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置、大厅、楼梯 

 

        自 1960年以来扬卡·库帕拉国家文学博物馆占据了特别建造的一座建筑。楼梯的内部

装饰在诗人诞辰 100 周年完成。弗拉基米尔·斯捷尔马绍诺克 - 带有扬卡·库帕拉的诗句

《我离您很远》和《只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歌》 彩色玻璃的制作者。米哈伊尔·萨维茨

基，白俄罗斯和苏联人民艺术家，弗朗西斯·斯科林纳勋章获得者，根据诗人最喜爱的作

品为主题创作了许多风景油画，创造了杨卡·库帕拉的形像 - 民族复兴的先知。货船“杨

卡·库帕拉”布局 - 他的船员们的礼物。货船“扬卡·库帕拉”号的模型－送给船员的礼物。 

 

 
“道路”展出创建于 2014 年，分布在第二层楼的 8 个厅里，讲述了第一位白俄罗斯诗人

扬卡·库帕拉的生平和创作。 

1 大厅，总体 

 

 
 

第一个房间讲述了扬卡•库帕拉的童年和青年，他的文学处女作，涵盖了从 1882 年到

1904 年当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被称为“西北边疆区”。 显视器上显

示了维津卡庄园的照片，其所有者斯坦尼斯拉夫 ·扎姆布热茨基和他的妻子奥林匹亚 –她

是扬卡的教母， 1882年 7月 12日在拉多什维奇天主教堂里为他洗礼。历史和现代的庄园，

年轻诗人在行政部门或酿酒厂工作过。 

 



扬卡、母亲、父亲 

 

诗人的父亲多明尼克• 卢泽维奇于 1879 年与本尼格涅 • 沃洛谢维奇结婚，这个美丽的女

人拥有优美的嗓音。 多年以后，只有诗人母亲的成年照片幸存下来。 在他旁边 - 六岁的

扬卡最早的照片和多明尼克• 卢泽维奇的图形肖像。 下面是诗人的三位姐妹和母亲家一

边亲戚的照片。 

 

模型 

 
维津卡庄园住宅的模型，卢泽维奇于 1881 - 1883 年期间居住在这里，1882 年 7 月 7 日

（儒略历 6月 25日）扬卡·卢泽维奇出生在这里，正逢库帕拉节，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和

为最伟大的基督教先知施洗约翰而为他命名。 

民族志角落］＋扎列卡（一种东斯拉夫民间乐器）的声音 

 

在古代的生活习惯中展出了扎列卡（一种东斯拉夫的民间乐器），扬卡从小在摇篮里就

伴随着妈妈的歌声长大，拥有良好的听力。从民间音乐家那里学会了演奏小提琴和扎列

卡，现在请您听［地点、大厅、楼梯、彩色玻璃、萨维茨基］ 



家谱 

 

根据 17 到 19 世纪的文献扬卡·库帕拉家谱的船里。古代贵族卢泽维奇家族使用了族徽

“诺维纳”。诗人的先祖服役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军队中和公爵拉济维乌家族的领地里。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扬卡·库帕拉的祖父奥努弗里亚• 卢泽维奇无法被确定为贵族。在橱柜

里您将看到公务档案。从中得知在扬卡诞生的时候家庭已经被登记成“明斯克市民”，

尽管实际上居住在维津卡。 

 

大扬琴的鸣响 

 

著名的白俄罗斯乐器 –大扬琴 - 在维津卡附近被发现。 扬卡·库帕拉深知民间文化，参加

了伊万·库帕拉节的庆祝活动。 要学习如何大扬琴、小提琴和手鼓，请听《婚礼进行

曲》。 



波兰语诗歌 

 

从波兰经典文学尤里尤沙·斯洛瓦茨基、亚当·密茨凯维奇、约瑟夫· 克拉舍夫斯基、

爱丽札· 奥热什科的作品中获得的灵感、伊凡·卢泽维奇的首批诗歌用波兰文来创作，

并在华沙杂志«谷粒»上发表。 文森特·杜宁－马尔钦凯维奇和弗朗济什卡·博古舍维奇

用白俄罗斯文写的作品，改变了年轻扬卡的世界观，使之决定继续前辈的教育传统。 

 

《我的份额》 

 

