在这
个地方，一

切都融为一体：首都附近，
国家机场附近和横贯大陆的
高速公路。中国倡议重建传
奇的丝绸之路，并迅速提供
商品和服务，这在白俄罗斯
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在中
东，“巨石”被称为丝绸之
路的明珠。它的历史始于
2015年5月12日，当时白俄罗

斯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参观
了园区建设用地，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在建筑工地上。
是他们发起了这个项目。今
天，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的
行政主管亚历山大·雅罗斯
申科总结到：
“在过去的五年中，它已成
为国际性项目-一个吸引世
界上任何国家投资的项目。 
201 5年成立之初，有8家入
园企业，而现在有59家。最
近，我们登记了另一家。入
园企业来自16个国家/地区：
美国、瑞士、以色列、阿联
酋……”

园区分为五个地块。有商业地
产、工业、商业和住宅场所
等。 “巨石”实质上是它的
名片-尚未建立。这将是园区
的行政中心。这是他的故事开
始的地方。亚罗申科最喜欢的
就是工业园区的这一部分：
“我每天从明斯克去园区，来
来往往。我非常高兴，因为该
项目非常有趣，而且在这里呼
吸总是很顺畅：环境很好。”
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严刚证实，五年来已经做了
很多工作：
“我们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
完成了长度超过30公里的道路

位于明斯克附近的中白工业园区，是创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基地， 
在现代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园区——未来的经济正在建造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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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巨石工业园的发展规划在布局上令人印象深刻

《巨石工业园》——	
这是一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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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176公里的工程网络建
设。完成了30个项目。现在，
园区具备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投资者的所有条件，并能够
进行产业合作。
因此，法士特Gear公司-世界
上最大的卡车和公共汽车变速
箱制造商-现在在我国（白俄
罗斯）。 法士特马兹董事赵
建林（音译）说道：”
“白俄罗斯地理位置优越。法
士特Gear和马兹已有20多年的
互利合作历史，现在我们正在
努力共同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我
们的产品。”
在马兹，这不是园区中唯一的
项目。还有马兹潍柴，它计划
在六年内每年为卡车，公共汽
车和特种车辆生产2万台柴油
发动机。欧5和欧6等级的所有
电动机。
在巨石的德鲁兹纳亚街上，正
在建造出租房屋。第一栋房屋
156套公寓的是每层天花板很
高的建筑。已经设计了第二
个，还有更多。这里住着在园
区里工作的人。租户之一，园
区开发公司的专家玛丽娜·戈
蒂娜说，物价比城市便宜，所
有家具和电器都可以买到。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因
为它简约，只有正确的东西。
没有多余的室内物品。就像配
色方案一样，它可以放松：即
使您心情不好，如果在这个房
间里待上几分钟，心情会得到
改善。”
很快，“巨石”将使用5G技
术。他们还将在测试模式下发
射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才
刚刚起步，但从步伐来看，它
与时俱进。甚至领先于他们。
根据2 0 1 7年的总统令，该
园区已成为吸引人的商业平
台。居民企业10年不缴纳利
润税，然后再以减免税率的
一半缴纳40年的所得税。此
外，园区入园企业免征土地
税和房地产，进口生产和投
资商品时无需缴纳关税和增

值税。他们还享有5年的免除
股息税的自由，所得税已从
13％降至9％。
中联重科的项目是园区的主要
项目之一，是建筑设备领域的
世界领先者。它于2015年成
为巨石的入园企业。主要思
想是结合两家企业的竞争优
势：马兹的底盘和中联重科的
设备。白俄罗斯中联重科公司
总监Yuan Xun表示，他们计
划在5年内启动输送机并生产
900台特殊设备。
“巨石”是产品生产和公司发
展（包括物流）的良好基地：
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创新枢
纽。我们的潜在消费者同时在
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中。我们
将在这里覆盖这两个市场。
但是，创新之城的企业会复
制现有的实体部门吗？亚历山
大·卢卡申科在与记者的“大
谈话”中指出，如今在巨石有
不在白俄罗斯的企业。而且大
多数产品不销往国内市场，而
是销往国外：
“我们根据最新的技术结构，
努力使企业联合起来，最重要
的是最现代化。也就是说，我
们今天不仅需要投资，还需要
能够生产明天产品的高效先进
生产设备。不应只有中国或白
俄罗斯企业。应该有任何国家
的企业。”
计划将90％的行政程序转换为
数字。他们在这里决定，官僚
机构不应成为阻碍工业园区业
务发展的障碍-并立即言传身

教。没有翻译困难：投资者说
俄语、英语、中文、德语。园
区管理局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埃夫格尼·莫达塞维奇说：
“例如，我们在8分钟内注册
了一家公司。另一个有趣的优
势是180天免签。”
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多次
谈 到 巨 石 是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最重要的平台。去年，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
分，在园区内举办了一次区
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来自近
30个国家的约700名参与者
参加了论坛。大型会议是吸
引新入园企业和投资的驱动
力。三年前，一家白俄罗斯
入园企业Assomedika公司在
Sapf irova街奠基。这家欧亚
经济联盟市场上领先的医疗
用品制造商生产用于机械通
风设备的管，其中一半产品
出口。此外，他还为医生开
发了个人保护系统：呼吸面
罩和具有高度保护作用的细
菌过滤器。现在他们被送到
白俄罗斯医院，同时执行外
国合作伙伴的订单。
欧洲人也向园区靠拢。去年，
瑞士公司Hess开始生产电动汽
车：它收集非接触式无轨电车
的车身。将来，瑞士人将开始
生产成品机。严刚深信：
“未来的“巨石”应在国际贸
易，新型工业创造中发挥重要
作用。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平
台，创新平台。”

阿列克谢·费多索夫

此外

	� 巨石工业园区的入园企业——国际智能技术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将其新开发的用于远程温度测量的机器人模型捐赠
给明斯克国家机场。仪式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和中白
工业园的参与下举行。机器人能够实时确定一个人的体温
并识别其性格。温度测量信息被传输并存储在云数据中。
同时，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机场提供显示屏
幕以显示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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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接 触 病 毒 ， 无 论 是 流
感、COVID-19还是其他病
毒——并不是每个人都会
感染这种疾病。例如，在
一艘隔离在日本沿海的钻
石公主号邮轮上，冠状病
毒在相当有限的空间内传
播，但它们只感染了船上
约20％的人。是什么决定
了我们抵抗感染的能力？
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它
吗？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生物物理与细胞工程研究
所所长安德烈·冈察洛夫
通过多年来研究免疫与病
毒复杂的相互作用，帮助
我们认识了自我。

如同硬币的
两个面
——每个种群都有一部分人
对病毒免疫，这是真的吗?
——是的，有一定比例的人能抵抗任何病原
体。有些人拥有所谓的先天免疫系统。此外，
进入人体的病原体数量非常重要：如果数量不
多，免疫系统就可以应付并抵抗它；如果病毒
数量很多，人就会生病。例如，冠状病毒。如
果您触摸了沾有感染者唾液的把手，而忽视了

卫生规则，那么您很可能
会患上轻度疾病。但是，例
如，如果您是一名医生，并
且经常与咳嗽、打喷嚏的患
者进行交流，那么在没有足
够保护的情况下，患病情况
将会变得更糟。
——但是在经常密切接触的
邮轮上，3.7万人中约有700
人患病。其余的人具有如此
高的自然免疫力吗？
——不，首先，人们被隔
离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
清楚有多少病人是无症状
患者。根据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欧洲、俄罗
斯，约60％—80％的被确
诊感染RNA病毒的患者都
没有症状。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没有患病。例如，
半数无症状患者的肺有明
显的变化，这表明是肺
炎。与此同时，患者感觉

