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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在叮咚清朗的竖琴声中，马头琴奏出欢快的迎宾曲…… 

2015年 7月 20日，哈尔滨飞海拉尔的航班。舷窗外阳光刺眼、蓝天耀目；大地上

绿原连绵、牛羊成群；牧人策马徐行，蒙古包炊烟袅袅，弥漫着清新草香的空气扑面

而来。Duang地一声飞机落地将老哥从梦中惊醒：海拉尔到了！ 

海拉尔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治所在地，呼伦贝尔市地处中俄蒙三国的交界

地带，因境内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约 200 万汉、蒙、回、满、俄罗斯、鄂温克等 32

个民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管辖面积最大的地区级城市，总面积 26.3万平方公里域内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三大草原之一。 

呼伦贝尔电视台记者王玉萍女士与尹工因羽球结缘相识后，成立了呼伦贝尔贝特

羽毛球俱乐部。其成员不仅酷爱羽毛球运动，还连续四年资助阿荣旗 6 名贫困学生。

这一善举引发尹工决定捐赠一批羽毛球装备，助建中国贝特鄂温克旗少年羽毛球俱乐

部。在参加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哈尔滨总决赛）后，尹工率贝特爱心之旅代

表团赴呼伦贝尔出席俱乐部揭牌仪式、与本地球友交流并顺访美丽的大草原。代表团

成员包括北京贝特俱

乐部的资深会员、潜

伏于各界的牛人等共

计 12人。 

身着节日盛装的

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少

女在王玉萍的率领下，

向尹工等敬献寓意青

天的蓝色哈达，马头

琴奏响欢快的迎宾曲，贝特团友如沐春风，沉浸在呼伦贝尔球友的热情之中！  



协奏曲-海拉尔 

首席小提琴欢快地引领管弦乐，奏出气势磅礴的华彩乐章…… 

入住酒店之后，呼伦贝尔球友送我们去西山森林公园，在游览中等候从北京直飞

海拉尔的三位团员。这里曾是当年苏联向日本宣战后的战场一角，园内樟子松树上还

残留着苏军枪炮的弹孔。樟子松系欧洲赤

松的变种，也是本地仅有外地无的树种。

公园内松树蔽日，遍地松香。一棵粗大的

樟子松上缠满蓝色哈达，刘夫人优雅地扬

起手，为三位老同学的合影平添青春色彩。

北京球友老李甫一抵达就微露峥嵘，以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长段台词赢得我们

折服于北大才子的掌声。至此全

团人员到齐，计有两对夫妇、一

对母女，以及参加东西南北中羽

毛球大赛（哈尔滨总决赛）的几

位高手。 

午餐安排在一家极具民族

特色的鄂温克酒店。王玉萍以贝

特呼伦贝尔分舵主的身份介绍海拉尔的球友后，老哥奉命介绍贝特总舵主尹工、为我

国军工事业奉献一生的刘大哥及夫人、拥

有私家羽毛球馆的老李夫妇、老一辈表演

艺术家张瑞芳的不张扬侄女、诸葛亮第 51

代嫡孙诸葛厂长、贝特俱乐部的资深会员

大白鲨、笑姐以及尹工最新徒弟张健和女

儿多多等全体团员。尽管本团球手的平均



年龄高达 52岁，却因长期参加羽毛球运动而焕发活力十足的光彩，在鹿角装饰的吊灯

照耀下，一边欣赏圆桌中间缩微的牧民

生活场景，一边品尝纯天然的特色菜肴。

而最大的福利，莫过于尹工不饮酒为我

们解除的尴尬。善解人意的女主人没有