1904 年扬卡·库帕拉用白俄罗斯方言写下第一步诗歌《我的份额》。年轻的他使用纪念

古老的节日库帕拉来做笔名，为了帮助白俄罗斯人民找到一种蕨花－在库帕拉传说中的

幸福象征。在签名的右边是 1904 年由明斯克摄影师列夫·爱泼斯坦为诗人拍摄的肖像。 



《农夫》 

 

1905 年，俄罗斯帝国允许使用地方民族语言来出版。 5 月 15 日，在明斯克出版的《西北

边疆区》报刊登载了署名为扬卡·库帕拉的诗歌《农夫》。 诗人以白俄罗斯农民的名义

宣称庄稼汉的尊贵 - 土地的真正主人。 这首处女座诗目睹了强大的才华的出现，使作者

名利双收。 在照片背景是二十世纪初的明斯克。 

 

第二厅，总述 

 
20 世纪初白俄罗斯民族复兴中心是维尔诺（今维尔纽斯）。在古代立陶宛大公国的街道

上留下了弗朗西斯·斯科林纳、弗拉基斯拉夫·西罗科姆拉、弗朗济什卡·博古舍维奇、

卡斯图斯·卡林诺夫斯基和众多其他白俄罗斯文化活动家的足迹。1908 年扬卡·库帕拉

来到了维尔诺。在这个城市里成熟了他作为民族诗人的才华。通过扬·布尔加克诗人的

照片的帮助观看城市。 

 



《我们的土地》 

 
1906 年，在维尔纽斯创立了第一份合法的白俄罗斯报纸《我们的份额》及其后继者 - 

《我们的土地》。把白俄罗斯本土话语用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印刷出来促进了报纸的

迅速普及，它广泛地反映了白俄罗斯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1907 年出版的

《我们的土地》中，扬卡·库帕拉的诗歌《科斯库》成为诗人在民族刊物上的处女座 。该

报刊载了扬卡·库帕拉的 150多部作品。展柜展出了第一编辑之一 - 亚历山大·弗拉索夫的

肖像，吸引了优秀创作者为报纸工作 - 诗人雅库布·科拉斯、阿尔伯特·巴甫洛维奇、阿洛

伊斯·帕什凯维奇－焦特卡、评论家谢尔盖·波卢扬、艺术家雅泽普·德罗兹多维奇。 

 

扬卡·库帕拉的照片 

 
 

在您面前的是扬卡·库帕拉的照片，摄于 1919年在报馆《我们的土地》。这幅和诗人其他

的不同时期的照片见证了诗人看上去总是风度翩翩，他的形象与诗歌的高尚思想和美丽

和谐相融。 

 



书柜和桌子 

 
 

在您面前的是 - 在维尔诺的鲍里斯·丹尼洛维奇先生的私人图书馆“知识”的一个象征性

角落，扬卡·库帕拉曾在哪里工作过。书架上有 10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书籍。 特别珍

贵的书籍带有一张“图书馆“伊凡·多明尼科维奇·卢泽维奇的图书馆”的邮票。 

 

屏幕 

 
你可以从扬卡·库帕拉的姐夫文森特·斯坦凯维奇的独一无二的相册中看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代的照片。在他的领导下，这位诗人在道路建设部队服役，保证西部战线的交通，

包括在著名的纳罗奇战役中。 

 



鸣钟人 

 
白俄罗斯画家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的油画《鸣钟人》创作于 1946 年，见证了扬卡·库帕

拉和报刊《我们的土地》在民族复兴时期对白俄罗斯人的教育活动。 

 

编辑出版人 

 
照片是扬卡·库帕拉 1913 年同历史学家、政论家瓦茨拉夫·拉斯托夫斯基在报社《我们

的土地》通讯部的合影。信件来自白俄罗斯各地，以及来自俄罗斯、波兰、德国、英国、

甚至白俄罗斯人学习或工作的美洲。 

1913 年，扬卡·库帕拉在维尔诺成为白俄罗斯出版公司的秘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出版了 14 本约 5 万册的书籍。 扬卡·库帕拉编辑了白俄罗斯文学传奇经典之作马克

