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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拖拉机去踢球，牧民“世界杯”34 年了
（上接 1 版）

倒卖黑土存黑产链条

　　案件发生后，哈尔滨市公安局联
合五常市委、市政府立即开展侦办工
作。调查结果显示，沙河子镇福太村非
法开采现场有两个土坑，开采深度为
0.6 米至 1 米不等。
　　五常市副市长张振东介绍，经专
业机构检测，采挖物为泥炭，属于矿产
资源，以一立方米 20.85 元的市场价
格计算，涉案金额达 36 万元。
　　五常市公安局副局长闫子武说，
经查，此案系吉林省梨树县林海镇人
王剑为首的非法开采草炭土犯罪团
伙，以改造土地为名，企图在涉案农田
内挖掘草炭土后销售牟利。目前，公安
机关已将王剑等 4 名犯罪嫌疑人抓
捕到案。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生态修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东北林业大学水
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建设负责人
陈祥伟介绍，黑土是指拥有黑色或暗
黑色腐殖质表土层的土地，要形成 1
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数百年时间。东
北地区是我国主要黑土分布区，也是
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然而这一珍贵资源正遭遇人为破
坏。记者调查了解，盗卖黑土案件存在
于东北多个地方，有渐成产业之势，多
被 用 于 育 秧 苗、花 草 种 植、城 市 绿
化等。
　　记者在淘宝等电商平台发现，不
少商家售卖标记为“草炭土”“东北天
然有机黑土”的商品，发货地址包括东
北三省多个地市。名为“龙江黑土地”
的淘宝店正在售卖东北黑土，称“土质
疏松、营养丰富，富含有机质，来自寒
地不生虫”，店主声称这些黑土产地为
哈尔滨。
　　在爱采购网站上，一个名为“辽宁
川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商家正在
销售“东北泥炭土”“育苗基质”“草炭
土”等商品，其中标称为“东北优质泥
炭烟草育苗土”的商品，标价为每袋
5.8 元，起订量为 2500 袋。
　　黑龙江省一家绿化公司工作人员
透露，城市绿化对于黑土需求较大，利
用黑土种植绿化树、草成活率会提高。
记者了解到，盗卖黑土是暴利行业，挖
采成本低，个别不法分子会利用晚上
监管薄弱去湿地、农田等盗挖，一晚上
能挣十几万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记者发现
不少与“黑土”“草炭土”相关案件。如，
吉林省大安市人潘某某等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嫩江行洪区内盗窃黑土
4438.3 立方米，数额巨大，构成盗
窃罪。

加快立法严格监管

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受访人士认为，被盗卖的黑土产
业链暴露出黑土地保护工作思想认识
有差距、监管不到位、法律不健全等问
题，应以此为契机，多举措加大黑土地
保护力度，压实黑土地保护责任。
　　——— 加快完善黑土地保护法律法
规，做到依法管土。五常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王汝壮等业内人士说，目前国
家层面尚未出台黑土地保护法律法
规，《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作为地
方性法规，提到禁止在耕地中挖矿、取
土，但缺乏相应处罚细则，从职责、执
法等角度看，权威性、强制性、约束力
不够，影响黑土地保护工作。
　　目前，吉林省已出台黑土地保护
条例，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受访
人士建议，加快完善黑土地保护法律
法规，细化黑土地质量保护标准，严格
规范土地利用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做到依法管土、依法护土。据黑龙江省
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介绍，近年来有
多位人大代表提出为黑土地保护立
法，相关单位已有立法意向。
　　——— 增强黑土地保护意识，形成
保护合力。五常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宋延辉等人建议，各级政府要充分认
识到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性，本着合理
规划、保护优先、用养结合、突出重点、
综合施策、数量与质量并重原则，在多
个层级建立黑土地保护专门机构或协
同机制。
　　同时，可发挥政府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考核“指挥棒”作用，形成自然资
源、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局
面。目前，五常市政府正组织对被采挖
破坏耕地开展复耕工作。
　　——— 线上线下同步监管，严厉打
击黑土售卖行为。受访人士建议，加大
执法和监督力度，坚决制止黑土售卖，
创新技术手段，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
管，提高违法成本。
　　此外，应加大黑土地保护宣传教
育力度，引导、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黑土地保护工作，共同守护“耕地中的
大熊猫”。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 日电

