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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冰雪产业将迎来黄金二十年
以 2022 年冬奥会成功申办为契机，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冰雪必须跨出山海关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许基仁、白
林、汪涌）河北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场市场总
监赵琼这几年有很多“甜蜜的烦恼”：“我们
从 2013 年起开始举办面向 6 到 9 岁孩子参与的
滑雪冬令营…… 2015-2016 年已达到了 300 多
人报名参加。 2016-2017 年冬令营的价格上升
到八千多元，可报名人数却猛增到 2800 多人。

几乎比去年翻了十倍，也太猛了。我不断接到
亲朋好友的电话，要求通融一下接纳孩子进冬
令营。没办法，我只得天天躲着电话。我不敢
招太多的孩子，毕竟冬令营场地、住宿、教练
都是有限的，我要保证孩子学滑雪的质量和安
全！”

这正是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
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由冷转热的一个注脚。三
亿人参与冰雪，越来越多的人在行动！

政策驱动加速黄金期的到来

三亿人参与冰雪，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
承诺。借助申办、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会所拉
动的“冰雪热”，冰雪运动要趁势走出山海
关，真正把“北冰南展西扩”落到实处，从竞
技运动、全民健身、冰雪产业三个层面一起发
力，努力使冰雪运动能辐射到全国三亿人。这
三亿人不仅指运动员、教练员和冰雪爱好者，
还包括宽泛层面的冰雪赛事观众、志愿者以及
直接、间接为冰雪竞技、健身和产业提供服务
的从业者。

体育产业专家鲍明晓认为，民众消费能力
升级是冰雪人口大幅增长的内因。他认为，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5 0 0 0 美元时将带来运动
健身和户外体育市场的增长，超过 8 0 0 0 美
元时体育运动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之一。据统计， 2 0 1 6 年我国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已接近 5000 美元，到 2022 年预计
能达到 8 0 0 0 美元，这几年民众冰雪消费能
力将有一个快速增长。

依照《冰雪运动发展规划 ( 2 0 1 6 - 2 0 2 5
年)》，全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到 2020 年将达
到 6 0 0 0 亿元，到 2 0 2 5 年将达到 1 0 0 0 0 亿
元。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认
为，中国已迎来冰雪产业的黄金二十年。而
魔法滑雪学院院长张岩认为：这几年明显感
觉到借助申办冬奥会的红利，国内冰雪产业的
发展步伐快多了，我们可以用 5 年的时间走完
别人 50 年走过的道路。

中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可以说达到了上
下同心的理想状况。一方面社会大众逐渐青睐
冰雪运动，商家投入冰雪产业的热情和资金也
急剧升温。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积极着手顶
层设计，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冰雪健身、激活冰
雪产业的政策措施。

最近几年，国家和相关管理部门陆续发布
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
民健身计划(2016 — 2020 年)》《体育发展“十
三五”规划》《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 2025
年)》《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
年)》等系列文件，从政策层面、目标路径、产
业政策、保障措施、落实主体等方面予以明
确，为全国冰雪热再添一把火。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滑冰场馆 200 余
个，滑雪场地 500 余座；到 2022 年，全国滑冰
馆数量将不少于 650 座，滑雪场数量达到 800

座。 2016 年，中国参与滑雪的人数为 1133

万，较前一年增加了 173 万，涨幅为 18% 。

越来越多孩子选择在雪原里飞翔

冬天的崇礼云顶滑雪场，天高云淡，白雪皑
皑。记者在山顶上随机采访了几名雪友。北京雪
友赖刚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小儿子滑雪。他说，孩
子 5 天就基本学会滑雪了，滑雪既能让孩子享受

速度感，又能亲近大自然。
武晶晶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滑雪发烧友，因为

热爱滑雪，在崇礼购置了一间酒店式公寓，成为
每年冬季在崇礼生活的“候鸟族”。与赖刚相
似，武晶晶也带着自己的女儿滑。她们在崇礼的
生活非常规律，每天八点半到雪场开始滑雪，下
午四点返回住所。坚持冬季长期滑雪，除了出于
强身健体的考虑，武晶晶还十分看重对女儿胆识
与脑力的训练。