很好。这也是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
之处。
——是否存在一种无症状的特征，表明身体对
病毒没有抵抗力?没有反应是件坏事吗?
——一方面，病毒不会过多激活免疫系统，不
会对肺部造成严重损害，这是一件好事，患者

抵抗病毒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生物物理与细胞工程研究所所长安德烈·冈察洛夫
告诉我们如何抵抗冠状病毒，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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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岗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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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好地康复。您能想象如果每个人的免疫系
统都反应过度会怎样吗？但另一方面，在这
些患者中，疾病很可能使免疫系统发生紊乱。
基本上，我们的季节性的传染病毒是鼻病毒、
腺病毒、博卡病毒、四种冠状病毒等。——人
体不会对他们产生长期免疫，根据各种消息来
源，免疫最多两到三年，并未发现能针对它们
的抗体。这不像是麻疹或水痘，如果你得了一
次，就不会再得第二次。

卡介苗不起作用？

——已经有研究认为，对于COVID-19新型冠状
病毒，根本不会形成免疫力……
——第一，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我们只认
识它几个月。例如，它与非典类似，但也有一
些其他特征。首先，它不是那么致病——据预
测，最终，在无症状的情况下，最高死亡率将
达到0.5％，尽管事实上西欧的平均死亡年龄不
到80岁。经济活动人口的死亡率将非常低。至
于免疫系统，数据并不令人满意：在某些患者
中，根本无法检测到抗体，或者发现的抗体很
少。细胞免疫也是如此。这表明免疫系统本身
尚未形成，您可能会再次患病。此外，我们尚
不知道抗体的保护水平。就是说，即使有人患
病并且他有抗体，也无法知道需要多少抗体才
足以使他不再患病。
——交叉免疫能形成吗？假设一个人感染了另
一种冠状病毒，这将使其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
感染吗？会打以前的疫苗吗？例如，现在人们
谈论之前贡献较多的卡介苗。

——在另一种冠状病毒的情况下，理论上这是
可能的，因为抗体会产生几种类似的病毒蛋
白。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根据BCG的数据：
他们所做的不止是一项研究，而是对该地区疾
病的比较，这依赖许多因素——交通、性别、
人口年龄特征等。即使在白俄罗斯，大多数病
例都发生在明斯克和维捷布斯克——其他地区
扩散相对缓慢，尽管各地的卡介苗接种情况都
是相同的。在儿童时期接种过的这种疫苗可产
生免疫系统，但是对冠状病毒产生的抵抗机制
尚不清楚。但是遗传特征可能发挥作用。有报
道称，ACE-2蛋白表面结构的某些变异（病毒
通过该变异进入细胞）可使其宿主更容易受到
攻击，或者相反，使宿主对这种入侵具有抵抗
力。
——您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会成为季节性流感还
是会成为过去，比如我们记得的“猪流感”
吗？
——如果病毒足够保守，不会主动突变且其表
面结构变化不大，它可能会逐渐消失。目前，
正在对许多COVID-19菌株进行了测序。事实
证明，突变并不多，这很好。另一方面，免疫
系统对其的防护持续性并不高。假如它持续10
年，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患病，之后该病毒就会
消失。这很难预测，COVID-19并不是很典型
的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它不仅通过呼吸道
传播，还通过接触传播。我认为欧洲的局势将
在7月份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患
病——如果有70–80％，它很可能会失去传染
性。如果更少，则有可能再次增长。

朱莉娅·瓦西里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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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尔加·巴
赫 梅 托
娃是戈梅
里附近乔
奇镇的居
民，戈梅
尔 国 际
面 包 网

校的负责人，有来自40个国家
的2000多名说俄语的学生在这
儿学习，她证实，人们对面包
业的兴趣激增。她坚信家常面
包——就是与回归“生命的根
源”有关的简单事物的价值。
巴赫梅托娃的家人将这座位于
卓诺克郊区的木屋称为“鸟
舍”。就是说，真正的主人是
鸟类，他们看中了整个屋顶。
鸟的喧闹声填满了房子。但
是，当您进入人居住的区域
时，就会了解实际上是什么吸
引了鸟类。是的——不寻常的
香气。奥尔加•巴赫梅托娃用
面包填满了整个空间。她开玩
笑说三年前经历过职业上的变
动：在过去的生活中，她是一
位拥有近20年经验的律师。而
面包给了她新的生活。
“美味始于一个买来的难吃面
包，而且很快就干燥了，”奥
尔加分享了自己的动力。“有
一次朋友给我送来面包的酵

母。而关于烘烤的任何信息完
全没有。我被兴趣笼罩，开始
阅读很多有关做面包的信息。
显然，我是一位从不做任何事
情的律师，这是第一次开始做
生意，在这里我可以真正感到
自己手掌的温暖，自然的敏感
性和积极向上的性格。的确，
做出了“直觉上的面包”，结
果并不总是稳定的。”
奥尔加的丈夫维亚切斯拉夫看
了“萨满面包”，于是在网上
搜寻了适合他的妻子的面包学

校。我找到了一家由莫斯科夫
妇创办的国际面包网校。奥尔
加开始上课。她说：捏碎第一
个成功的自制面包的外壳，就
像一个劈叉，在灵魂中切换了
一些东西。奥尔加不再重返法
律界：
“事实证明，制作面包最困难
的事情是要约束自己四个小时
一刻不放松。甚至有这样的法
国谚语：一位真正的绅士会给
一位女士留下面包皮。是的，
无法抵抗外皮的香气。简单地

热面包的味道

如今，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希望尽可能少去商店购
物，包括基本产品。许多人此时决定，现在他们已经获得
了学习如何自己烤面包的绝佳动力。黑面包特别受欢迎。
既可以开始为家庭提供美味又健康的面包，自己又能掌握
一项新职业，将来这将可以赚钱……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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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是有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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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粉和水浸在手中就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果。”
贝克说，获取酵素本身的过程
最多可能需要7天。然后将其装
入罐子，等它长胖：
“酵母是我们一家人的宠物。
全家人对她的饲养非常有纪律
性，因为这是一种生物！从很
小的一滴中就产生了一种力
量，使面包得以生长并具有独
特的风味。每天喂养酵母，所
有都需要以克称重，以免过度
喂食，也不能饿着她。”
奥尔加有黑麦和小麦发酵剂。
她解释了该过程如何开始：
“谷物本身有微生物。由它们
制成面粉，并与水简单混合。
在温暖的情况下，汤、野生酵
母和乳酸菌都会生长。发酵物
生长五到八个小时，然后醒一
会儿，加水和面粉。将面团揉
好，再将其放置以进一步发
酵。”
面包的制作需时12小时至24小
时，视品种而定。专业人士
称，这里面有所有的盐:发酵过
程已经完成，这样的面包对人
的胃更有用。它还永远不会被
霉菌复盖。
这个过程很长，但这是神圣面
包行动的乐趣，奥尔加分享了

自己的印象。“您可以学着感
受面包：它如何呼吸，做出反
应。优质的天然面包与人际关
系和能量交换有关。”
顺便说一句，奥尔加在普通烤
箱中烤制面包点心。她设法完
全改变了家庭对商店烘烤的美
食偏好。同时也向所有母亲提
出建议：正是自制面包在巴赫
梅托娃一家人的早餐和晚餐中
树立了良好的传统——不玩小
东西和看电视。
当你开始学习烤面包的时候，
你似乎也会和你自己一起成
长。好面包会改变人——对奥
尔加来说，烘烤家庭面包不是
生意，而是工作。——“这个
过程需要很多时间。要大量烤
面包，您只需要这样做。我有
几个客户，但是可以说，我没
有把它放在生产线上。我每周
平均烤15条面包。”
她经历了面包历史上的所有阶
段：烘焙以应对自己的挑战、
然后为家人、出售面包并安排
烘焙工作坊。现在，她完全专
注于教授面包店业务。即使相
距数千公里，她和学生们仍然
能闻到自制面包的味道。奥尔
加是国际面包网校负责人，为
世界各地的居民提供课程。顺