大力劝酒，让老哥等不能喝酒又不敢说

不行的男人得以在鲜美的绿色食品中

尽情享受源自羽毛球的深情厚谊！ 

餐后团员们回酒店换上运动装，随即前往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青少年活动中心，

出席成立中国贝特鄂温克旗少年羽毛球俱乐部的捐赠揭牌仪式与交流活动。分舵主换

上贝特运动装介绍本地开展羽毛球活动

的情况，总舵主露出领导的标准微笑表示

赞赏。分舵主的漂亮女儿主持仪式，双方

代表致辞后，总舵主给孩子们赠送了球拍

和球包，又与中心的奇主任为俱乐部成立

揭牌、率领北京球手与本地球手分别进行

男单、男双、女双和混双比赛。球场上总舵主一如既往雄姿勃发，分舵主褪去红妆英

姿飒爽；羽毛球当空翻飞变幻莫测，球手们展臂挥拍技艺高强；北京球手技艺纯熟经

验丰富，本地球手青春无敌力量强悍，让老哥等看得眼花缭乱！ 



贝特爱心之旅代表团全体成员与中国贝特鄂温克旗少年羽毛球俱乐部的孩子们合影。后排左起：

多多、笑姐、不张扬、老李及夫人、诸葛、张健、刘夫人、刘大哥、尹工、老哥、大白鲨。 

交流球技后，贝特团友参观了分舵主生机勃勃的庄园，然后抵达锡尼河畔与本地

球友会合。河畔骑手在马上炫技，诸葛与女球友愉快交流；分舵主领导的十多位本地

球友在碧绿的草地上井然有序地忙碌，有人在大棚内摆放桌椅、排布食品碗碟；有人

将刚宰杀的羊肉分送各处，或制串烧烤，或作为手把肉下大锅烹煮；还有人教贝特团

友如何穿着蒙古袍。这边厢主人们手脚不停地准备晚餐，那边厢客人们正忙着穿上蒙

古袍，揪着夕阳的余辉摆 pose照相。女士们恨不得把几套蒙古袍都穿一遍，以便将美

丽定格于数码相机之中。先生们也不甘落后，穿上蒙古袍模仿那达慕的动作。刘大哥

夫妇着装格外喜庆，以王爷和福晋式的慈祥微笑观看我们的换装游戏。 



一弯上弦月在天边升起，最地道的蒙古族欢迎宴开始了！硕大的卤牛鼻摆在餐桌

中央，一大盘不加盐和其它调料煮熟的手把肉端上台面。主人极为讲究地用小刀切下

献给最尊贵客人的羊胸口肉送到尹工的小碟中。多多在庄园采摘的西葫芦跟随闻所未

闻的特色菜肴第次上桌，我们学着用小刀切下毫无膻味的草原羊肉送入口腹，学着端

起酒碗敬天敬地敬朋友后饮酒。肉香和酒香在欢乐的大棚里飘荡，赞美与感激在推杯

换盏中汇响。玉萍不仅以优美舞姿惊艳全场，还请来亲姐姐为我们演唱蒙古族歌曲。

尹工以其招牌式的眯眯笑眼看着这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热闹场面，不知

心底是否也升起几分水泊梁山好汉

的豪气？而当酒足饭饱的帅哥美女

们意犹未尽地开始 K歌时，大棚外的

篝火已经点燃，诱请我们赶快去参加

早已准备好的篝火晚会。 



平地一声炸雷响，礼花在空中绽放！呼呼上窜的焰火，正如羽球健儿的激情昂扬。

大家围着篝火手拉手跳舞不过瘾，又以交谊舞和秧歌穿插其间，给凉爽的草原夏夜增

添热度，以今天丰富多彩活动的最后一串音符，圆满结束了海拉尔协奏曲！ 

浪漫曲-额尔古纳 

俄罗斯手风琴声豪放响亮，悠扬的马头琴声令人荡气回肠…… 

7 月 21 日，代表团乘坐包车前往位于海拉尔正北偏东、相距 128 公里的额尔古纳

市。额尔古纳丘陵延绵、草原广阔、植被茂盛、河流众多，蒙、汉、回、俄罗斯等多

民族和谐共处，曾被誉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花园。本地球友小郎今天开始随车行

动，享有“郎导”高级职称的这位帅哥，首先带我们去看金帐汗蒙古大营。 



金帐汗蒙古大营虽

然地处一片大草原之中，

却因今年干旱牧草稀疏

而不显兴旺。我们还在大

门口照相，就听见远处王

宫前传来拉客的呼唤。在

这一众摆开架势的男女

眼中，我们感受不到草原