北京延庆太平庄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全日制
小学，也是北京 52 所市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之
一。在教委的财力支持下，学校花了 80 多万建
设了一座 1800 平方米的冰场，并用 15 万购置了
300 双冰鞋和护具等。因为浇冰需要低温，通常
在晚上 12 点至凌晨 5 点间进行，学校校长亲自
维护，从去年 12 月 2 日冰场开始运营到今年 2
月 15 日关闭，校长只在春节休息了 4 天。记者
去的时候已是冬末，冰面已开始化水，无法滑冰
了，但一大片冰场在校园里仍显得很醒目。

孩子们喜欢滑冰。这个小学里的 10 岁学生
王奥云之前学了两年轮滑，去年冬天开始学滑
冰，因为有轮滑基础很快就学会了。在 2017 延
庆迷你冬奥会上，王奥云获得女子甲组 400 米季
军。她的妈妈与她一起学滑冰，一起参加比赛，
获得了青年女子组 600 米第二。

赵琼说的冬令营共 6 天 5 晚，今年招了 700
多人。冬令营生活老师吕悦芳介绍，教滑雪时由
一名教练带 4 名学员，按水平高低分为初、中、
高级。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半小时滑雪。晚上的活
动也丰富多彩，有滑雪视频分析、滑冰、蹦
床、集体游戏等。

在云顶滑雪场，记者晚上看到孩子们正在来自
魔法滑雪学院的教练带领下玩集体游戏，玩得很
嗨！

记者与两个孩子聊了一会。来自北京海淀
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武天翊说：“这是我第一次
滑雪，我自己想学，爸妈也愿意。我很享受那
种从山顶上滑下来飞翔的感觉。我马上要小升
初，班里的同学都利用寒假补课，我也有压
力，但犹豫之后还是选择来冬令营。我觉得滑
雪也是一种学习！”北京中关村一小天秀分校
的王若言也面临小升初的压力。她说：“父母
滑雪，也让我滑。这次来冬令营之前还去补
课。我觉得滑雪和学习是可以兼顾的。”

这是记者此次调研看到的最让人欣喜的场景
之一。在学生们因为升学压力而远离运动场的大
背景下，却有越来越多像武天翊、王若言这样的
孩子选择了“在雪原里飞翔”，并明晓了“滑雪
也是一种学习”。这种认知和行动预示着中国体
育光明的未来！

冬奥会让崇礼、延庆脱胎换骨

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使得北京
延庆和河北张家口崇礼两个赛区成为引人注目的
冰雪胜地。

1996 年，崇礼的第一个雪场塞北雪场诞
生。 20 多年来，崇礼滑雪产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初步形成以冰雪运动为核心，上下游产业协

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尤其是申冬奥成功以来，崇
礼新增了两家雪场。太舞雪场去年夏天还在如火
如荼地施工，到去年 11 月就已开业，之后举办
了 2016-2017 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世界杯，是崇礼首次迎来的国际一流赛事。雪场
负责人陈刚说，在冬奥带动下，他们要对接国际
标准，从基础设施、管理团队到教学体系，都要
彰显“国际范”。云顶雪场去年在场地建设、购
置设施等投入 7000 多万元，而万龙雪场前年起
就已扭亏为盈。

崇礼目前共有六大雪场，有高、中、初级
雪道 133 条，雪场索道每小时总运力达到 4 万
多人次。如今，崇礼的滑雪场已成为华北地区
乃至全国知名的滑雪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上百
万人滑雪旅游。崇礼全区 12 . 6 万人口中，直
接和间接为雪场服务的达 3 万人。

值得肯定的是，崇礼在大力发展滑雪产
业、积极筹备冬奥会之际，仍十分注重保护生
态环境。崇礼申奥办副主任侯丽霞强调：“生
态是崇礼发展的生命线！”

郝世花是崇礼的一位名人。她曾在全国高
山滑雪赛事中 4 年摘得 9 枚金牌， 2012 年 7 月
在崇礼成立了郝世花滑雪培训中心，这是我国最
早的私人职业滑雪培训机构之一，自主研发了以
九级滑雪教学体系为核心的专业滑雪教程。

