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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种下冰雪运动的种子
专访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林德韧、许基
仁、卢羽晨）在上海的浦东区坐落着一座常年冻
冰的专业冰场，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滑联理
事、中国冬奥会首金得主、短道速滑名将杨扬创
办的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已经在此运营了将
近 4 年。在全年的任何时候，都有各类人群来到
冰场进行活动。在这片南方的土地上，冰雪运动
文化的种子已慢慢发芽。

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的出现对于南方地区冰
雪运动的开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近日，杨扬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对于“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的蓝图，她有着自己的
实践和感悟。

杨扬说，自己很幸运，退役后能有机会进入
国际体育组织，转型算比较顺利，虽然一直都很
忙，但再忙，还是难以割舍对冰上运动的情结，
而当初选择在南方城市上海开办滑冰学校，看
中的是上海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和能力。恰逢
浦东区正好规划了一个冰场，于是飞扬滑冰俱
乐部就做起来了。

“刚开始我们在学校推广时，还是很困难。他
们会觉得冰上项目带着‘刀’呢，很危险，所以在前
期推介时我们必须打消这些顾虑。”杨扬说。

为此飞扬俱乐部第一年召集了周边 19 所学
校的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冰上运动的推介宣传。一
开始只有一所学校接受俱乐部提供的课程，后来
其他学校看着这些孩子课程上得十分顺利，效果
很好，就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到受训阵营中。现在，
俱乐部已经有了两支学校的短道速滑队伍，在各
类比赛中还屡屡拿到不错的成绩。

给孩子们上滑冰课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
的挑战还真不少。比如一堂课来了 100 多个孩
子，如何能在 15 分钟内给上百个孩子把冰鞋穿
好是个挑战。看到很多孩子都不会系鞋带，虽然

可以多请几个人来协助，但杨扬认为这是培养
孩子们的自理能力问题。她说，我们除了教会滑
冰，还要多方面提升孩子的能力，这才是完整的
体育课，所以前三堂课特别安排了教孩子们系

鞋带的内容。另外，如何让不会滑冰的孩子安全
上完课并对课程产生兴趣，当孩子们因为生病
等各种原因无法上课的时候如何保证课程的有
序推进等等，都是非常实际的困难。通过摸索，

飞扬冰场也将这些困难一一化解。
对于在南方地区开展冰雪运动的感悟，杨

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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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扬表示，他们场地的布局、俱乐部的建
立等一系列动作，在北京决定申办冬奥会、体
育产业 46 号文件出台等大事件之前就已经
开始了。随着近年来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的
蓬勃发展，飞扬俱乐部已经拥有了非常稳定
的学员群体，再加上与周边学校合作开设的
课程，以及承担政府的一些办赛任务，整个冰
场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

如何将冬季运动项目与全民健身相结合，
是杨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她表示，全民健身，
关键还是在参与。她说：“实际上体育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让大家动起来，其他都是虚的。只要
动起来，这个任务就完成 80% 了。冰上项目，我
觉得不要太复杂，关键是在冰上动起来。”

作为曾经的运动员，现在的冰雪运动产业
从业者，杨扬对于目前在华夏大地兴起的“冰雪
热”十分感慨。她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满
足当前大众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最基本的就
是给这些热情提供适当的场所，就是滑冰的地
方，一年四季都可以滑冰。”

针对目前冰雪运动发展存在的问题，杨
扬总结道：“首先，在大城市，体育用地非常
少。虽然国家出台了绿地、旅游用地来做体育
场所的政策，但具体实施会遇到问题，如盖冰
场需要建设指标，但绿地、旅游用地等的配套
建设指标都远远不能符合冰场所需的面积
等。其次，冰上运动由于场馆运营成本极高，
在收费上也属于高消费的体育休闲项目，尤
其是青少年的培训。就冰球来说，从装备到日
常培训，每年的费用得 15 万上下，这对普通
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当初申办北京冬奥
会所提出的三亿人参与冰雪，目的就是为了
普及，但高价格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如何让
更多人滑得起冰，有机会滑冰，也是政府相关
部门在政策上需要考虑支持的，比如场馆运
营中的税收补贴、电费补贴等，得到支持的企
业也可以提出一些优惠价格，让利给大众，使
得三亿人参与冰雪落到实处。第三，三亿人参
与冰雪还包括观看、参与赛事，但是有些赛事
因为考虑到安保等问题并没有充分调动观众
的热情。安全当然要保障，但也要为观赛人群
提供便捷条件。第四，在教学培训方面，从过
去到现在，包括像我们这种社会化的冰场、俱
乐部，也没有教学方面的技术规范，很多设
施、服务的标准处于缺失状态。”

(参与记者：姬烨、汪涌、白林)