便说一句，制作面包的所有阶
段的在线支持7天24小时不间
断。
“我说，由于有了面包，很多
人走进了我的生活。这些是数
百个不同的故事、命运。据了
解，在面粉和水的面前，每
个人都是平等的——富人或穷
人。谁说什么语言和他住哪里
都没关系。每个人都学会珍惜
生活中的简单事物。”
在奥尔加·巴赫梅托娃面包之
旅开始时，她也经历了一个有
趣的故事，这使她有朝着目标
前进的力量。
“正如我所说，面包的根刚刚
开始深入我的灵魂，”奥尔加
分享道，“我梦想着参加美国
面包师杰弗里·哈默尔曼的大
师班。他被认为是世界级面包
大师。他来到圣彼得堡时，我
联系了会议的组织者。他们回
答说，在一百人中，只有十人
会被选入大师班。我决定无论
如何都要去——我愿意在他做
面包的大厅门口支持明星。”
奥尔加这样做了，当她见到这
个美国人时，就把他的著作交
给了请求亲笔签名，并讲了自
己的面包爱好故事。
“这位老师的关系很简单。当
他听到我来自哪里时，他深受
感动，以至于他下一次命令将
我列入他的大师班学员名单。
是的，他们后来联系了我，但
他们提醒我，培训费用为800
美元。我拒绝了，因为真的
是没有钱。但是，过了一段
时间，他们再次给我打电话，
并发送了杰弗里·哈默尔曼的
免费个人邀请。他一直都记得
我。”
顺便说一下，除了在国际在线
课程中教授面包烘焙，奥尔
加·巴赫梅托娃还是戈梅里 “
社会企业家”学校的学生。不
久前，她成为自雇的戈梅里居
民中最佳商业想法竞赛的决赛
选手。

娜塔莉娅·卡普里连科
这样的面包可以装点任何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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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阿纳托利·沙科夫和埃琳
娜·哈罗谢维奇参加国家
竞赛的作品被提名。作者
以 “ 活 着 并 铭 记 ” 为 主
题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而获
得了此荣誉：《活着并铭
记：苏联的军事坟墓》，
《 士 兵 们 的 最 后 归 宿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俄罗斯陆军最高司令部总
部》，《纪念第一次世界
大 战 俄 罗 斯 军 队 的 方 尖
碑》，《苏波战争之后》
。 这 一 系 列 书 籍 的 资 料
不仅来源于经过考证的历
史档案，也包括个人回忆
录 。 可 见 这 一 系 列 的 书
籍有新闻纪录片中通常缺
乏的艺术色彩。顺便说一
句，在其中一本书中，作
者偶然地提到，他们只需
要引用98篇文献记录就可
以了。在《纪念第一次世
界大战俄罗斯军队的方尖
碑》一书中，描述的是历
史真相。不幸的是，阿纳
托利·沙科夫最近去世了
（历史学博士，教授，《
刑法》的制定者之一）他
是白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成

员，而埃琳娜.哈罗谢维奇
与广播电台合作出版了《
白俄罗斯》，这两本书都
于2015年获得了“精神复
兴”奖。 
他们所写的内容形式不仅
包括纪录片，还包括个人
回忆录。这本书是在明斯
克全圣教区教主费多尔·
波夫尼的祷告下进行的。
《纪念方尖碑》一书在俄
罗斯和外国历史学中，是

拯救记忆
纳托利·沙尔科夫和埃琳娜.哈罗谢维奇编写的
书籍抒发了对历史的赞叹与肯定

叶琳娜·哈拉谢维奇



43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申请国家奖学金

唯一一本描写了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有关白俄罗
斯的布列斯特、维捷布斯
克、格罗德诺的出版物。
当然，在其他14个独联体
国家中也是如此。作者精确
地访问了事件发生的地点，
用语言和奇特的叙述方式对
事件进行描述，我们要铭
记这些英雄主义事件。 
为了统计令人震惊的死亡
数据，必须了解第一批士
兵在哪里以及如何死亡。
因 为 这 是 第 一 次 在 战 争
中 使 用 坦 克 、 喷 火 器 、
飞 机 、 机 枪 、 鱼 雷 艇 、
潜 艇 、 地 雷 ， 甚 至 化 学
武器……这场非人性战争

的受害者人数是否令人害
怕？作者没有具体说明。
他 们 正 在 寻 找 细 节 。 这
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回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地。
那里有已被登记的无名坟
墓。 
书中的照片很精美，可被称
为艺术照片，它取代了数
十页甚至数百页的文字。 
《士兵们的最后归宿》一书
中有在白俄罗斯领土上的奥
地利，德国和俄罗斯军事人
员的坟墓描述和照片，提供
了受害者及其死亡情况的简
要信息。作者在汇总表中列
出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坟墓方
面的信息。该书是用俄语和

德语出版的书籍《第一次世
界大战在白俄罗斯的军事坟
墓》（2010年）和书籍《第
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坟墓的地
图，附有俄文和德文注释》
（2014年）的延续。 
在《苏波战争之后》一书中
主要纳入了1919年至1920年
的主要事件。它使读者了解
到红军和波兰军队的军事坟
墓，可以通过此书评估他们

之间目前的关系状态，也为
参观这些历史遗迹的每个人
提供一种参考。 
被提名为国家奖的系列丛书
项目《活着并铭记》是对此
系列丛书最深刻的揭示。 
标题使用了两个描述性动
词，这两个词成为了全国性
书籍项目的座右铭。明斯克
的全圣教区教主费多尔·波
夫尼应该被视为此系列丛书
的精神合著者。 
不仅因为该出版物使用了他
个人档案中的大量照片。他
还是此次项目的主要组织
者。而且此书本身与为纪
念去世士兵而建立的圣殿纪
念碑的本质完全一致，都是
用以纪念拯救我们祖国的士
兵。 
系列丛书 项目的参与者们
必须参观白俄罗斯的战斗
地点。此外，还必须将坟
墓泥土永久存放在圣殿纪
念碑的地下室中，其中带
有士兵在哪里被找到的信
息。第一批勘察分别在德
国、奥地利、波兰、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意
大利等地区进行。作者不
仅对在战斗中丧生者的坟
墓感兴趣，而且也对在纳
粹集中营中遭受到酷刑折
磨的战俘，因劳累过度而
死的囚犯以及少年囚犯感
兴趣。对于要访问埋葬地
点的49个国家来说，这只
是大量工作的开始。
阿 纳 托 利 · 沙 科 夫 和 埃
琳娜·哈罗谢维奇编纂的 
《伟大胜利的神圣记忆》
一书向我们介绍了战争时
期的生活和记忆。他们不
仅 存 在 书 本 上 ， 还 是 “
共同胜利的荣耀！”。现
在，他们的勘察和研究资
料已经成为建立科学基金
会以及在教堂中建立纪念
博物馆的基础。 
伊萨斯拉夫·科特里亚罗夫

安纳托里·沙勒克和叶琳娜·哈拉谢维奇SB.By



44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也
许我们大多数
人都知道这个
故事。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故事。当
我 想 起 “ 猫