  上图：草原上的“马拉多纳”嘎拉巴特尔
和妻子琪琪格。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左图：1995 年锡尼河杯，其乐木格的爸
爸斯仁扎布（后排右二）的球队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下图：锡尼河足球俱乐部球员斯仁（左
一）获 2020 内蒙古超级联赛总决赛最佳射
手。           新华社发

　　 1986 年，在世界足坛史上非常重要。这一
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横空出世，以一己之
力率阿根廷队夺冠，并留下了一幕幕令人津津乐
道的精彩瞬间。
　　 1986 年，对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的牧民们来说，同
样非常重要。一些年轻人照着世界杯的样子，在
这片草原上像模像样地组织了一场足球赛，并以
家乡锡尼河的名字冠名，这片草原从此有了属于
自己的“世界杯”。
　　足球的魅力，人人都能预料。只是当年组织
足球赛的年轻人们没想到，锡尼河杯足球赛一办
就停不下来，成为这片草原上每年一度的狂欢节，
方圆百里的牧民们会身着蒙古族盛装，从四面八
方赶过来观看比赛。

送牛送羊，送队员去踢球

　　 67 岁的扎那就是最初那场足球赛的组织者
之一。
　　“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了想法，说干就干，大家
各自负责点事儿，比赛就搞起来了，很热闹。”扎那
回忆说，1986 年只有两支球队参赛，这就是锡尼
河杯足球赛的雏形。
　　 1987 年，锡尼河杯足球赛步入正轨。此后，
参赛球队逐年增多，比赛也有了自己的奖杯、赛会
标志，后来还有了曾登上过内蒙古春晚舞台的主
题歌《年轻的锡尼河》。
　　“锡尼河杯的首个冠军奖杯是托人从外地买
的，但等决赛踢完，奖杯还没捎回来，只能拿花瓶
代替。”扎那回忆说。
　　扎那心细，从第一届比赛起，他就将参赛球员
的姓名、每场比赛的进球数、裁判员姓名、比赛“赞
助商”名称和金额，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一习惯也
从 1986 年开始保持至今，从未间断。
　　琪琪格就是通过锡尼河杯爱上足球，这位生
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胡硕嘎查的女牧民，曾
是嘎查球队的司机、拉拉队员、后勤部长。
　　时间来到 2006 年，锡尼河杯足球赛已经举办
了 20 个年头，当年只有 33 岁的琪琪格每逢比赛
日，都肩负着把嘎查球队队员送到比赛现场的
重任。
　　每个比赛日一早，琪琪格天不亮就得起床。
挤牛奶、放牛羊……她将一天的工作集中在清晨
完成，再开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接球员。牧民们居
住分散，每家都有上千亩草场，最近的“邻居”家也
相隔几公里。琪琪格的拖拉机车斗里除了球员
们，还拉着乡亲们给球队捐赠的羊肉。到了赛场，
她还要在附近找户牧民家，借炉灶给队员们做饭。
　　“每年的锡尼河杯就像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
一样，所有牧民都会赶过来看比赛，特别热闹。”从
年少看到半百，从一个人看到带着女儿一起
看……锡尼河杯足球赛记录了这位牧民妇女太多
快乐瞬间。

草原上的“马拉多纳”

　　琪琪格的丈夫嘎拉巴特尔同样热爱足球，他
还有个响亮的外号———“草原上的马拉多纳”。他
个头不高，球踢得好，踢过七届锡尼河杯并获得过
一次最佳射手。
　　自从 1986 年在亲戚家的电视上第一次观看
世界杯，足球就变成这位牧民汉子的信仰。在他
牧场上的临时家里，一面墙上摆着佛龛，另一面墙
上摆着锡尼河杯的奖杯。每当春节，别人家里挂
年画，他家就贴上马拉多纳的海报，一年一换。
　　“马拉多纳是最强的队员，他的智慧、能力、技
术，都非常全面，我最喜欢他。”嘎拉巴特尔喜欢马
拉多纳，逢人就聊马拉多纳，足球也不离身，后来
别人干脆就管他叫马拉多纳。
　　嘎拉巴特尔经常带着两个女儿在家门口踢
球，飞来飞去的足球把吃草的牛羊吓得到处乱跑。
有时琪琪格正在挤牛奶，挤奶桶里会突然飞进一
颗足球。因为踢球经常惊扰牛羊，嘎拉巴特尔被

