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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汗国时期，

只在卡拉巴赫汗国形成

了新的行政中心。甲王西

乐·葩那哈利汗部落代表

初步建立了一个居住的堡

垒巴亚特。它并不能作为

一个军事要塞，所以汗国

决定建立一个更强大和坚

不可摧的堡垒。一个古老

的村庄舒沙被选为堡垒的

地址。舒沙这个村庄在海

拔1400米，陡峭的悬崖和

森林将其包围。在十八世

纪下半叶，一个新的城市

在很短的时间成为了南高

加索地区的主要经济和文

化中心之一。超越了阿塞

拜疆许多古老的城市。在

城市被占据的过程中，名

门之家和手工艺家最先开

始搬家，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里的居民从大不里

士、艾利士、朱里发等其

它遥远的地方涌入，形成

了独立的街区，在舒沙的

特殊形成过程中，精美的

文化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

成——贵族、商人和手工

艺家。城市的形成和城市

占据合理的必然性显示在

城市的再建设中：在每个

街区建造私人的清真寺、

澡堂，穆斯林式学校和其

他社会机构。

舒沙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

置。根据历史资料来源，

直到1797年前，敌人从未

踏过城墙半步。位置和地

势的优势有助于更快的

发展。在舒沙，建立了许

多商队旅馆、清真寺、圣

祠和各种有价值的建筑

作品，以及知名的建筑遗

迹，如汗国的宫殿以及古

夫哈尔·阿轧清真寺。在

同一时间，有一个了不起

的十八世纪阿塞拜疆诗人

舒沙——
阿塞拜疆文化中心

阿胡美杜娃·菲多夫西耶
历史哲学博士

绣花包 “胡忠”19世纪。阿塞拜疆国立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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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那赫瓦基夫，他的作品

是围绕着所有东方国家的

穆斯林人。

南高加索卡拉巴赫汗国

被俄罗斯吞并之后，舒沙

依然保留其行政地位。在

1841年成为县中心以及军

事中心。但由于越来越多

的城市变为重要的经济中

心，舒沙演变成了生产真

丝面料、地毯制造以及酿

酒工业的城市。在19世纪

末，舒沙的工匠已经达到

2000多人。

舒沙变成南高加索地区

重要的文化中心。在1801

年，伊布拉基穆汗清真寺

创办了学校。实际上学校

成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在1830年，舒沙创立了阿

塞拜疆地区的第一所学

校，并且与沙马基创立了

阿塞拜疆第一所公共图书

馆。该市还建立了一家小

印刷厂。

舒沙还承办了许多文学

聚会，以及全民会议。这

里一直保存着阿塞拜疆许

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如米

尔 莫胡孙·那瓦布, 胡尔

士班·纳塔旺等等。其中

那瓦布是著名的书法家和

画家，纳塔旺是著名的书

法家，并且掌握了刺绣和

绘画的艺术。

1848年，舒沙举办了

第一场戏剧演出。并在

1882年，该市成为戏剧文

化的一个重要中心。很多

杰出的活动家出现在舒沙

的戏剧表演中。比如第一

个被陈出的是阿塞拜疆人

《奥赛罗》以及戏剧演员

位基洛夫·哈士木，著名

剧作家哈克威尔基耶夫，

文学评论家寇卡尔里 菲

利顿，著名的民间歌手贾

巴勒·里尔德等等。1904

年，首次在舞台上演出莎

士比亚悲剧《奥赛罗》

舒沙一直有一个名不虚传

的称号“音乐高加索”。这

个城市是阿塞拜疆音乐文

化的摇篮，在这里形成了

专业的表演专业和器乐。

在舒沙很多演奏者哈楠

舒沙市的一家咖啡厅。微勒啥津的画。19世纪

民族乐器的合奏。舒沙，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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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获得的荣誉一直是阿塞