崇礼雪场周边存在大量“农家乐”，为滑
雪者提供可口的饭菜和舒适的住宿，让滑雪者
在疲惫一天后倍感惬意。在万龙雪场附近的黄
土嘴村， 49 岁的刘春枝开办的“农家乐”用
热情周到的招待，让“客户们”心生暖意。今
年起，刘春枝所在的村镇将打造冰雪小镇，倒
逼她的生意转型升级，她的儿子也成为万龙雪
场的一名滑雪教练。

77 岁的崇礼人党英坐在屋内，望向窗外，
感慨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所在的马丈子村正
大力发展蔬菜产业，致力打造奥运蔬菜基地。去
年他 1 . 5 亩地的圆白菜收入 5000 元。他的心愿
就是 5 年后能在家门口看冬奥会。

而祖辈以务农为生的谢霆如今成了万龙雪
场的“明星教练”，月收入过万。他的目标是
考取滑雪裁判的相关资格证，能在五年后的冬
奥赛场上成为一名裁判。

北京延庆小海坨西大庄科村 50 岁的徐建仓
也是一个农家院主，他所在的小海坨山将成为北
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等项目的举办地。在北京申办
冬奥会选址时，熟悉附近地形地貌的他还为前来
考察的外国专家担当向导和开路工。申冬奥成功
那天，他喝多了，期盼着冬奥会给他们村带来发
展。而申办冬奥会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农家乐”生意红火，他的
年收入近 30 万元。他设想着未来生活，虽然还
想继续开“农家乐”，但在雪场建成之后肯定要
往滑雪产业方面发展。

朴素的百姓，在冰雪运动中感受着变化，
期许着未来，共享奥运红利，擘画出一幅“三
亿人参与冰雪”的生动图景。

与崇礼具备初步滑雪设施和条件有所不
同，延庆赛场的建设几乎是白手起家，因此难
度也大得多。记者实地察看了小海坨赛场，只
见青山葱郁，一派自然风光，连半点赛场的影
子都看不到，只能一边听着介绍一边在脑海里
勾画哪里是赛道，哪里是新闻中心。冬奥组委
延庆运行中心副主任张素枝介绍说，小海坨山
海拔 2190 米，是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
要设计起跳、赛道、弯道等，建设难度很大。
按计划 2 0 1 7 年开工， 2 0 1 9 年就要建成，
2020 年举行测试赛，而施工时间每年只有 4

月到 10 月。她说，困难还在于不仅仅是雪
场建设，还要兼顾生态保护。为此，延庆方
面联合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对小海坨场馆区
方圆 16 平方公里的森林进行考察，几十次
上山披荆斩棘，从无路处走出一条条路，对
有价值的树木进行贴标转移，以保护珍贵林
木。

冰雪跨出山海关

中国冰雪运动长期以来囿于山海关之
内！说起玩冰雪，似乎只有东三省，尤其是
吉林和黑龙江，此外再加一个新疆。要实现
“三亿人参与冰雪”，必须跨出山海关！

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滑联理事杨扬是
黑龙江人，但她退役后却选择在南方的上海
开设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她说：“从发达国
家看，南方地区完全具备开展冰雪运动的条
件，如美国的洛杉矶，(花样滑冰名将)关颖
珊就是从洛杉矶出来的，那里有全世界最好
的训练中心之一，包括冰球、花滑等等，所
以地域问题对于冰上项目已经不是问题。而
且，中国的南方地区因为没有原有的体制限
制，所以在体制上突破反而更容易一些。”
她还说，在冬奥会的带动下，他们的冰上中
心比较稳定，有冰球 300 多人，花样滑冰
200 多人，短道速滑 100 多人，基础滑行还有
好几百人。他们还与周边学校开展合作，整个
冰场处于饱和状态。