屋”时，我禁不住笑。因为我
十岁的时候，作为学校戏剧界
的一员，我想亲自上演这场表
演，并扮演猫。但不是她在故
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自大，
而是一位开朗而高尚的女士，
有着一颗慈悲和同情的心。而
且总是穿着蓬松的裙摆，有褶
边，而我妈妈却没有时间缝
制。我记得我如何在镜子前排
演角色，将微笑的猫的面具涂
在我的脸上，并告诉仆人瓦西
里要把小猫的侄子赶走的，我
以不同的方式发音。我不记得
这些发音是否押韵：猫让小猫
立即进入屋子，给它们加热并
喂食它们，询问一切，然后将
它们放到床上。第二天，我让
客人柯兹拉与科扎——公鸡与
鸡和猪邀请小猫并将它们介绍
给小猫。而那时，在猫咪的屋
子里着火了……总的来说，我
改变了童话中的冲突，并认可
了主要思想：什么条件下不拒
绝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我来
说，重要的是，做好事是人的

达莎和卡佳建
造的房屋

帕维尔·沃尔德加
特的歌剧《猫屋》
的上演已被暂停，
该剧改编自白俄罗
斯莫斯科大剧院的
塞缪尔·马沙克的
同名童话。多久问
题仍然悬而未决。
但是，幸运的是，
它成功地首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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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我的解释是基于全
民互助的思想，我们被要求延
长生活，而不是按照以下原则
行事：你为了我，我为了你。
也就是说，据我所知，这部戏
中不应有任何对立面。当然，
那时候我对戏剧中的阴谋或冲
突一无所知……我还记得我向
母亲证明，我们应该在每件事
上做得越来越好。
现在，我有时会想到为什么我
如此拼命只想扮演一只仁慈，
充满爱心、同情心的猫……我
得出结论：在童年时代，我们
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些精神
品质的美，因为我们的灵魂纯
洁，富有同情心，而没有被我
们对舒适、欲望所掩盖只有我
自己、我的挚爱……而童年的
自然状态就是欢乐、开放的生
活、分享的能力、对苦难的拒
绝……后来，当我给四岁的儿
子博格丹读童话时，我对此深
信不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
多么轻易地送出了自己的玩
具，为孤独的老人感到难过。
而他又怎能不接受，例如，童
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Thumbe
lina掉入了痣的黑洞中，她受
到了成为妻子的命运的威胁。
儿子无论何时到达这个地方，
都开始哭泣，尽管事实上他
知道故事的结局是：吞噬了
Thumbelina并拯救了她并坠入
了美丽的世界，她将与精灵王
子结婚。当我给他讲述这一段
时，我对他说让我们跳过这部
分吧，他回答：你快速讲，我
会闭上耳朵。
让我提醒读者、年轻的导演
们（导演Daria（达莎） Po
taturko和艺术家Ekaterina（卡
佳） Shimanovich，以及指家
Oleg Lesun）对《猫屋》的实
际演绎。根据苏联古典音乐
的音乐资料，俄罗斯苏联作
曲家帕维尔·瓦尔德加特的
歌剧配乐，三十首戏剧表演
音乐的作者，交响乐作品以
及几百首浪漫史和歌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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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导演达莉娅·巴塔鲁克和舞台设计师耶卡捷琳娜·什曼诺维奇负责布景设计

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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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熟练地“包装”关于
猫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朴实故
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放进
屋子里。导演在首映前的新
闻发布会上分享道：“我们
决定结合音乐，剧院和诗意
文字。”这将是一个寓教于
乐的故事。我们将尝试通过
歌剧展示儿童的世界，并通
过儿童的世界展示歌剧。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在
舞台上看到了孩子们玩耍时
使用的一切，以及如何使
用。设计师甚至是玩具、
视频投影中的黑色火焰，

都是以卡通风格“kalyaki-
kalyaki”制作的，反映了孩
子们的世界，他们按照自
己的规则生活。照明设计师
Sergey Novitsky提供了带有
动画的视频内容。角色的舞
台和服饰都具有童年世界特
有的鲜艳色彩和纯正色彩。
但是为什么火会变黑？恐惧
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当然是
黑色或深灰色，而不是橙
色。这就是对孩子的看法！
对我来说，表演似乎是孩子
们上演的。这就意味着，情
节画布中接连不断的部分，
似乎是零散的，像拼图一样
发展，只有一小部分瞬间是
连续的。为此，只需记住孩
子们如何在舞台上表演。他

们在记住文字的同时甜蜜地
停下来，反之亦然：他们清
楚地表达了短语，就好像他
们想获得最高的评分一样。
这对Daria Potaturko和Ekate
rina Shimanovich都是巨大的
好处，他们设法将舞台上的
行为风格传达给了独奏者。
同时，表演者唱歌，在舞台
上滚动玩偶！正如董事们自
己承认的那样，与之合作很
有趣。我还要说的是：莫斯
科大剧院的“猫屋”——一
种测试灵魂和成年人的幼稚
性的创造性测试，这是一次

极好的机会来测试他沉浸在
童年世界中的能力，游戏能
力以及“根据需要”抛弃陈
规定型观念。达莎和卡佳以
及他们在莫斯科大剧院的
表演者通过了这一考验！我
作证：结果是好的！无论
如何，演出后碰巧进行沟通
的我和我的同事都对此深信
不疑。歌剧被证明是轻快
的，充满活力的，带有正能
量的音乐。正如导演所期望
的，“猫屋”将允许父母与
孩子谈论道德问题，谈论音
乐和歌剧类型，并考虑颜色
和形状。
“猫屋”中时尚的布景设
计。它的主要装饰思想是构
造函数，再加上动画。在舞

台上是立方体，矩形，平行
六面体，球形，它们充当幼
小雄性的栖息地，然后充当
幼小猪的饲养者。
莫斯科大剧院的歌剧冲突很
快被发现：孤儿舞者来到有
钱的猫阿姨家后，他们怜悯
和深情-他们要求她提供食
物和庇护所，但她当然不让
他们进去，并让他们走。然
后情节迅速发展：在接待客
人时，猫屋里发生了火灾。
猫无家可归，它与忠实的仆
人瓦西里一起，从公鸡和小
鸡，然后从山羊，最后从猪-

从她家中所有帮助过的人那
里寻求庇护。
但是前科什基纳人的客人拒
绝解雇受害者：业主不想
让别人的问题负担自己。但
是，只有可怜的小猫才会表
现出反应能力和同情心，并
让受害者进入他们的可怜的
房子。
歌剧的结局很好。对于摆在
观众面前的所有有问题的问
题，我们将在其动感的音乐
框架中以熟练的情节得到答
案。而且，我注意到，它们
听起来没有违和感。莫斯科
大剧院的故事反映的乐于助
人和友善不属于“您为我-我
为您”系统。毕竟，小猫会
对猫的无情和冷漠做出友好



47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首映

的反应，这是影响猫的最有
力的精神课。
顺便说一句，这部歌剧是第
一次在白俄罗斯大剧院上
演。考虑到剧院新导演的愿
望，该剧在几个月后就出现
了，该剧本倾向于为儿童观
众扩大剧目……我们设法观
看。据我所知，该表演获得
了剧院艺术委员会的认可，
并受到了不同年龄儿童的
热烈欢迎。据剧院工作人员
说，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带着
满意的笑容离开大厅，总结
道：他们喜欢这样的表演。

我本人听到孩子们说：猫变
得好善良……这证实了我从
小就渴望赋予猫积极的性格
特征。顺便说一句，在我年
轻的日子里，我没有赶上《
猫屋》，那时候正是流感高
发期，我就是其中之一。然
后夏天来了。
在编写材料时，我借鉴了互
联网学童对塞缪尔·马沙克
的精彩作品的评论。以下是
其中一些：
Marshak的童话故事剧《猫
屋》我很喜欢。对于小猫-猫
姑姑的侄子是可惜的。故事
开始时，猫咪过于自私和残
忍，但是猫咪和瓦西里遇到
的麻烦（大火和朋友拒绝为
他们提供庇护所，他们是火