拜疆最高的荣誉。在1897

年，阿卜杜拉赫曼·哈克

威尔基耶夫把富祖里的

《诗蕾莉与梅君》改编为

戏剧。在1902年——尼扎

米的史诗《赫斯路夫与士

林》，伟大的加法尔·扎

莉亚哥德完成了两个重要

的戏剧角色。1901年在舒

沙首次举办了《东方音乐

会》——新的形式的演唱

会，对阿塞拜疆歌剧艺

术的诞生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1898年在舒沙成立的

市政府，在社会经济和文

化发展城市中起了重要作

用。管理成员们是很杰出

的文化活动家，像阿卜杜

拉赫曼·哈克威尔基耶

夫和其他的人。1990年2

月17日在关于穆斯林和基

督教徒的公共选举中，推

选市长杜马前往高加索地

区，主要管理内政部和经

济部门。

在1904-1907年，加瓦

德德贝克·萨法里贝克夫

担任城市领导职位，舒沙

舒沙市的国家乐器乐队。19世纪照片

在舒沙市的名贵族奏赫拉贝叩夫家。被亚美
尼亚武装军事力量占领后并被摧毁。19世纪

1980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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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

思想中心，城市开始在

警察部门的报告中提到关

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

突。检察长代表在1906年

7月12号-23号关于时间说 

《7月21日，设备良好的

亚美尼亚人再次开始射

击，23日平息。阿塞拜

疆人是这个事件的受害

者，104个家被烧毁，31

人死亡，大约这么多吧 

亚美尼亚人做了更好的安

排和准备：他们有首领，

由提倡者和护士组成的分

队》。在1905年伊丽莎白

尔州长的记录中，说道：

《在8月整个伊丽莎白尔

省，特别是城市舒沙，在

南部四个县中发生的骚乱

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期

间，被摧毁的房屋大约有

200间，死者和伤员达到

250个人》。

需要强调的是，在20

世纪初舒沙成为阿塞拜疆

人民民族意识上升的城市

中心之一。在甘加成立的 

“吉拉特”组在这里享

有盛誉。最大的民族爱国

党办事处《基法伊》是《

卡拉巴赫统一》，首席委

员会分布在舒沙。董事

会主席是阿布德奇里穆·

贝克·美赫曼达洛夫,他

1877年毕业于医疗外科学

院，在舒沙县城和城市当

舒沙市。19世纪初的照片

在舒啥市的于泽尔 哈策贝育夫家。
被亚美尼亚武装军事力量占领后并

被摧毁。19世纪80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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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医生。在1990年初在舒

沙还开过医院。

从1905年开始，亚美尼

亚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

整个卡拉巴赫成为民族冲

突的竞技场，挑唆亚美尼

亚人进行民族运动。阿塞

拜疆人被杀害，抢劫，

他们的家被毁灭。在

1918年种族

灭绝事件被和平的阿塞

拜疆人接受。随着阿塞拜

疆民主共和国教育的加 

强，州长在卡拉巴赫的

建设更稳固，他带来了社

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然而在1920年3月，亚美

尼亚民族主义者再次发生

骚乱，仅仅两个月后紧接

着，入侵红军部分，6月

15日在舒沙宣布

成立苏维埃政权。由于苏

联领导人有针对性的计划

步伐，在1923年卡拉巴赫

上部成立《卡拉巴赫高地

胡尔士斑·娜它旺 宫廷女诗人-
卡拉巴赫的汗的小女儿。20世纪初的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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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权》，打算为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居民提供

的《自决权》。在新的教

育被纳入组合的决定，但

舒沙不作为行政中心。

然而，城市继续发挥作

用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

心，不仅仅纳哥诺卡拉巴

克自治州，也在扩大其他

范围。1977年舒沙被赋予

建筑保护区的地位。

舒沙—就像一个具有特

殊气质的人。承载着精致

以及精英文化。自成立以

来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城

市。这是它们一个特定的

符号，它有时被认为是傲

慢的，但实际上它是舒沙

人的自尊心。

1992年5月

8日，舒沙被

亚美尼亚军队

侵犯，是历史上《高加索

音乐学院》一个黑色的日

子。舒沙的城镇和村庄被

分散。舒沙已经被亚美利

亚控制了将近22年，但是

它的真正主人阿塞拜疆将

一直坚定不移地希望这一

天的到来，舒沙回到自己

的怀抱。这种坚定不移是

阿塞拜疆政府永远不变的

原则和立场。盖达尔·阿

利耶夫曾表示：没有卡拉

巴赫就没有舒沙，没有卡

拉巴赫就没有阿塞拜疆。

希望通过阿塞拜疆有目的

的活动，可以使舒沙重新

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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