位于杭州近郊的临安市大明山景区万松
岭雪场，这个冬季热闹非凡。即便营业接近
尾声，前来滑雪的人仍旧络绎不绝。来自上
海的游客徐伟琴说：“以前只知道滑雪要去
东北，长白山那里，最近才知道原来离上海
很近的大明山就有室外滑雪场了。”

今年春节已建成 3 个高山滑雪场、每日
可接待 2 万人次的“中国凉都”贵州省六盘水
市发出了“滑雪何必去北国 雪上飞舞到凉
都”的豪言。根据人口占比和自然条件，贵州
计划到 2025 年带动 400 万人参加冰雪运动。

而在湖南，株洲、常德、郴州等地正在
建设一批室内外冰雪运动场馆，部分场馆已
经投入使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
长易剑东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限制冬
季运动普及的壁垒正在逐渐减少，人造旱
雪、可拆卸场地等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地区便
于发展冰雪运动。

在 2022 年冬奥会的主赛区北京，冰雪
运动也成为炙手可热的运动项目。刚刚过去
的冬季，在陶然亭、北海、颐和园、龙潭湖
等北京各大公园内，卡通冰车、冰上自行
车、雪地坦克、雪地摩托、雪地挖掘机等游
玩项目受到热捧。第八届鸟巢欢乐冰雪季设
置了高台滑雪、越野滑雪、冰壶、滑冰、冰
上碰碰车等 30 多个游玩项目，既有乐趣又
有挑战。此外，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正在
建设露天滑冰场和“旱雪”滑雪场，建成后
将能满足人们一年四季“上冰雪”的需求。

在网络上，有关速度滑冰的知识和内容
非常少，这让 2014 年索契冬奥会女子速滑
1000 米冠军张虹意识到向大众普及冰雪项
目迫在眉睫。于是，她专门撰写了《跟奥运
冠军学速滑(漫画版)》。

我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一直致
力于普及冰雪运动，并于去年起开始着手推
进冰雪进校园计划。如今，陈露的“校园冰

雪计划”已经启动，向首期受训的北京朝阳
区 25 所中小学近 60 名体育老师分批讲授花
样滑冰的专项和实践课。陈露北京国际滑冰
俱乐部也于不久前正式开张，未来计划修建
3 到 5 个冰场。

冰雪运动如满天雪花洒落在中国的各个角
落。

在兰州市的甘肃省体工二大队全民健身
中心滑冰馆里， 91 岁高龄的林国泰滑翔在
冰面上……

黑龙江亚布力投入巨资，翻新设施。今
年春节假期，黑龙江省接待以冰雪旅游为主
的游客突破千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0 多
亿元，两项同比增长均超 12% ……

青海的岗什卡雪峰海拔 5254 . 5 米，有
“盛夏滑雪登山乐园”的美誉，是一块夏天
都能“任性”滑雪的乐园……

陕西的西安、汉中、铜川、渭南等地相
继建成大型专业滑雪场地，全省山地滑雪场从
2014 年的 7家增至目前的 25家，冬季运动日
益成为三秦百姓喜闻乐见的健身方式……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去年 12 月在全国组织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
季”，旨在动员、鼓励残疾人士参与、体验冰
雪运动，推动冬季残奥运动在我国的普及……

除了张家口，河北的石家庄、保定、邢
台、邯郸等地的小型滑雪场和包含滑雪项目的
景区几乎完成了在河北省太行山沿线的全面
“布局”……

在各地争奇斗艳开展的冰雪活动中，亮点
之一是把冰雪运动、冰雪健身与旅游和文化紧
密勾连，有效增强了内容的多元性和冰雪的
吸引力。

——— 冰雪与旅游相结合。去年以来，我
国多地冰雪运动和旅游业深度融合，降低冰雪
运动的刺激性和专业性，注重参与性和娱乐
性，打造门槛较低的游乐项目，冰雪旅游成为
“三亿人参与冰雪”的一大抓手。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大好河山·激情张家口、鸟巢欢乐冰
雪季、吉林雾凇冰雪节等一系列国内冰雪旅游
品牌已经名声渐起。