西姆· 波格丹诺维奇的《花环》和年轻诗人康斯坦钦·布伊罗的《山丘之花》的文集。 



1919 年 8 月战线逼近维尔诺，扬卡·库帕拉在 1914 年成为报社《我们的土地》的编辑出

版人，作出了艰难的抉择，关闭报纸撤退到莫斯科。 

卢茨凯维奇兄弟 

 
《我们的土地》报社的生存依赖于广告的捐赠。为出版书籍和周刊而寻找财政在白俄罗

斯运动领导人伊凡和安东·卢茨凯维奇兄弟来带领。在赞助人中有公爵夫人玛格达连

娜·拉济维乌。 

 

雕塑 

 莫斯科修建扬卡·库帕拉纪念碑的计划由列夫和谢尔盖·古

米廖夫斯基来完成。纪念碑建成于 2006 年，位于库图佐夫大街，为纪念诗人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莫斯科居住。 

 

弗拉基斯拉娃·斯坦凯维奇－卢泽维奇 

 扬卡·库帕拉之妻弗拉基斯拉娃·斯坦凯维奇，选择教员作为职业

以母亲艾米丽·莫奈为榜样。母亲是法国画家克洛德·莫奈的亲戚。展出的诗歌是扬



卡·库帕拉创作了来歌颂弗拉基斯拉娃·斯坦凯维奇的。有她不同时期的照片和私人物

品，其中一副是斯坦凯维奇家族三代人的照片。 

 

结婚照片 

 
扬卡·库帕拉和妻子在教堂举行婚礼后的照片摄于 1916 年 1 月 23 日，在莫斯科的使徒彼

得－保罗天主教堂里。可以看出当时扬卡·库帕拉已经应征上前线，穿着道路建设部队

的制服。 

 

翻译总概 

 
扬卡·库帕拉翻译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触动了他的心灵和思想 – 亚当·密茨凯维

奇、玛丽亚·科诺普尼茨卡娅、弗拉基斯拉夫·西罗科姆拉、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这项

工作奠定了白俄罗斯艺术翻译学校的基础。从 5种语言 - 波兰语、俄语、乌克兰语、法语

和德语 - 扬卡·库帕拉翻译了 92篇 36名作家的作品，其中 71 首诗，15首长诗，斯坦尼斯

拉夫· 莫纽什科的歌剧剧本《鹅卵石》，戏剧耶日·朱拉夫斯基的《爱欲神厄洛斯与灵魂

普塞克》。 1921年，从原文翻译《国际歌》。由于翻译了最喜爱的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

扬卡·库帕拉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 

 
1919 年到 1921 年扬卡·库帕拉创作了散文的和富有诗意的名篇《伊戈尔远征记》的翻译，

从中世纪白俄罗斯的历史提到：光荣的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查罗迪在 Немига 的悲

惨战役。 

 

《青铜骑士》翻译 

 
1937 年，在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扬卡·库帕拉翻译了《青铜骑士》

这首诗。 在苏联的政治压制和审查制度中，俄国文学经典的作品让扬卡•库帕拉表达要捍

卫基本的人文价值 - 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 

 

 

 

 

 

 

 

 

 



第三厅           总览 

 

1909－1913 年扬卡·库帕拉住在彼得堡－在这个城市里见证了他三本第一批的诗歌集《扎

列伊卡》、《古斯里》、《生命之路》的问世，单独的剧作诗歌出版物《永恒之歌》、

《山丘上的梦》和第一批戏曲作品《巴甫林卡》。 

在此期间，扬卡·库帕拉写了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一首诗歌《山丘》，致力于艺术家的

命运。 在诗歌中，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的主题听起来像。 

扬卡·库帕拉在切尔尼亚耶夫教授的夜大综合教育课程中学习，由圣彼得堡大学的顶尖科

学家和外国专家在那里教授课程。 诗人从人文学科中获得深邃的知识。 在扬卡·库帕拉

的朋友中，有首都知识分子的代表：评论家，后来还有他的传记作家，白银时代的阿波

罗柯林斯诗人列夫·克莱伯特。 

 

房间 

重现了部分彼得堡语言学教授布隆尼斯拉夫·埃皮马赫－什皮洛的公寓，扬卡·库帕拉曾

在这里居住过。地址位于瓦西里岛第四行。这个房间里举行彼得堡白俄罗斯大学生的学

术－文学圈聚会，扬卡·库帕拉曾积极参与。 

 