父亲训斥，只能去储草棚里踢球。女儿们不在
家时，琪琪格就陪老公踢球，站在自制的球门
前，当守门员。
　　嘎拉巴特尔酷爱收集足球杂志、海报、球
衣，只要兜里有钱就想买。因为放牧需要，嘎拉
巴特尔几年前搬到草原上一处临时住所。别人
临时搬住处，只带生活必需品，他却搬来一个 2
米长、1 米宽、能占一面墙的木头箱子，里面装
满了与足球相关的藏品，犹如一个百宝箱。

有困难？总有办法！

　　 30 多年过去了，扎那不再年轻，很多参赛
的牧民也有了啤酒肚，不再上场踢球。但呼伦
贝尔草原还是绿草如茵，锡尼河杯足球赛还是
年年举行，牧民们还是携老扶幼赶到球场看比
赛……
　　尽管当地政府给了不少支持，但基层足球赛
依旧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不过草原上的牧民
们也用他们特有的智慧和热情解决着一个个“拦
路虎”，让这一草根球赛年复一年地活下去。
　　最早没有车，那就走着去比赛现场，草原上
的“马拉多纳”嘎拉巴特尔起初也是走着去参加
比赛的。海拉尔第一中学的体育老师乌日根在
20 世纪 90 年代骑 1 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比赛
现场帮忙当裁判。“那足球氛围，真好！真让人
羡慕！”61 岁的乌日根回忆起来，依旧啧啧称赞。
　　赛事从来没有固定经费，每年比赛都需要
大家各处“化缘”，1992 年举办的第六届锡尼河
杯足球赛，锡尼河西苏木文化站赞助了 100
元，主办单位锡尼河东苏木政府给了 500 元的
比赛经费。后来比赛开始收报名费，也能贴补
一些比赛经费。

球在囧途，痴心不改

　　每到锡尼河杯要开始时，场地的草都有近
一米高，家住附近的牧民会开着打草机把场地
修剪出来，年轻人再用石灰画出场地边线。
　　锡尼河杯足球赛的标志是三颗足球、上面
装饰着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传统帽子，这是当年
一名大学生帮忙设计的。之后的每届比赛，三
根木棍搭起的球门上贴着球赛的标志，再拉一
条横幅，这里就是处理比赛一切事务的主席台、
颁奖台、比分登记处。
　　球队的球门也换了好几波：最初是木头球
门，后来用捡来的铁管焊了一个球门，现如今的

球门又有了一定改进——— 可拆卸的钢管焊接球
门，方便挪到其他地方使用。
　　锡尼河足球俱乐部领队奈日乐说，几乎家
家户户都为锡尼河杯足球赛贡献过力量，有人
赞助一二百块钱，有人给球队捐一只羊，说孩子
们踢球，多吃点肉，也有力气跑得更快。
　　 2018 年，锡尼河足球俱乐部获得了参加
中冠联赛北一赛区的比赛资格，比赛地点在辽
宁省营口市，小伙子们高兴之余，又为经费犯了
愁。牧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你 100 元、
我 200 元地捐赠了路费。
　　“我们从海拉尔坐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
滨坐动车到营口，踢了近一周，可惜没出线。这
是我们第一次出去打比赛，也是我们参加过的
最大赛事，小伙子们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提高，也
见识到了别的球队是怎么踢的，收获非常大。”
奈日乐说。
　　但等到返程时，钱花得差不多了，没法“原
路返回”了。奈日乐和队员们只能先坐动车到
沈阳，再从沈阳坐慢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回
到海拉尔。后面两程都是站票，一路上坐马扎、
睡过道、蹭餐车，总算“狼狈地”回了家。
　　尽管过程如此艰难，奈日乐说，以后如果有
机会，还要出去踢比赛，出去见世面。
　　至于钱嘛，“没关系，到时候再想办法，总会
有办法的。”奈日乐笑着说。