马拉着爬犁在雪原上奔腾，脚踩着毛皮
滑雪板在雪道上竞技……新疆阿勒泰冬季长
达 5 个月，拥有喀纳斯旅游集散中心、千里
岩画长廊、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等冰雪旅游
品牌和产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
光参与。

去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
签署了《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合作
协议》。 2016-2017 年冰雪季，来自各地的
游客在北京延庆、密云和河北承德、张家口
等地驰骋于冰雪之间。这一区域是京冀共建
的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已联合推出一批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冬季体育旅游产品。

——— 冰雪与电视文化相融合。冰雪不再
单纯以比赛的形式登上银幕，不论是真人秀
《跨界冰雪王》，还是春晚节目《冰雪彩
虹》，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
冰雪运动。冰雪运动不仅动感，更可以充满
“文艺范”。

——— 冰雪与杂技文化相融合。演员脚踩
半米多高的“高跷冰刀”在冰上起舞、飞
奔……黑龙江省杂技团打造的冰上杂技旅游
演出《四季畅爽·龙江冰秀》，融合了赫哲
文化、戏曲元素等，并充分利用冰雪艺术元
素，配合声光电的完美运用，勾勒出冰雪世
界的神奇玄幻。

——— 冰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查
干湖冬捕清晰完整地传承了先人的捕鱼文
化。如今，古老神秘的查干湖文化为当地发
展冰雪旅游注入强劲动力。当地以“冬捕
+”为核心，组织了冰雪马拉松、雪地汽车
越野赛、冰雪摄影大赛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吸引大众广泛参与。

——— 冰雪与佳节文化相融合。今年元宵
节，在哈尔滨，龙舟搬到冰上滑、游人来回冰
上滚、雪地里面煮元宵等新奇的冰雪活动让天
寒地冻的“冰城”热闹非凡。

——— 冰雪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内蒙古
自治区连续多年举办冰雪那达慕。在白雪皑
皑、银装素裹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当地蒙古族
群众身着民族盛装，进行赛马、套马、蒙古马
选美等蒙古族传统体育活动。

——— 冰雪与游戏文化相融合。在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内，一座座冰雪雕塑还原了经典游戏
《魔兽争霸 3 ——— 冰封王座》。

——— 冰雪与城市文化相融合。崇礼的主干
道上，每一盏灯都是一朵美丽的雪花造型，雪
花旁是一条弧形的雪道，把几盏漂亮的雪花灯
连在一起。崇礼还设计制作了融入冰雪文化的
城市形象标志，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景
观建设、基础建设中。

易剑东表示，冰雪旅游已成为我国普及大
众滑雪的主要渠道，各地体育和旅游部门应跨
界通力协作，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策略，推
出更具趣味性、观赏性、参与性、体验性的冰
雪旅游产品，促进“冰雪运动+旅游”向多元
化和深层次发展。他认为，文化既是冰雪运动
和产业发展的媒介和桥梁，又是创新扩张的内
生动力和持久魅力。冰雪与文化相融合，有助
于提升冰雪产业品位、档次和质量，助力实现
“三亿人参与冰雪”。

(参与记者姬烨、卢羽晨、林德韧、张晓
龙、王君宝、罗羽)

北 京 携 手 张 家 口 成 功 申 办

2022 年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

迎来了由冷转热的黄金期。目前，

冰雪旅游已成为我国普及大众滑

雪的主要渠道，各地体育和旅游部

门应跨界通力协作，根据市场需

求及时调整策略，推出更具趣味

性 、观赏性 、参与性 、体验性的冰

雪旅游产品，促进“冰雪运动+旅

游”向多元化和深层次发展。有关

专家认为，文化既是冰雪运动和

产业发展的媒介和桥梁，又是创新

扩张的内生动力和持久魅力。冰雪

与文化相融合，有助于提升冰雪产

业品位、档次和质量，助力实现“三

亿人参与冰雪”。

▲ 2016 年 12 月 10 日，滑雪爱好者在赛道旁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当日，2016-2017“喜玛尔图杯”中国高山滑雪巡回赛第一
站(万龙站)比赛在张家口崇礼万龙滑雪场落幕。 新华社记者贺长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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