扎列卡 

 
 《扎列卡》是扬卡·库帕拉的第一部诗集，1908 年由白俄罗斯社群出版社出版。《太阳照

入我们的窗台》。 在面向读者前这本诗集接受了书刊检查和司法起诉。诗集中包括扬

卡·库帕拉最着名的诗《谁去那里？》，现在已经翻译成世界上 100种语言。 

 



《古斯里》 

 1910 年，由白俄罗斯民俗学家安东·格里涅维奇出版了扬卡·库帕拉

的第二本诗集《古斯里》，用白俄语拉丁字母写成，计划为了能避免书刊检查的问题。

收藏的主题是人的精神世界，追求自由，艺术家和人民。 

 

十四行诗 

 
在世界文学明星的名字中，十四行诗的作者 - 彼得拉克、莎士比亚、密茨凯维奇 - 扬

卡·库帕拉的名字 - 白俄罗斯诗歌中第一个十四行诗的创作者。 在他的创作遗产里 – 22

首十四行诗中，其中 7 首是在开始工作时用波兰语写的。 2002 年出版了一本独一无二的

诗集- “扬卡·库帕拉的十四行诗译为全世界七种语言”。 

 

《生活之路》 

 二十世纪初的白俄罗斯诗歌的巅峰。 - 扬卡·库帕拉的第三部诗集《生活之

路》。 依托世界文学的艺术传统，他把民族复兴的思想与普世人文理想联系起来。 该书致谢了赞

助出版物的亚历山大·叶列米丘博士。 



烛台 

扬卡·库帕拉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在 1909 - 1926 年的洛戈伊区的奥科普农场度过了暑

假，这里由诗人的母亲本尼格娜·伊凡诺芙娜·卢泽维奇租下。 

 

这个风景独特的风景如画美丽的地方被称为“白俄罗斯瑞士”。 

 

在这里，扬卡·库帕拉在这里成为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抒情诗人，和出色的剧作家。在

奥科普这里创作了 80多首诗、5首长诗、4部戏剧。 

 

 青铜烛台 - 诗人母亲家中唯一保存完好的物品。  

 

 

第四厅 扬卡·库帕拉和剧院 

 

扬卡·库帕拉站在了创立和发展白俄罗斯剧院、民族戏剧的源头上。 

 

扬卡·库帕拉戏剧的奠基是他的戏剧诗《永恒之歌》和《山丘之梦》。 

 

展出了扬卡·库帕拉戏剧的服饰，海报，风景模型以及由扬卡·库帕拉国立模范剧院转

移到博物馆的舞台服装。 

 
 

 

 

 

 



《巴甫林卡》 

 

白俄罗斯戏剧艺术的明珠－扬卡·库帕拉的喜剧《巴甫林卡》创作于 1912 年－这是关于

一位姑娘的故事，她选择了夫婿违背父母的意愿。在模型之上展出了巴甫林卡的原型－

雅徳维嘉·阿布拉齐姆斯卡娅，“一位拥有美好歌喉的漂亮姑娘”。 

 

1913年 2月在维尔诺首次演出剧本，两周后在圣彼得堡，8月在白俄罗斯的领土上拉多什

科维奇举行。所有的演出作者都参与。 

 

在维尔纳的首演中，喜剧的作者收到感恩观众的礼物 - 一枚雕刻刻有“作家”的金表，巴

甫林卡“维尔诺的白俄罗斯人 1913年 1月 27日”所写。 

 

在模型之上有在圣彼得堡首演的合影。 该剧的导演是亚历山大德里亚剧院 K. 本金－多罗

兹多夫的演员。 扬卡·库帕拉积极参与演出的准备工作 - 分配角色，在排练中咨询。 主

要角色是巴甫林卡·梅杰尔卡，其照片展示在版面左侧。 

 

《倒插门女婿》 

 
        扬卡·库帕拉写了一部轻喜剧《倒插门女婿》，延续了白俄罗斯新剧院创始人文森

特·杜宁－马尔钦凯维奇的“平斯克波兰贵族”的传统。 



        古典喜剧《倒插门女婿》在“单极”（译者注“酒吧”）中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英

雄，改变他们的妻子，以决定谁更坏。 他们的孩子们彼此相爱，利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