迎客的温暖，反倒有一丝隐隐的不安。郎导因此带我们走向缓坡，只为可以居高欣赏

成片的蒙古包、信马由缰的游客和空中翱翔的动力伞。 

包车行至额尔古纳将近

中午，以刘志超局长为首的

当地球友已在湿地景区等候

多时。不张扬身前这位绿衣

球友是第三代华俄后裔，尹

工身旁这位局座不愧为优秀

地方官员，见面后一直充满

激情地介绍亚洲第一湿地的



美景和额尔古纳的民俗风情。300年前不断有俄罗斯人越界进入呼伦贝尔地区采煤淘金，

两国年轻人在生产

生活的频繁接触中

自然生情，最终结

为夫妇。这些跨国

婚姻绝大多数为山

东汉子迎娶俄国媳

妇，其后裔至今已

繁衍到第五代。咦！

老李夫妇何时悄悄

从二人世界回归凡间了？快来照个合影，然后一起去品尝俄式风味午餐！ 

在一对年届六旬华俄后裔开设的俄

罗斯族之家里，身穿海魂衫的老板虽然一

口纯正的东北腔，但从其满头银发和浓眉

大眼中能看出明显的欧罗巴人痕迹。尽管

反“四风”导致其收入减半，老俩口仍毫

不懈怠地将小院、菜园、餐厅、卧室打理

得干净整洁，餐桌布、椅套全是白色棉布或针织品，就连卫生间的清洁状况都出人意

料地堪比五星级酒店。宾主像俄族家

人聚餐那样围坐，频频举杯互道祝福，

将小园自产的西红柿、黄瓜等蔬菜、

各色俄式点心以及“苏波”、熏肠、

烧牛肉等俄式菜肴笑纳腹中。老哥最

爱这家用大列巴发酵制成的美味格瓦



斯，时常期盼何时重返故地，再去复苏味蕾上那特殊的记忆。 

还没等我们从俄式餐食的惊喜中回过神来，郎导把我们带到今晚入住的维客多客

房-具有典型俄罗斯民居风格的木刻楞。这种纯粹用粗大圆木建造的房屋具有冬暖夏凉、

结实耐用等优点，给了我们怀抱树木清香入梦的崭新体验。 

额尔古纳是一个仅有 8万多人口的县级市，居然不可思议地拥有一座包括篮球馆、

网球馆和羽毛球馆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体设施的综合建筑！下午主客两

队球友还是分男单、男双、女双和混双四项

在羽毛球馆竞赛。因为不甘心没带球鞋

只能默默地伫立场边“打酱油”，老哥今天干脆脱鞋穿袜上场，请心地善良的多多陪

他练球，然后与刘大哥夫妇等人经热心的刘局引领进入额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在六大

主题展厅昭示的历史脉络中，寻觅额尔古纳这个蒙古族发祥地的过去与今天。 



晚上刘局率本地诸多球友在这家蒙古族特色浓郁的餐馆招待贝特代表团。本来招

待规格已经够高，分舵主王玉萍驱

车百多公里亲临又添分量，令贝特

团员意外感动！中午不喝酒是刘局

定的政策，晚上要喝酒也是刘局定

的政策！一盘盘特色菜肴上桌，一

番番热情话语交流；刘局请来政府

办领导坐镇，玉萍一再夸赞志超兄

弟；尹工想方设法婉拒劝酒，刘大哥定力超强沉稳干杯；唯有老李最具冒险精神：胆

敢忽略娇妻发出的十条提示乃至警告微信一再饮酒！宾主把酒言欢直至夜深，方才一

再互道珍重返回安歇。 

今晚王玉萍饮酒当歌尽显

蒙古族豪气已令我们惊喜，第

二天清晨五点邀请不张扬和大

白鲨打球更令我们惊叹！刘局

虽曾酒酣，翌日却能以钢铁般

的意志闻鸡起舞，来到他当年

崭露头角的学校，和一众女球友尽情挥拍，释放昨日未能尽兴的激情，在逐渐减弱的

俄罗斯手风琴声中，将马头琴的浪漫悠扬演绎得淋漓尽致！ 

随想曲-根河 

在铿锵有力的管弦乐声中，传来驯鹿清脆的阵阵蹄声…… 

7 月 22 日，贝特爱心之旅代表团驱车再向东北进发，前往地处大兴安岭腹地、中

国最北部的县级市-根河。根河市仅有 18万各族人口，却有超过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冬季极端气温低达-51.5摄氏度，无霜期只有 90天。 