灾受害者）改变了她。在工
作结束时，一个叫瓦西里的
猫被要求住在一个破旧不堪
的房子里养小猫，而那些知
道没有房子会多么可怕的猫
却让他们进来了。这部童话
故事剧讲授仁慈，同情心和
帮助他人。每个人，甚至是
富人，都必须记住，明天他
可能会取代无家可归的人。
童话故事告诉我们，要向需
要我们帮助的人表示怜悯和
同情。学会不舍弃有需要的
人，教他们如何牺牲自己的
利益，以便为某人做好事。

这只猫起初并没有对那个可
怜的饥饿的侄子表示同情，
除了侄子以外，没有人帮助
过她。就是说，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那些在美好时光与
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可能不是
真正的朋友，而那些在困难
时期将与我们在一起的朋友
才是真朋友。
在这个故事中，您会发现
很多启发性的东西，例如，
我们的邻居对我们表现出的
冷漠。这是错误的，不应如
此。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这种略微
幼稚但真诚的看法证实了童
话“猫屋”的需求。
来自互联网的更多有用信
息。塞缪尔·马沙克三度重

写了《猫屋》，将其文本扩
展和补充了25年。第一版于
1920年代初在克拉斯诺达尔
首映。马沙克负责那里的孤
儿院和殖民地，在年轻的苏
联国家有很多人，他与一群
流浪街头的孩子一起组织了
该国最早的儿童剧院之一，
效仿了年轻人的榜样，儿童
和青少年成为首要群体的首
要任务。但这是后来的事，
那时在克拉斯诺达尔，苏联
儿童剧院才刚刚起步，并且
是在业余表演的基础上进行
的。在制作过程中，首先编

排了著名作家的童话故事，
但随后出现了原始阶级的原
始曲目。那时，未来的经典
著作和苏联儿童文学的创始
人提出了“猫屋”。
这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剧本于
192 2年在“儿童剧院”中
出版，194 5年出现了扩展
版本，194 7年发行了第一
版，1948年为Obraztsov Pup
pet Theatre编写了第三版，
并最终发行。“猫屋”是“ 
Soyuzmult f i lm”拍摄的三
倍，“旋律”公司发布了关
于猫屋历史的音频表演，而
且在专业和业余剧院中有如
此多的戏剧作品，因此无法
计算。

瓦伦蒂娜·日单诺维奇



48 Беларусь. Belarus
2020

剧院

白俄罗斯著名
艺术家奥克萨
娜·沃尔科娃
执导的处女
作《歌剧威廉
斯·法特姆》
的首演被推迟
到

女歌剧歌手新职务

莫
斯科大剧院剧院行
销传播部门总编辑
埃琳娜·巴拉巴诺
维奇讲述了她对剧
院的艺术建议以及

对作品的看法。
起初，正如奥克萨娜说的那
样，她非常担心。她甚至很害
怕。但是，一支如此出色的团
队聚集在一起，使她逐渐对自
己的表现充满信心。歌剧小组
成员：指挥家伊凡·科斯蒂阿
钦，艺术家埃特尔·约什帕（
俄罗斯），编舞奥尔加·科斯
特尔和合唱团长尼娜·洛马诺
维奇。这是沃尔科娃的论文，
她将在剧院舞台上为之答辩。
顺便说一句，奥克萨娜的老师

是歌剧排练与编舞系的教授，
白俄罗斯的著名艺术家玛格丽
塔·尼科洛夫娜导演。
为了选择制作歌剧，奥克萨娜
听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作品。威
廉斯·法特姆抓住了她的情
感。她认为，真实世界和虚拟
世界之间的冲突是剧院场景的
沃土。“英雄们使我兴奋，”
她说。人物表现力十足，借助
现代艺术手段，我们可以清
晰、动态地讲述每个人物的
故事。故事是关于善与恶的冲
突，关于爱与背叛的冲突，但
最重要的是关于犯罪与惩罚，
而犯罪与惩罚总是一个人的行
为与举止。我认为观众一定会
看到与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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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多里安·格雷》相似
的东西。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和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
丹钦科，以及莫斯科音乐剧院
的设计师埃塞尔·约什帕创造
了有趣的布景和服装，在其中
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这样的
玻璃，既可以看成是湖的光滑
表面，也可以看成是镜子和道
路。这些花可能生机勃勃，也
可能枯萎。这是一只蝴蝶，象
征着脆弱的女性原则。这是面
纱，是对新生活的承诺。
据他说，指挥伊万·科斯蒂阿
钦受到了音乐的启发，他的
表现既宏伟又真实。编舞奥尔
加·科斯特尔说，她与导演分
享了一些有趣的想法。首席合
唱团主唱，白俄罗斯人民艺术
家尼娜·洛马诺维奇说，她正
在与她的合唱团艺术家一起学
习尚未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的
合唱团原创材料。
“我对制作团队和奥克萨娜·
沃尔科娃充满信心，后者决定
尝试自己的新职业。我希望所
有创意都能成真。我真的希望
我们能培养年轻的导演”，剧
院艺术总监瓦伦丁·埃里扎里
耶夫总结道。
创作完整的两幕歌剧之前，从
小就与音乐结缘的年轻的作

曲家贾科莫·普契尼产生了困
惑，从那时起，十七岁的贾科
莫便从他的故乡步行到比萨，
仅是为了欣赏Aida Giuseppe 
Verdi的作品。米兰音乐学院
年轻作曲家普契尼的导师庞奎
利完全理解，只有在歌剧中才
能充分展现他的原创才华。他
建议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为比赛
创作一部单剧，该剧于1883
年由米兰Illustrato剧院宣布上
演。庞奎利承诺寻找一名自由
作家，不久，普契尼被介绍给
著名诗人费迪南多·丰塔纳，
后者确定了一个最适合初学者
的绝妙情节。随笔是根据一个
古老的德国传说而写的，该故
事的情节先前曾由法国作曲家
阿丹在芭蕾舞《吉赛尔》中使
用。歌剧被命名为“维利斯”
。不久，它在米兰的达·维尔
剧院上演，首演于1884年6月
2日举行。它引起了全世界的
钦佩（https://operaguide.ru/
italian-opera/)。
我们希望我们也会受到如此的
待遇。
同时，我们希望所有参与此制
作的人，以及奥克萨娜·沃尔
科娃成功地表达自己的创意。
我们希望秋天冠状病毒能够消
退，并能够现场欣赏新歌剧。

米哈琳娜·切尔卡什娜

歌剧小组成员：
指挥家伊凡·科
斯蒂阿钦，艺术
家埃特尔·约什
帕（俄罗斯），
编舞奥尔加·科
斯特尔和合唱团
长尼娜·洛马诺
维奇。这是沃尔
科娃的论文，她
将在剧院舞台上
为之答辩。顺便
说一句，奥克萨
娜的老师是歌剧
排练与编舞系的
教授，白俄罗斯
的著名艺术家玛
格丽塔·尼科洛
夫娜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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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取代大圆面包的是——坦克造型的蛋糕、野外
厨房、年轻人的伪装和准军事车队...这是一
场军事风格的婚礼。如果您选择其他服装、
更改设计和脚本，或者更改“部署”的位置，
则将是“科幻”、“摇滚”、“朋克”、“少
年阿飞”、“乡村”等度假风格。新娘、新郎
和客人可以变成黑社会、或是一部心爱电影的
主人公，婚礼本身就像是一场冒险游戏或音乐
剧。只有组织者极尽幻想，才能吸引买家！今
天，连恶作剧也被预定了：当“真正的”工作
组抵达新婚夫妇那儿时，他们会被因进行毒品
交易而拘留——实际上，装满白粉的袋子里都
是糖粉。

年轻人穿拖鞋？

今天，您可以为婚庆选择各种娱乐和装饰。它
提供了小丑、模因和魔术师、漫画家、彩色烟
雾和照相亭、肥皂泡表演和沙画、鸽子和空气
灯、巧克力喷泉和手工装饰。只要有钱！年轻
人可以乘坐马车、豪华轿车、轮船、直升机、