况，征求父母的同意。 

         1936 年，古老的戏剧传统城市博布鲁伊斯克以“白俄罗斯之夜”获得第二个白俄罗

斯国家大剧院。 导演保罗· 莫尔昌诺夫在一场戏中上演了《巴甫林卡》和《倒插门女

婿》。 扬卡·库帕拉出席了彩排和首演。 

 

陈列柜（今天） 

 

        扬卡·库帕拉的形象正体现在白俄罗斯主要剧场的舞台上。 在扬卡·库帕拉国立模范

剧院 - 在戏剧《诗人的幸福》《白俄罗斯的梦想》中。 共和国白俄罗斯剧院为纪念诗人

诞辰 130周年纪念日的《扬卡·库帕拉，天堂之环》，以在扬卡·库帕拉的同名诗为基础的

民间歌剧《永恒之歌》成为戏剧名片。 

         

   本地的 

  悲喜剧《本地》于 1922 年完成。 故事发生在 1918 

- 1920 年的明斯克，当时白俄罗斯的政权以惊人的速度更迭。 主角适应每一个新的政治形势。 以

“地方”的名义 - 缺乏民族自我认同。 1926 年，在白俄罗斯国家剧院，尼古拉·波波夫完成了剧本

的制作，并于 1927 年列入文集，之后被列违禁作品名单。 

        自 1990年以来，由导演尼古拉·皮尼金上演的《本地》，一直在库帕拉剧院售罄，并

于 1992年获得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奖。 



 库帕拉戏剧的巅峰是社会心理剧《破巢》－ 一个

失去家园和土地的家庭的悲剧，寻求个人的幸福和更好的份额的梦想。 扬卡·库帕拉说：“我把

这个戏放在了我的诗歌和散文中。” 

1917 年 7 月 10 日，这部戏剧在明斯克白俄罗斯戏剧和喜剧协会首次播放，弗洛里安·日

丹诺维奇完成了由扬卡·库帕拉交给他的手稿的制作。 今天，你可以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戏

剧剧院看到由亚历山大·嘉祖耶夫排演的这部戏剧。 

 

以扬卡·库帕拉命名的剧院 

 

 1890 年卢泽维奇家住在明斯克的时候，小伊凡不止一

次的看新的戏院大楼，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所有的戏剧作品都在这里上演，1944 年 12

月 21 日这个剧院以他的名字命名。 今天以扬卡·库帕拉命名的国立模范剧院的名片，

每个戏剧季开始的表演是喜剧《巴甫林卡》。 
 

 

 



第五厅 总览 

该大厅讲述了扬卡·库帕拉在明斯克的生活和创作。 

扬卡·卢泽维奇第一次和这个城市相识的时候，发生在他 8 岁时。1890 年，父亲多明尼

克·卢泽维奇把家搬到了明斯克，开始做一名马车夫。对扬卡最明亮的印象是城市剧院的

灯光和音乐。 

1919 - 1941 年，诗人一直生活在明斯克，成为白俄罗斯的首都，这个国家的文化科学中

心。可以在剧院内的显视器上特别的部分通过诗人的眼睛来看城市，结识他的邻居和朋

友。 

房屋模型 

 1926 年实现了

扬卡·库帕拉的梦想－他获得了一所自己的房屋在明斯克市中心斯维斯洛奇河畔。模型再

现了那所房屋，这里诗人和妻子、母亲、姐妹和侄女一起生活了 15年。 

 

房子周围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花园，在房前花园里种植了库帕拉喜爱的白玫瑰。 

1941年 6月 24日，卫国战争的第三天，房屋被毁。 现在在此处取而代之的是诗人的博物

馆。 

 

私人物品 

 在博物馆的展品里真正的瑰宝是诗人的私

人物品，其中有白俄罗斯传统腰带、扬卡·库帕拉用它创作了古典的礼服。电话簿里含有



扬卡·库帕拉的家庭电话- 2-30-76。扬卡·库帕拉向他的医生尼古拉·博布里科夫赠送一套

盛放克留霜（一种混合果香酒，清凉饮料）的餐具只剩下两杯。在诗人家的老家废墟上

发现了喝咖啡的茶杯和茶碟。 

 