从额尔古纳到根河 126 公里，沿途的瑰丽景色不断刷新我们的视界。尹团长看见

大片绿色在轻风中摇曳，不禁满怀诗意地感叹此地草原何其繁茂！可偏偏有人不识趣，

轻声提醒领导那是翻滚的麦浪！除了大片的麦地，公路两侧盛开的土豆花和茂密的落

叶松林也蔚为壮观。包车在一片白桦林前停下时，尹团长挥手一声令下，团员们立即

摆出“在密密的树林里”打游击的冲锋状，让眼疾手快的郎导将此情景摄入镜头。 

1996年鄂伦春族放下猎枪后，鄂温克

族就成了我国最后的狩猎民族。现在他们

大都居住于政府专门在敖鲁古雅博物馆区

建设的定居点内，因从出生起就享受的各

项政府津贴完全可以满足生活之需，逐渐

失去了狩猎的生存需求。在敖鲁古雅，我

们见识了直径约 50厘米的野生灵芝、据说对人类伤害最不防范的傻狍子、鄂温克猎人



用桦树皮搭建的传统居屋-撮罗子，而最令人兴奋的，当然是那一群灰褐两色的驯鹿。 

驯鹿属于北极圈生物，长着鹿角、马头、驴身和牛蹄，它们以森林中的苔藓为主

食，因为必须依靠鄂温克人提供的盐巴维持身体之需而被驯化。老李买了驯鹿最爱吃

的苔藓，慷慨地让团友轮流用苔藓喂食驯鹿。大家立即抓住此生难得的与大型啮齿动

物亲密接触机会，纷纷体验驯鹿在自己手中吞噬苔藓时夹杂着惊喜与湿热的奇妙感受。 

鄂温克人掺入鹿奶制作的打列巴

独具风味，老李购买一个打列巴之后，

瞬间被闻香而至的我们一抢而光，没吃

过瘾的老李只好再买一个满足自己的

口腹之欲。看到与其年龄不太相称的生

猛吃相，李夫人不禁温柔地提醒说：老

李，你慢点儿！ 



热情的根河球友张局长午宴款待之后，供热公司罗经理等带我们去根河源湿地公

园游览。根河是中国的冷极，蓝天白云下黛山绿树分外俏丽，成片的白桦、落叶松像

士兵整齐地笔直站立，碧草野花装

点的根河水波澜不兴地流向远方。

根河源湿地公园拥有森林、沼泽、

河流、湖泊等多种生态系统，森林

与湿地交错分布，是目前我国原生

状态保持最完好、最典型的温带湿

地生态系统。罗经理显然不认同额

尔古纳号称的亚洲第一湿地，特地郑重告诉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亚洲第一湿地。 

登高展望湿地后，我们来到根河林

业局建设的大兴安岭房车自驾车露营基

地。登上 10多米高的木结构观景台，基

地的 12 辆房车、5 座木屋和 20 多顶帐

篷尽收眼底，房车露营区北面碧绿的草

地上盛开着各色野花。面对这净化心灵

的人间仙境，总舵主不禁翘起西部牛仔式的大拇指，用英语和国语连声说：好 OK！ 

根河球友也多为机关干部和教师，在接下来的球友交流中，我们发现午后一直默

默陪伴我们、低调沉稳的大帅哥小韩原来是根河市羽毛球单打冠军，其球技、球风赢

得了总舵主的表扬；老李吃了打列巴后有如神助，以强悍的球风让年逾不惑的球友见



识了什么叫做花甲青年；不张扬曾经动过半月板部分切除手术，仍与曾经腰椎劳损的

大白鲨战胜了比她俩年轻的对手；而回到家乡的郎导有了双重身份，既以贝特球友的

身份对阵根河球友，又以根河球友的身份与贝特球友竞赛。洁白羽毛所寓涵的健康体

魄、培育深情内涵，又一次深刻教育了老哥这样的初级业余球手！ 

晚上罗经理盛情宴请贝特爱心之旅代表团，正当宾主酒酣耳热之际，电业局韩伏

岭常务副局长匆匆接待上级视察后突然驾到。得知韩局长不仅是根河业余羽毛球界的

首领，而且是帅哥小韩的父亲后，大家纷纷举杯为根河市有这样卓越的首领和优秀的

群众运动基础干杯！夜越来越深，随想曲中驯鹿的蹄声也越来越轻，直至加上弱音器

的小提琴奏出结尾的和声…… 

小夜曲-满洲里 

如莺歌般婉转的小夜曲，饱含着浓郁的异国情调…… 

7月 23日，辛劳有加的罗经理又率球友以丰盛的早餐欢送代表团。昨日有恙的刘

夫人在刘大哥的精心照料下趋向康复，郎导强忍腹泻的痛苦告别依依不舍的母亲，照

常履职率贝特团员前往 371 公里之外的满洲里。满洲里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腹地，