气球甚至是坦克。房间可以根据任何脚本被装
饰。相应地，客人必须遵循一定的着装要求。
为什么不确保所有伴娘都穿着相同颜色的衣
服，或者选择彩虹色的衣服？
新娘和新郎自己不追求独创性——骑自行车、
坐飞机、在超市、在水上公园举行婚礼，选择
蹦极跳或跳伞以及相应的“服装”，例如，当
迎接年轻来宾来时……穿睡衣和拖鞋。
最近，人们在探讨不使用塑料的生态婚礼。一
般来说，庆典都是以尽量减少废弃物的方式进
行的。新婚夫妇可以收集玩具和糖果来代替鲜
花，然后将其送给孤儿院，或者植树或研究家
族从而制作一本讲述新人家庭故事的书。显
然，婚礼对许多现代年轻人来说，如果仅仅是
一场表演或娱乐，那已经不再令人满意，新人
们想让它更具有一些意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对城堡或庄园中白俄罗斯婚礼的需求不断增长
的原因。年轻人还要求现场注册，不再像是登
记处的传统模式，您可以选择在任何环境下
预留场地，提出情节和安排音乐，在此情境之
下，年轻人将交换戒指。还记得在米尔城堡最

不同风格的婚礼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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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大厅里举行的仪式吗？而且，这对夫妇
什么时候认识潘克翰克本人的？“皇室婚礼”
已经在格罗夫诺的新城堡举行。有时，年轻人
和客人会试着挑选服装，这让人想起中世纪。
实际上，旅行社现在可以提供这种风格化的道
具。您还将有一场骑士表演，用剑决斗，客人
们将被允许射箭，熟悉古老的音乐、舞蹈和乐
趣。但是，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立即成为贵
族或王子---在按照民间传统安排的婚礼上，也
不会感到无聊。

刺绣中的盛宴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建立新家庭的过程是一
个复杂而漫长的仪式。婚礼之前可以进行说
媒、唱歌、订婚或相看（父母需要了解男孩或
女孩的状况以及能否养家糊口）。

今天的准新娘是在咖啡馆、舞蹈俱乐部、水上
乐园或水疗中心宴请好友的。之前，大家都在
忙一件大事——为新娘编织结婚戒指，为节日
准备装饰品。还有烤面包的仪式！这也是当今
庆典中最受欢迎的“筹码”之一。来宾们用纸
和缎带帮助制作花朵，然后将它们“打扮”在
面包上。
通常，需要开发“面包”业务，尤其是考虑到最
近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增加这一事实。“我们现在
正在实施一个项目，支持布列斯特地区的妇女创
业，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是购买一个可以做大面
包的炉子。”《村中度假》公共协会董事会主席
瓦莱里·克利祖诺夫说。可以与民间传统婚礼联
系起来的文化中心和手工艺品中心在白俄罗斯非
常有用，许多农庄与民间团体合作，可以在较高
的水平上举办各种活动。去年，一个华丽的婚礼
节在“司徒乐”农庄举行，新人们和客人们愉快
地沉浸在了古老的仪式中。
“湖畔”农庄的所有者——文化学家、原董事
也可以帮助年轻人度过别致的假期。例如，一
个荷兰人和一个法国女人在这里庆祝了异教徒
式的婚礼。
“波利西亚传统”庄园期望接待白俄罗斯民间
传说和文化的爱好者。主人收集了大量波兰服
装，客人可以用它们打扮自己。
有时会为年轻人开设培训班，例如，教他们民
间舞、锻造，新娘和新郎可以自己做陶罐或
任何纪念品。为什么不教您未来的妻子如何编
织、绣花、煮白俄罗斯菜呢？
瓦莱里·克利祖诺夫说：“村庄里的婚礼总是
别样的。这里还保留了另类食物、歌曲、巨大
的非物质遗产，与我们的文化交流非常有趣。
庄园不仅是婚礼场地。考虑如何组织庆典以向
人们介绍白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增加对自己
的尊重，教他们佩服，也很重要。”

叶琳娜·加玖利亚民俗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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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斯克的科兹洛娃大街上的国家艺术画
廊“艺术宫”，传统上是在五月安排艺
术家-伟大卫国战争的退伍军人的作品展

览，组织者今年并没有改变举办“纪念75年”
展览这一传统。自己走过那场战争的艰难道路
的艺术家们是有资历的。
是的，这一重要的周年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5周年-使我们想起过去的事件和结果，以及20
世纪历史的壮烈和悲惨的一页。今天，我们与
胜利的1945年5月越来越远。这个周年纪念日的
展览项目讲述了记忆，其包含这些白俄罗斯艺
术家的主要和令人信服的作品，这些白俄罗斯
画家的个人传记都与战争事件有关。
博览会的重要部分向观众展示了白俄罗斯艺
术家联盟“黄金收藏”这一新项目的作品。
这些作品是1960年代初至1990年间由公共组织
出资的100多幅油画和图形纸，致力于战争主
题：L.Schemelev，N.Zaloz ny，M.Danzig， 

V.Tsvirko，E.Zaitsev，I.Stasevich，V.Stelma sho
nok，G.Vash chen ko，I.Basov，N.Se lesh chuk等
都是苏联和现代俄罗斯艺术的杰出大师。这些艺
术家以最重要的道德范畴-记忆的概念为背景，
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对战争事件的理解以及参与者
的命运。
在展览中，您既可以了解教科书、著名作
品，也可以了解只有专家才懂的作品。在一
个展览空间中将白俄罗斯艺术家联盟收藏的
画作结合在一起，将它们引起观众的真诚和
真实的情感。白俄罗斯艺术家联盟主席格莱
布·奥奇克说：“对战争的个人看法使这些
作品令人信服。尽管当时存在着艺术上的经
典和条件，但我们前辈的绘画听起来却是真
实绘画的生动，真诚的声音。”他没有参加
敌对行动，在战后时期开始工作，在父母故
事的影响下长大，将战争视为自己生活的一
部分。

在不同的展览厅但在同一艺
术空间中，遇见了白俄罗斯
艺术家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5周年的作品

作品的	
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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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项目“ 75年的记忆”没有给出战时事件的
估计。他继续理解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战争，表
明了人们对上个世纪历史悲剧页面的态度的当
前演变。
参展商中有不同年代的代表，他们是非常年轻
的作家。特别注意白俄罗斯的民间艺术家的作
品。
战争不仅是痛苦与死亡，鲜血，炮弹爆炸，胜
利。战争是一种真正的友谊、忠诚，对大地之
美的敏锐感知，必须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
是回忆和反思。
当代作家的作品概念十分广泛。艺术家以不同
的方式体验过去和现在的战争和胜利主题。通
过艺术展览，每个创作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发音，默默地、沉思
地、温和而深刻地表达
情感。它也使任何人，
即使是要求最苛刻的听
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内在感受看到新的、有
趣的事物，并在心中感
受到积极的反应。
爱国战争的主题对于年
轻艺术家来说也很特
别。对于获奖者的孙辈
和曾孙辈来说，这是人
类遭受苦难和人类生命
尊严的主题，保留了壮
举的记忆，揭示了世界
灾难发生前现代世界的
危机和脆弱性。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
说，白俄罗斯美术在75年后能够保留对伟大卫
国战争主题最严肃的态度。顺便说一句，在不
同时期，这些著名艺术家的名字被列入民族文
化金库——扎伊尔·阿兹古尔，瓦伦丁·沃尔
科夫，安德烈·本贝勒，伊万·阿赫雷姆奇
克，叶夫根尼·扎伊采夫，米哈伊尔·萨维茨
基，维克托·格罗米科，加布里埃尔·瓦什琴
科，弗拉基米尔·斯泰尔马修诺克，梅·丹吉
格，Leonid Shchemelev，Vasily Sumarev等人。
战争时代不仅是人的牺牲，也是人的痛苦。
这是一个具有社会和道德特征的巨大的情感
世界。每一代艺术家都在寻找发现世界的钥
匙。1940-1950年代的艺术在本质上是军事主题
发展的参考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对这些事件
及其过度演出的掩饰的谴责。但是，在考虑这
些作品时，请不要忘记，按照当前的观点，传
达了真诚的感觉。它们既是那个时代的文件，
又是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并且是普遍精神振兴