兴起 

 在 1918 年秋天创作了近三年之后，扬卡•库帕

拉创作了一首由白俄罗斯主权宣言启发的诗歌。 其中《为了祖国》的十四行诗和诗歌《

兴起》 ，是一种祖国独立的独特的诗歌观念。在艰难的条件下提出了其国家的地位。 

 

克鲁格的肖像画＋决议 

 展出的是扬卡·库帕拉生前的一副肖像画之一，由艺术家扬克

尔·克鲁格 1923年所绘画。 这项工作被列入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清单。 

 

1925 年，扬卡·库帕拉率先获得白俄罗斯人民诗人称号，全国举行庆祝白俄罗斯诗歌创

作活动 20 周年。 

 

 

 



扬卡·库帕拉－政论家 

 
扬卡·库帕拉不仅是诗人，还是优秀的政论家－数以百计的爱国主义文章的作者，形成

了社会意见，促进了民族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扬卡·库帕拉－学者 

1921 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明斯克成立，白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开始工作，在 1928 年重组

为白俄罗斯科学院。扬卡·库帕拉在白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的术语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

研制了科学词汇，为了能在学校和大学里用母语进行教学和学习。 

 

为白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扬卡·库帕拉当选为白俄罗斯科学院成员。 

 

扬卡·库帕拉－诗人 

1922 年出版了扬卡·库帕拉的诗集《遗产》由诗歌和叙述诗组成，写于 1913-1919 年。在

展览旁边有作者对故乡颂歌－著名诗集《遗产》的亲笔签名。 

 

诗集《匿名》 

第五本诗集《匿名》充满了反思每个白俄罗斯人和整个白俄罗斯社会在社会政治变化条

件下个人命运的统一。 

 

男孩和飞行员的互动区 

扬卡·库帕拉是许多作品的作者，致力于儿童和年轻人。 最着名的诗 - 《男孩和飞行员》

－ 诗人在 1935 年的一个暑假期间以一个 7 岁的男孩的口吻写了梦想成为飞行员看遥远的

国家。 

 

 



  
 

儿童互动区介绍了航空的历史，并在博物馆空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时间。 

 

尤里·加加林 

 
扬卡·库帕拉的诗歌《男孩和飞行员》描写了最浪漫的职业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这些诗歌鼓舞了尤里·加加林，第一位完成太空飞行的人。宇航员的母亲安娜·费米加

纳·加加林娜的亲笔签名证明了这一点。 扬卡库帕拉的诗歌激发了白俄罗斯宇航员弗拉

基米尔·科瓦利奥诺克，维克多·戈尔巴特卡和彼得·克里姆克的飞行。 

 

第七厅     总览 

博物馆的大厅反映了 1930 年代扬卡·库帕拉的创作之路，恰逢苏联大规模政治镇压时期；

诗人在卫国战争时期的生活，以及 1942 年 6 月 28 日诗人在莫斯科惨死的故事。 

 

 

 

 

 

 



《1918-1928》 

 1930 年，扬·库帕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作品

叙述“纪念为祖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中牺牲的人们”是禁止的。 它没有进入书

架，但它被分别拆开并去了美食店：人民诗人的诗被包装在食物的单子里 

 

遗书 

 1930 年，在捏造的白俄罗斯解放联盟案件中，国家政治总局（格别乌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约 100 名白俄罗斯科学文化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扬卡·库帕拉和

他的朋友及同事。 诗人也被传唤去审讯，试图让其认罪。 1930 年 11 月 20 日，扬卡·库帕拉试图

自杀。在写给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亚历山大·彻尔文科夫的临终遗书中，他写道

：“宁愿在生理上死亡好过冤枉的政治死亡”。诗人被救出，但被迫放弃自己的作品的民族国家定

位。 

 

波诺马连科的信 

 1930 年库帕拉避免了被捕和定罪，但仍受到严密的监视。

诗人的创作纪念日正式祝贺交替着“民族主义”的指责。在写给斯大林的《关于白俄罗



斯语言、文学和作家》的信中，波诺马连科称扬卡·库巴拉与雅克布·科拉斯是斯大林

政治意识形态在白俄罗斯传播的主要障碍，坚持要求当局拘捕白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或者严格控制他们的写作活动。 