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内蒙古自治区的直辖县级市（准地级市），在百年融合

中俄蒙三国风情的漫长历史中，赢得了“东亚之窗”的美誉。 

行经额尔古纳后，包车疾驰在路况很好的中俄边境公路上，沿途辽阔的大草原风

光迤逦。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大白鲨似蝴蝶灵

动留下倩影，三兄弟

东施效颦也来一张，

惟有老李情如初恋，以欢天

喜地的表情上演了“背媳妇”的经典桥段。 



沿地平线缓缓走来的红马、花牛和白羊兀自悠闲地低头吃草；星罗棋布的牧草堆、

蒙古包和套好鞍座的马群吸引游客深度品味草原风情；边防哨卡在广袤的草原上显得

异常渺小，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强力牢牢守护漫长国界。怀揣草原梦来到呼伦贝尔大草

原的贝特球友，即使尽全力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草原之美，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些许遗



憾返回故乡！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有谁知道博大精深的汉语文不能尽述大草原的壮美、

高端昂贵的数码相机不能全录大草原的风光？  

满洲里市区的异域风貌与大草原的原生态形成强烈反差，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大

圆顶、外墙色彩浓艳的各式建筑，仿佛是披上俄罗斯和蒙古服饰的美丽中国姑娘，于

顾盼流连中吸引了无数中外投资者、贸易商和慕名而来的游客。 

团友们用云南过桥米线和面条安慰了辘辘饥肠后去国门景区游览，曾与尹工联袂

荣获 2012年全球华人杯老年组混双亚军、多次为慈善事业奉献却行事低调的不张扬因

事须提前飞返宁夏，遗憾地与国门景区失之交臂。 

在建成雄伟壮丽的边境

口岸之际，顺带将周边圈起来，

再以景区之名获取高额门票

收入，可能是只有在中国才可

能存在的特色之作！虽然我们

在黑山头抵制了购票观赏，可

在号称第一国门的满洲里口

岸，又有谁能免俗？国门景区包括国门、41 号界碑、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和平

之门主体雕塑和满洲里历史浮雕、红色旅游展厅、火车头广场等景点。透过国门廊桥

的大窗，可以看到俄方口岸的简朴、感受到中方口岸按捺不住的骄傲。 

http://lvyou.baidu.com/zhongebianjingguomen/?ext_from=note&xid=607b95c9e435a02bf07b9da4
http://lvyou.baidu.com/zhongebianjingguomen/?ext_from=note&xid=607b95c9e435a02bf07b9da4
http://lvyou.baidu.com/41haojiebei/?ext_from=note&xid=607b95c9e435a02bf07b9da4
http://lvyou.baidu.com/huochetouguangchang/?ext_from=note&xid=607b95c9e435a02bf07b9da4