踢球，踢球，一直踢球

　　锡尼河杯足球赛不仅仅是几个热爱足球的
人的事，更是属于这片草原上所有人的事。在
锡尼河地区，无论年龄大小，不管性别如何，都
或踢过、或看过锡尼河杯足球赛。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锡尼河杯足球赛
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对于年轻人来说，锡尼河杯
足球赛是他们的舞台；对于小孩子来说，锡尼河
杯足球赛是他们最初的足球启蒙。
　　目前在海拉尔第一中学读书的 18 岁女孩其
乐木格从小看着锡尼河杯足球赛长大，锡尼河杯
让她爱上足球，足球则让她拥有更大的梦想。
　　“将来我想上一所区外（内蒙古自治区以
外）的大学，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只要能
一直踢球就行。”其乐木格说。
　　其乐木格的爸爸斯仁扎布以前也踢过锡尼
河杯足球赛，还曾拿过冠军，每年去现场看锡尼
河杯成了他们家的习惯，“每年都去看，踢得特
别激烈。我特别喜欢那种气氛，慢慢就喜欢上

足球了，很多场上踢球的叔叔、哥哥我都认识。”
　　 2019 年的锡尼河杯足球赛设置了青少组
比赛，虽然没有专门的女足比赛，但因为场边有
几个女孩子想踢球，主办方也同意女孩上场，“我
每场都能进一两个球，最后我们队得了第三名。”
　　锡尼河学校的校长白小军也是看着锡尼河
杯足球赛长大的。“我没踢过锡尼河杯，因为我
水平不行，人家球队不要我。”白小军笑着说，

“但我叔叔踢过锡尼河杯，在我们这儿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人踢过，最早的比赛场地就是我们学
校的操场。”
　　锡尼河学校是锡尼河西苏木的一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因为学生少，每个年级仅有一个班，
但球队的成绩并不差。
　　“我们学校的足球氛围特别好，家长都踢
球，孩子们也从小就喜欢。周末，锡尼河足球协
会的老师们免费当教练，这也是他们组织青训
的地方。”白小军说。
　　成立于 2015 年的锡尼河足球俱乐部目前
有 13 名拥有中国足协 D 级教练员资格证的教
练，他们都是兼职义务进行足球推广与青训工
作，带着这里的孩子们踢足球。
　　谈起锡尼河杯，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故
事要讲，又都对这一坚持至今的比赛满怀深情。
　　“锡尼河杯能继续办，条件比现在好点，出
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让孩子们去踢球，去外地
踢球，去国家队。”嘎拉巴特尔用不太流利的汉
语说出他内心的“关键词”。
　　扎那说，尽管最初组织比赛时，并没有那么
宏伟、那么远的想法，但这些年来，不管刮风下
雨，从来都没有停过，一直坚持下来，足球赛让
年轻人们更热爱家乡，更团结互助。
　　“锡尼河杯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每届比赛
父母都领着孩子去，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要学那
个踢得最好的人，就像我们看马拉多纳、看梅西
很羡慕。孩子们看着球场上的人也羡慕，也有
长大以后要踢好球的想法。”扎那说。
　　每当草原开始泛绿，又到了奈日乐要为锡
尼河杯足球赛而奔波忙碌的时候了：组织各嘎
查的球队报名参赛，为比赛筹集资金……
　　“大家都喜欢足球，都盼着锡尼河杯的比
赛，不办都不行。再说以前的条件那么困难，都
坚持了下来，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办下
去。”只要谈起锡尼河杯，奈日乐的脸上总是挂
着笑容。
    （记者王春燕、王楚捷、勿日汗、刘磊）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 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 日电（记者王君宝）三
月已过，神州大地春意盎然。在“北方以北”的黑龙
江，中国冰雪运动却又掀起一波高潮，展示着那里
的冰雪底色。