 

新闻书刊检查＋勋章和获奖 

 在实行新闻书刊的背景下 1930 年代扬

卡·库帕拉的创作遗产代表作有诗集《建设者之歌》、《获得勋章的白俄罗斯人》，叙

事诗《在奥列萨河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这些作品中，有赞美诗，赞美给

斯大林和党的领导。1939 年，诗人被授予列宁勋章。上面的橱窗展示扬卡·库巴拉获得

的奖状 – 苏联一等国家文学奖，即所谓的斯大林奖，这是他在 1941 年收到的书《出自心

灵》。 

 

旅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他们凭借才华，为之荣耀，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1920-1940 年代，扬卡·库帕拉是白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白俄罗

斯第一位人民诗人、科学院院士、代表，首先是一个光明迷人的人物，真正的人民外交

家。 

扬卡·库帕拉是苏联作协的组织者和成员之一。 1935 年的作为苏联记者和作家代表团成

员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在比亚韦斯托克的西白俄罗斯人民议会的工作。 

扬卡•库帕拉的积极的社会活动伴随着在亚美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的频繁旅行，诗人

在 1930 年代从他的笔下写出最温暖的诗句来赞颂旅游。 

1938 年 1 月写了一首诗歌《同志》，献给格鲁吉亚疗养地的医生茨哈尔图波 ·埃里

科·麦特赫里。 

 

 

 

 

 

 

 

 

 

 

 

 

 



别墅 

 扬卡•库帕拉最喜欢的夏季休闲地是在列夫卡的别墅

，这是白俄罗斯政府在 1935 年庆祝诗人创作活动 30 周年赠予诗人的礼物。 第聂伯河畔的房子是

根据扬卡·库帕拉自己的草图建造的。 在卫国战争的第二天，从燃烧的明斯克离开，扬卡·库帕拉

和他的妻子前往家乡最后一个避难所列夫卡，6 月 30 日这里被放弃。 

 

奖状＋雪佛兰 

 
1941 年 6 月 30 日，诗人和他的妻子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住在一个朋友，艺术家康斯

坦丁·叶利塞耶夫的公寓里。 库卡拉和首都的所有居民一样，参与保护这座房子免受燃

烧弹的袭击，为此他在 1945 年被追授“保卫莫斯科”的奖章。 

1941 年秋前线正逼近首都，诗人得到了准许开着他的雪佛兰汽车去喀山，时钟测量漫长

而艰难的旅程时间。 

 

 



传单《白俄罗斯的儿子》 

 战时最著名的作品是《白俄罗斯游击队》。 

它以传单的形式分发到被占领的白俄罗斯境内。 谱上音乐，这首诗变成了人民复仇者的赞美诗，

它的第一行 - 《苏维埃白俄罗斯》电台呼号。 

 

私人物品 

 
1941 年秋至 1942 年 6 月扬卡·库帕拉居住在佩齐什村，鞑靼斯坦共和国。陈列柜里是诗

人在疏散撤退时使用的个人物件。展出了诗人和妻子居住过的房间的照片。从 1975 年起

这里成为扬卡·库帕拉博物馆。 

 

 

 

 

 

 

 

 

 

 

 

 

 

 

 

 

 



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1942 年 6 月，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委派扬卡·库帕拉从喀山前往莫斯科出差。 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天，在“莫斯科”

酒店的 414 房间里度过。在展览环境中，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充满了真实的酒店内部

局部图 – 悲剧无声的目击者。 

 

特别的消息说，1942 年 6 月 28 日 22 时 30 分，“白俄罗斯的诗人扬卡·库帕拉坠楼身

亡”。 事件被列为意外事故。 这是白俄罗斯民族诗人不幸身亡的唯一官方文件。 

 

葬礼的照片＋扶手 

 6 月 30 日在明斯克，诗人的母亲去世了。 葬礼

是在 1942 年 7 月 1 日举行。 在这一天在莫斯科同库帕拉举行告别仪式。诗人的妻子没有时间从

喀山赶到莫斯科。 展出了弗拉基斯拉娃·卢泽维奇和莫斯科瓦甘科夫斯科耶公墓的骨灰安置所的

照片。 在扬卡·库帕拉永远离开的栏杆上旁边有列夫· 古米廖夫斯基的雕塑。 

 