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在这样的单一背景下才能
理解它们。而“大风格”的艺术方法则需要许
多准备草图，白俄罗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校
固有的自然传递方式也得到了准确的运用，从
而产生了一种精美的文学作品和军事事件。正
如他们所说，当时的艺术是对最近战争未冷却
的直接反应。
战后第一代的顶尖画家必须为他们的绘画找到
令人信服的视觉解决方案，这决定了他们的创
作寿命。叶夫根尼·扎伊采夫，谢尔盖·罗曼
诺夫，伊万·阿赫雷姆奇克，瓦伦丁·沃尔科
夫的大型作品，扎伊尔·阿兹古尔和安德烈·
本贝的雕塑肖像成为经典。前线素描在塑造美
术的爱国主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在其

中记录了战争的每一刻。
早在那几年，情节和图案就
已经发展起来，后来变得很
典型：英雄的悲剧，对抗，
损失的痛苦，戏剧性的冲
突……游击战在其中占据主
导地位，揭示了战争的许多
不同生活和道德，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白俄罗斯美术的发
展。

随
着时间的流逝，对军
事话题的态度开始发
生变化。出现了其他

话题，主要不是文件的准确
性，而是事件的深刻哲学含
义，时间的联系，概括和新
闻的披露。在这里，并非所
有事物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但是无疑，这种趋势丰富了艺术并拓展了其视
野。整个军事爱国主题在这里可能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由Leonid Shchemelev，Georgy Po plav
sky，Victor Gro my ko，Nikolai Nazarenko，Boris 
Arakcheev成功开发。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从未
发现过道德动机，它们成为了领导者——画布
上是人类命运的戏剧。May Danzig的《我的丹
泽》，Leonid Shchemelev的《我的出生》以及
Mikhail Savitsky的作品在创作该主题方面变得
具有创新性，借助隐喻和符号，日常事件一目
了然。
但是很快人们对纪录片细节的兴趣重新引起了
人们的注意。1970年代已经有艺术家的作品充
满了回到过去的渴望，真实地感受过去，这从
伊万·季霍诺夫，阿纳托利·希伯涅夫，谢尔
盖·罗曼诺夫的多幅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当
时，米哈伊尔·萨维茨基正在根据自传材料创
作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系列。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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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布不仅仅是关于战争考验的戏剧性故事。
这本质上是参与者和那些可怕事件的见证者的
紧张独白。难怪米哈伊尔·萨维茨基对军事主
题的解释因其特殊的情感而脱颖而出。
实际上，对于许多艺术家，包括敌对行动的参
与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表现主要是意
识形态框架之外与之相关的各种人类情感。这
些情绪失去了以前的敏锐度，好像被时间的古
铜色所掩盖了，这是由内敛的悲伤或自以为是
的情绪所决定的。这样的作品是金·谢斯托夫
斯基的《士兵》、《致永生》（约瑟夫·贝拉
诺维奇创作）、《春天》、《不安的冬天》。
通常，作者转向“女人与战争”这个话题，从
关于难民，单身寡
妇，被摧残的地球的
故事到广义的象征
性形象，变化很大。
例如，在约瑟夫·贝
拉诺维奇的图片“ 6
月22日”中布列斯特
要塞“母亲带着怀抱
孩子的哀悼服装与经
典相关联，抒情的柔
和感，这一主题在费
奥多尔·巴拉诺夫斯
基最著名的绘画作品
《浴场》中得到了解
决。总的来说，自
1970年代以来，象征
性的构成越来越多地
出现，其中通过人，
自然，建筑间接地展
现了英雄主义的主
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类似的方法已被广泛使
用。作为这条线的延续，弗拉基米尔·科祖克
的绘画“极简主义”是基于片段电影的原理，
格里高里·内斯特罗夫的宗教和象征性情节
（“永恒的时刻”）以及利文采娃的希望（“ 
1941年”）以极简主义的方式完成的。

对
战争主题的现代诠释的特征，在本届“
艺术宫”画廊的当前展览中清楚地表明
了这一点，即它的几乎所有形象化和艺

术性解决方案都已被较早发现和使用。毕竟，
艺术家们反复地将邪恶，勇气和英雄主义用于
识别，有条理的传达了所有这些。许多画家继
续使用苏联战斗风格的遗产来反映军事事件-包
括历史和现代材料。作为主题的体现，退伍军
人的传统肖像仍然保留在绘画和雕塑中-“父亲
的肖像”弗拉基米尔·格拉德科夫，“苏联英

雄佐托夫上校的肖像”尼古拉·伏朗涅茨，“
获胜者的肖像”亚历山大·博特维诺克。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展览中，人们展示了抒
情的风景和资深艺术家的静物。尽管战争主
题仍然存在于这些作品中。确实是因为选择了
景观主题或以对远古过去的象征性记忆的形式
才感受到这种感觉（Alexei Zinchuk的《Front 
Road》，Leonid Schemelev的《 The Occupa
tion》，《1945年我的传记》Nikolai Nazar
chuk）。
是的，您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年轻的后苏联艺术
家的作品，该展览被称为“75年的回忆”。老
实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决定解决所谓的“民间

声 音 ” 这 一 话
题，这给作者带
来 了 很 大 的 责
任。而且这里的
要点不是材料的
潜 力 远 没 有 耗
尽，而是对这种
材料有一定的抵
抗力。战争的主
题不仅是一种社
会现象，而且是
一种文化现象，
它并不需要艺术
语言的强制性悲
伤。它一直都在
与善与恶，幸福
与 苦 难 ， 生 与
死，忠贞与背叛
等永恒的问题接
近-简而言之，
一切都是为任何

风格，方向和材料创造力的坚实基础。对该主
题的新颖阅读，例如其在白俄罗斯美术中的风
格，只能通过重新搜索，对这些事件的传统化
身进行创造性的反思而出现。未来的结果将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时间的要求，专业技能和
新一代艺术家的经验。

毫
无疑问，对于年长的艺术家来说，战争
是他们传记的一部分。他们的许多作品
都只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通常建立在