满洲里的中苏友好之门，曾经见证了早年红色领袖们肩负重任的秘密往返和建国

后进口巨量战略物资的繁忙。

如今它不仅担负中俄两国飞速

增长的贸易重任，还要忍受讲

述满洲里历史浮雕前的冷清，

以及与神圣边境无法兼容的游客喧嚣和过

度商业化等令人难堪的庸俗。 

返回酒店稍事休息后，我们赶在夜幕降临前乘车去位于满洲里最高点的婚礼宫观

看演出。射灯照耀下的婚礼宫把浪漫月亮

贬为似可忽略的背景，仿照东正教教堂建

设的婚礼宫内，俄罗斯青年演员们身着鲜

艳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向未能跨出国门的我们展示俄罗斯传统婚礼的风情。 

满洲里可能是全中国在城市亮化方面最下功夫的城市。主要临街建筑毫无例外地

在夜间亮起射灯，营造出一种奢华的繁荣景象。我们居住的国际饭店就在市中心的步

行街区，晚上更是热闹非凡。满街的人流熙熙攘攘，从手机到单反的各种镜头都在拍



照；中老年人抛却矜持，和俄罗斯青年男女一样变花样摆 pose；所有店铺千篇一律地

销售套娃、望远镜等俄罗斯商品，甚至还有俄罗斯雪糕和香烟！满洲里之夜满含异国

情调的小夜曲轻吟浅唱，与灯光一同慢慢消失在漆黑的午夜。 

尾声-扎赉诺尔 

彷如天籁之音的无伴奏合唱，湮没在飞机的轰鸣声中…… 

7 月 24 日是我们在呼伦贝尔的最后一天，丰盛的自助早餐后全团告别郎导前往套

娃广场。这是满洲里的标志性旅游景区，一个高 30米的套娃占据中心位置，从不同角

度可以观

赏其外部

彩绘的俄

罗斯、蒙古

和汉族少

女形象。大套娃四周的八个功能套娃其实是纪念品商店，广场上还随机散布着 192 个

各式各样的小套娃。这些套娃的图案和造型变化多端，颇有观赏价值。我们在排列于

http://baike.baidu.com/view/45101.htm


喷泉两侧的 12生肖雕塑中与自己的属相合影，不知刘大哥是否注意到：三弟因为羽毛

球打得好，和猴子照个相都比咱俩好看多了！ 

下一个节目是游览扎赉（lai）诺尔。这个“赉”字由来和贝俩字组成，古时以贝

壳当作货币，因此寓意“来钱”。当地牧人所称扎赉诺尔又名达赉湖、呼伦湖，面积

2,315平方公里，与贝尔湖为姊妹湖，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中国第五大内湖。扎赉诺尔

盛产煤炭，加上当地曾出土猛犸象和拥有呼伦湖等旅游资源，确实是个来钱的地方！ 

据当地传说，呼伦贝尔是蒙古族姑娘呼伦与小伙子贝尔这对情侣反抗妖魔莽古斯

留下的自然遗产。贝特团的先生们像顽皮的孩子在湖边打水漂，女士们当然要在此留

下美丽影像！从男人们认真的

表情来看工作态度还可以，而

从刘夫人灿烂的表情来看健

康恢复得很不错！ 

当我们从湖畔返回包车

时接到电话，王玉萍又一次驱

车百多公里要来扎赉诺尔！这

位能力超强的管理者已经派



郭老师到湖畔接我们，并安排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扬帆酒店请我们品尝呼伦湖的鱼鲜！ 

扬帆酒店的鱼鲜菜肴有特色且滋味好。一盘盘煎炸烧煮的鱼鲜上桌，一杯杯啤酒

伴随着声声祝福下肚。刚刚荣获教授级高级职称的“闫翘臀”，兴奋地一再举杯祝酒；

尹工培养的资深会员大白鲨和

笑姐秉承为领导挡酒的优良传

统，轮番与王玉萍、郭老师、

闫翘臀等主人干杯；刘大哥夫妇的起飞时间早，在发

表总结性讲话和干杯后先行离席；诸葛在啤酒和疲劳

的双重作用下，打起幸福的呼噜；只可怜老李为了夫

人可能颁发的区区 100 元奖金，竟毫无节操地放弃了多饮几杯的男人权利；惟有总舵

主精力旺盛，在酒足饭饱之余，仍能头脑清醒地和分舵主等研究下一步的合作事宜。 

羽毛球飞得再高也要落

地，旅程再美妙总会结束。王

玉萍等人把我们送到满洲里

西郊国际机场，难舍难分的拥

抱、合影，正如北京与呼伦贝

尔两地球友完美的无伴奏合

唱，随着贝特爱心之旅代表团

成员的脚步进入机场，在延迟

数小时之后，汇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之中…… 



老哥后记：告别草原球友的热情后，不禁感叹世事变幻之妙！当年与刘大哥、尹

工怀揣南京工学院（现名东南大学）的红塑料皮儿毕业证，豪情万丈地进军电子行业

时，谁曾料到仅重 5 克的羽毛球竟能颠覆尹工稳定的公务员人生轨迹？让与之相识了

38年的同学们惊叹其连续 16年举办贝特杯羽毛球赛的壮举、见证他和球友们在呼伦贝

尔奏响的纯美、至善草原新曲！至于老哥我，却还在用攻防兼备型球拍力争多打勤练、

以实现菜鸟脱贫的初级目标。至于效果嘛，呵呵，只能下回见面时请亲们检验好吗？ 

演职员表 

 
领衔主演：尹寿宝 

 
领衔主演：王玉萍 

主要演员 

 
刘大哥 

 
刘夫人 

 
老李 

 
李夫人 

 
老哥 

 
诸葛 

 
不张扬 

 
大白鲨 

 
笑姐 

 
张健&多多 

 
刘局 

 
郎导 

2015年 8月 15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