 



台座 

 从 1942 年起在莫斯科瓦甘科夫斯科耶公墓树立了底座。 

1962 年，扬卡·库帕拉的骨灰被运到明斯克，重新埋在军人公墓。 白色大理石上的诗人

的诗句。 其中之一 －“我梦到了白俄罗斯......”在葬礼期间放在了扬卡·库帕拉的头上。 

 

弗拉基斯拉娃·卢泽维奇 

 
 

        1944 年 5 月 25 日，在战争艰难的条件下，在刚解放的明斯克，扬卡·库帕拉博物馆

开始工作。 它的创立者和第一任馆长是诗人的妻子 - 弗拉基斯拉娃·弗朗茨耶芙娜·卢

泽维奇。 

        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返回到扬卡·库帕拉创作遗产的故乡。 

 



       博物馆更换了两个地址，1960 年 5 月 18 日，这座大楼的门被完全打开。展览介绍了

弗拉基斯拉娃· 卢泽维奇从她的办公室里拿来的物品，在扬卡·库帕拉和他的妻子肖像

的对面是白俄罗斯艺术家米哈伊尔· 萨维茨基的作品。 

 

客厅 

  这是在扬卡·库帕拉家中的客厅，

在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所有明斯克人所知。 他被称为“杨树下的房子”或“库帕拉之屋”。 

在客厅的内部，根据乡土诗人的回忆来装备，把主人的品味表现出来。 在客人经常等待

的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著名的库兹涅佐夫瓷器。 卢泽维奇一家没有用糖果和饼干招待不

会放客人走，这是存储在一个别致的雕刻餐具橱。 保存着一个杯子上印有亚历山大·普

希金的肖像 - 1937 年的纪念。 由扬卡•库帕拉从捷克斯洛伐克旅游带回来的留声机，创造

了一个文学和音乐沙龙的友谊晚会的氛围。 

特别自豪的是与扬卡•库帕拉玩了一局国际象棋比赛，他拥有真正的特级大师的天赋。 

 

私人物品 

 在橱窗里陈列着诗人的个人物品：大衣，毡靴，剃须用品，手提箱，总

是时尚而优雅的诗人喜爱的配饰 - 在黑海沿岸休闲用的一根文明棍。 

 

 



祝贺 

 
他的作品，翻译，专着于不同年代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的书籍，都成为了扬卡•库帕拉的记

忆。 

扬卡·库帕拉被白俄罗斯及境外当作名胜古迹。背景照片代表了其中的一个，树立于

1973 年，在纽约附近的 Arrow 公园，那里创建了世界经典文学的林荫道。 2015 年 12 月，

扬卡•库帕拉的纪念碑在以色列城市阿什杜德隆重揭幕。 

其中一张照片是 1957 年在遥远的北京实现的第一个扬卡•库帕拉博物馆国际展览项目。 

 

库帕拉的音乐创作 

扬卡·库帕拉创作了 200 多首音乐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由白俄罗斯合唱队 Песняры的创始人弗拉基米尔·穆利亚文所写的。 

其中一件有趣的展品是 1973 年在日本国际歌剧节上，歌手维克托·维亚奇为了表演《遗

产》而获得的水晶奖。 

东不拉(哈萨克民间弦乐器)是哈萨克斯坦作家联盟为纪念扬卡·库帕拉诞辰 90 周年而赠

送的一份珍贵礼物。 
 

 

 

 

 

 

 



办公室 

 
 

在您面前的是扬卡·库帕拉重现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个大型图书馆，收集了共计约两

万本书和诗人的档案。这个宝库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火中被吞没。 扬卡·库帕拉的终身

肖像展出，这是 1921 年艺术家德米特里·波洛佐夫在明斯克创建的，被保存在列宁格勒

围困中。在冬宫修复后，油画被转移到诗人的博物馆。 

在货架上是机床工厂工人的礼物：纪念品手柄枪是诗人强大词汇的象征。 

就像诗人的生活一样，在散落的海石上，扬卡·库帕拉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小海洋”。 

全息影院有机会与扬卡·库帕拉见面并听取他的声音，1934 年在莫斯科作家大会上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