真实故事的细节上。但是，这些军事事件离
我们越远，艺术家越经常使用具有比喻性的
解释转向他：心理，浪漫或抒情。战争开始
引起人们的注意。新作者不仅反映了绘画英
雄们的某些真实情况和行为，而且还寻找联
想，传达情感，感到悲伤，高兴，并站在画
架上表达了所有这些。对于艺术家来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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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地就有机会传达他们
真诚的想法和感受。
可以肯定地说，在21世纪，军
事爱国主义类型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但是整个区别在于，如
果他们以前以“第一人称”来
谈论战争，那么作家尤其受到
他们自己的回忆的引导，而今
天的艺术家则“联想”这个话
题，将其转移到历史问题上，
转移给人们在与敌人战斗中的
勇气，再到反思胜利的喜悦。
国防部建立的军事艺术家工作
室的负责人尼古拉·奥皮克相
信：“我们的任务不是失去前
辈取得的最好成绩。我们几乎
没有禁忌话题。这完全取决于
艺术家的能力和勇气，以及他
的公民身份。如果有人试图探究历史，那就不
要让他自己只寻找最壮观的时刻。原则上，重
要的是不仅要展示胜利，而且还要展示失败，
喜悦和痛苦，我们的力量，勇气。必须对历史
和现代性诚实。”
如今，工作室的艺术家努力研究现代军队的条
件。在前往特定的军事地点之后，许多素描构
成了以军事为主题的绘画的基础。我只会提到
其中的几个： 尼古拉·奥皮克的“明斯克苏沃
罗夫斯基大学的毕业生”，弗拉基米尔·乌罗
迪尼奇的“布涅希斯基领域”， 弗拉基米尔·
戈登科的“关于飞行员弗拉基米尔·科瓦特的
歌谣”。着眼于苏联战斗绘画的成就，可以帮
助学生在创作连续性的高度上感到自信。
七十六年来，白俄罗斯土地上一片宁静的天
空，蔚蓝的天空不仅反映在孩子们的眼中，还
反映在绘画上。和平与热爱人类是白俄罗斯人
的民族特色，而国内艺术在其真正的创造者的
努力下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光荣。
毫不夸张地说，“纪念75年”是一个宏伟的展
览项目。而且，也许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达到
规模，尽管即使是旧时代的人们也不会记得：
明斯克艺术宫的整个空间都被提供给一个展
览。但是，博览会以其高贵的艺术多样性而著
称。白俄罗斯艺术家联合会董事会的组织者决
定是绝对合理的。

当
然，上世纪四十年代白俄罗斯美术的命
运与军事事件密切相关。一些艺术家处
于前列，一些则加入了党派运动。尽

管困难重重，但艺术家们还是在战争期间工
作。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更为方便的展示现实
形式：小素描、素描、正面素描、海报和漫

画、肖像。白俄罗斯解放后，艺术家们多次进
行军事活动场所的创意旅行，创造了战争英雄
的形象。国家艺术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展示了
致力于防御布列斯特要塞的绘画、素描、雕
塑、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游击队的原型以及
对战争中阵亡的苏联英雄的光荣记忆。Minai 
Shmyrev，Nikolai Gastello，Lev Do va tor，Alexei 
Danukalov， Konstantin Zas lo nov， Peter 
Kupriyanov，Elena Mazanik，Mikhail Silnitsky和
Grandfather Talash是英雄，他们的作品启发了艺
术家。
在博物馆的展览中，您可以看到创造了伟大爱
国战争艺术编年史的白俄罗斯大多数国家艺术
家的作品：扎伊尔·阿兹古尔、安纳托利·安
尼克奇克、伊万·阿赫雷姆奇克、安德烈·
本贝勒、加夫里尔·瓦申科、瓦伦丁·沃尔
科夫、阿列克谢·格列博夫、维克托·格罗
米科、梅·列根、Arlen Kashkurevich、Raisa 
Kud re vich、Pavel Maslenikov、George Po
plav sky、Mikhail Savitsky、Sergei Se li kha
nov、Vladimir Stelmashonk、Vitaliy Tsvir
ka、Vasily Sharangovich、Leonid Shchemelev。
例如，May Danzig的绘画始终以搜寻的规模，
情节的清晰度和语义为特征。特别是在以战争
为主题的画布上，这一点特别生动地体现了出
来。作者的画作，例如“记住被拯救的世界”
、“白俄罗斯是游击队的母亲”、“守护世
界”都是无价之宝。
如今，展出的作品种类繁多：从肖像和风景到
主题绘画。几十年来，艺术家创作了寓言和隐
喻的作品，在情感上和戏剧性地传达了战争
时期的悲剧和紧张气氛。例如列昂尼德·阿

作品《1945年5月》伊万娜·斯塔谢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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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多夫斯基的“母亲之歌”，维塔利·兹维尔
科的“未曾征服”，叶夫根尼·扎伊采夫的“
站立待死”，阿尔格德·马利舍夫斯基的“我
们将回归”，纳坦·沃罗诺夫的“纪念同胞士
兵”，尼古拉·巴洛兹诺夫的“以色列”，Par
tisan Madonna 的“维捷布斯克之门”和米哈伊
尔·萨维茨基的“游击队”，伊万·雷、瓦西
里·苏马列夫的“游击队之歌”。
无疑，伟大的胜利在白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
中敏锐地，无动于衷地并切实地反映出来。
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并非没
有原因，其中最好的是在国家主要博物馆的
资金中。
顺便说一下，还在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次
虚拟绘画展览。其作者是著名的苏联艺术家亚
历山大·萨莫克瓦洛夫。
该作品由画家于1943年在新西伯利亚创作，并
于1941年与普希金学术戏剧剧院一起从列宁格
勒撤离，在那里他设计了表演。亚历山大·萨
莫克瓦洛夫受到前所未有的围困，在当地防空
部队的列宁格勒居民的勇气的启发下，创作了
一幅大故事图，描绘了一个女孩在钟附近一所
岗上的观察，警报通讯部门的战士。
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期间，列宁格勒不
断遭受空袭和炮击。观察员的任务是监视炸
弹在该区域的下落位置，并立即将数据传输
到总部，以便他们知道将火炮或卫生用品发
送到哪里。自1942年春季以来，当地防空
部队百分之八十五是由妇女担任的，因为在
1942年冬季严峻的战争之后，许多男人死于
饥饿，而另一些则处于前线。列宁格勒妇女
军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
无私地扫除了空袭的危险，在塔上值班，炸
毁了炸弹和地雷，拆除了障碍物，扑灭了大

火，掩埋了死者，并向受害
者提供了医疗援助。
画布上，画家们表现出很高的
艺术表现力。情感上的紧张，
行动的准备，坚不可摧的意志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图片赋
予了不可避免的英雄般的悲
哀。萨莫霍瓦洛夫设法使女主
人公的性格得到普遍化，使在
当地防空部队任职的一万六千
名女孩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看到
自己。
这幅大幅面画（270 x 275厘
米）是在1946年由苏联艺术展
览和全景总局资助进入博物馆
的。70多年来，由于需要对

它进行有经验的修复，这些作品已存储在博物
馆中，并在竖井中保存。长期以来，修复专家
Svetlana Dikut和Ale xander Kirel从事这项业务。
在所有修复工作完成之后，这幅画在大胜利75
周年之际首次在国家美术馆的墙上展出。
但是，在胜利75周年之际，在白俄罗斯共和
国国家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战争字母表”
展览。这是一个国际项目，汇集了来自白俄
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艺术家以第二次世
界大战为主题的陈述。照片、档案和模拟的
文物、装置、绘画和图形、图纸在博览会上
放在一起，为研究和寻找问题的答案创造了
背景：我们如何理解和回应有关当今爱国、
战争的信息，现代人如何理解它们，以及它
们的现存含义是什么？保存在当代人的历史
记忆中？9位作者通过私人家庭神话的角度来
阐述战争主题，将对战争的生动记忆与照片
和文件的严格客观性相结合，介入互联网空
间的历史，探索战争的“手语”，重新思考
军事历史遗产的作用。
展览展示了来自明斯克的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
组织理事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肖科夫上校
的私人收藏，白俄罗斯摄影师谢尔盖·莱斯克
的收藏照片，以及战争和战后时期从家庭档案
中收集的照片，这些照片来自伟大的卫国战争
的命令，勋章和肩章项目准备时间。

实
际上，所有提到的展览——在国家美术
馆，白俄罗斯艺术家联盟的艺术宫美术
馆，在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都是

致力于生活，其价值无限。记忆不能磨灭。大
厅里陈列着年轻作家的作品，这是不无道理
的，它们以父亲和祖父的回忆为载体，以自己
的方式对战争事件表现自己的印象。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

在国家艺术博物馆中



尼克拉·纳扎鲁奇，油画“士兵和鲜花”局部，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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