如火如荼的冰雪四月

　　四月，在中国最北省黑龙江，多个全国冰雪项
目竞赛正火热进行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2021 赛季多个
全国冰雪项目竞赛推迟。为更好地备战北京冬奥
会，以赛代练、以赛验练、以赛促练，从 3 月 17 日
到 4 月 8 日，包括全国速滑锦标赛在内的 6 项全
国冰雪项目竞赛在黑龙江省拉开战幕。
　　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四月已结束雪季，这时候
举办雪上项目比赛，黑龙江是首选。
　　“为确保赛道上的雪质满足比赛条件，我们的
工作人员每天凌晨 4 点出门，5 点到达赛场布置
赛道，确保赛事在上午进行完。”全国高山滑雪锦
标赛竞赛工作部工作人员说。
　　黑龙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承办过多个雪上

项目国际比赛，尽管气温有所回暖，但亚布力雪
场的赛道依然满足国际雪联积分赛的要求。
　　来之不易的比赛为运动员提供了锻炼、展
示的机会。“第一个滑完后虽然等待其他运动员
滑行很煎熬，但是结果让人很高兴。”3 月 29
日，在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暨国际雪联积分赛
上，黑龙江的王基森获得在全国大赛上的首枚
个人赛金牌。

手握秒表的“北方以北”

　　多个全国冰雪项目赛事在此时落户黑龙
江，不仅仅因为气候。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冰雪运
动的省份，黑龙江省有着厚重的冰雪运动积淀。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要求省内有条件
的学校要浇冰场，开展冰上运动，有关部门还给
靠近山地的部分学校发放滑雪板，冰雪运动成
为当地冬季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一些大的企
业、机关也在职工中广泛开展滑冰运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仅齐齐哈尔就有几十
所小学建立了冰球队。”在齐齐哈尔市二马路小

学从事冰球教学工作 30 多年的崔义文说。
　　 20 世纪 50 年代，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先后
建立冰上运动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冰球队在
随后几十年里几乎垄断了全国比赛冠军，罗致焕、
杨扬、王濛、张虹等一批冬季项目运动员在世界舞
台上为中国争金夺银。中国目前为止获得的 13 枚
冬奥会金牌中，黑龙江省贡献了其中的 9 枚。
　　近年来黑龙江省在竞赛、群众体育、体育产
业等多方面不断展现着“冰雪底色”。第十四届
全国冬运会前期完成的 70 多项比赛，黑龙江
省获得 20 多枚金牌；全国 700 多座滑雪场中
100 多座位于黑龙江，独占鳌头；国家体育馆内
活跃着来自齐齐哈尔的制冰团队。

出金出银的冰天雪地

　　春天，黑龙江省群众冰雪活动依然充满活
力。3 月 28 日，哈尔滨春雪节暨第五届“亚布力
光猪节”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启幕，百余名滑雪
发烧友身着特色服装享受春雪的乐趣。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依托丰富的冰雪资

源，不断打造“金山银山”。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
会、全国冬运会等国内外赛事推动黑龙江省冰雪
体育产业的发展；以雪乡、亚布力等为代表的冰雪
旅游景区，则让近半年的漫长冬季变得缤纷多彩。
　　“单日游客量最高峰时能有近万人。”亚布力阳
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介绍，这几年亚布力周边农
村的农民经过系统培训后当上了滑雪教练，民宿、农
家乐等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冷山”变成了“金山”。
　　黑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哲介绍，黑龙江省
2016 年将每年的 12 月 20 日设立为“黑龙江
省全民冰雪活动日”，鼓励国有冰雪体育场馆等
有序向群众免费开放，并连续 5 年开展“赏冰
乐雪”系列活动，累计带动和影响全国 7000 余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在 2021 年黑龙江省体育工作会议上，陈
哲表示，要高质量完成冬运会、全运会和冬奥会

“三大备战任务”，要在精兵强项、育人夺标上再
创辉煌，为建设新时代冰雪体育大省努力奋斗。
　　春天虽已到，但“北方以北”依然有一群教
练员、运动员、冰雪产业从业者，不分四季，追寻
着冰雪梦想。

冰雪底色：春天里的“北方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