“做雪地里‘蹚坑’的头狼”
瞄准滑雪产业短板的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卢羽晨、许基
仁、姬烨)在北京奥体中心西南侧，有一小片由口
字形厂房改建的奥体中心物业管理中心。当记者
去采访时，连门口保安都说，这里并没有什么教滑
雪的“魔法学院”。

如果仅站在大门口，完全无法寻找到关于“魔
法学院”的一丁点痕迹。

然而，就像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里主人公钻进
火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一样，张岩带着记者，钻
进了对着大门的那座像复古火车站一样的高高顶
棚。一拐弯，顶棚下就出现了一间办公室。房间内除
了几套办公桌椅设备，满屋子堆着各种运动器材，
空无一人。这里就是魔法滑雪学院的办公室。

“我的人都撒出去了。”为了接受记者的采访，
张岩本人也是匆匆从崇礼驱车赶回来的。

要做雪地里“蹚坑”的头狼

魔法滑雪学院，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主赛场
之一崇礼云顶滑雪场的滑雪学校唯一合作伙伴，在
教练培训、散客教学和冬令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2014年魔法滑雪学院引进美国 PSIA-AASI滑
雪教学体系，成为国内唯一一家美国滑雪教练协会
官方认证的学校。2016年营业收入达 1000万。

张岩是魔法滑雪学院的创始人兼 CEO。如果
用一种动物来比喻他的魔法学院，他认为，自己希
望能成为在月色雪地里奔跑的头狼，冲在最前面、
最强壮的那匹狼！

“其实，我们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在帮后来人
‘蹚坑’。”张岩说，他最怕的不是员工犯错，而是怕
他们连想、连尝试的念头都没有了。

每次转身都奔着潮头去

最早，张岩在大学念的是计算机专业。那时的
广告公司正在逐步从手绘向电脑制图转型，他就
经常去广告公司搞培训。1999 年，他索性自己开
了一家广告公司。

聊起与冰雪的缘分，张岩说他从 2003 年在国
内开始学滑雪，两三个冬天下来，并没有太大进
步。2006 年他跟朋友去欧洲滑雪，参加了滑雪班，

仅仅 3 天，他的技术“比 3 年进步都快”。

“受过正规培训，真的就跟魔法一样。”这个感
悟促使他认识到了滑雪培训的重要性，也由此诞
生了滑雪学院的名字。

2008 年，张岩的广告公司发展到了瓶颈期，
他开始考虑转型。那时，他经常去当时还是贫困县
的崇礼滑雪。整个县城里只有一家招待所能洗澡，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住宿酒店。于是他就萌生了开
一间滑雪宾馆的想法。

为此，张岩花了一整个冬天，每天都耗在崇礼
各个雪场的停车场，挨个数外地车牌，做市场调
研。到了 2009 年，他开了县城里第一家三星级宾
馆。数车牌的习惯，他保留了下来，让酒店员工坚
持至今。“做我们这行，市场调研最重要了。”

“那时候也没想到有冬奥会，只是觉得未来

15 到 20 年崇礼应该能变成欧洲那种滑雪小镇。

结果赶上了冬奥会，真的是天上砸馅饼！估计变成
欧洲滑雪小镇可能也就只用 5 年了。”

随后，他帮助朋友的公司成功竞标北大壶滑
雪场，于是再次转型从事雪场经营管理工作。“那
时候发现，这些国内大型滑雪场经营亏损多，主要
是因为会滑雪的客人少，大多数的客人还是来一
次性体验的，摔两下，下次就不来了。”

“现在国内很多雪场是国外公司设计的，缆车
是进口的，造雪机是进口的，压雪车是进口的，穿
的雪具装备很多也是进口的……但就是教学，说
不好听点，就是土鳖的。跟国际水平差得挺远。”

国内初练者没有请教练的意识，大多数人认
为请教练“太贵”：一是因为买雪票也就一两百块
钱，但是单请教练一小时就 200 多块钱；二是因为
即使请了教练，滑雪教练整体教学水平也不理想。

“不是滑得好就是好教练了，最主要的是要有
教学体系。教练要去讲解、去示范、去沟通、去纠
正。”于是，张岩又一次转身，将目光投向了“整个
滑雪产业里的短板”——— 滑雪培训。

滑雪培训，教练是关键

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培训体系，他走遍
了美国、法国、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几经周
折将专业的滑雪教练邀请到中国来，通过他自己
的酒店提供免费配套服务的方式，进行小规模的
教学实践。

经过 3 年的考察和审慎比较，张岩认为欧洲
人有锻炼基础，身体条件更好，因此教学上更偏专
业，不适合中国市场。因此他决定引进美国滑雪教
学体系。“引进来之后，就要考虑本土化。因为中国
有好多情况是国外没有的。”

教学最关键的是教练。张岩认为，好教练要有
观察、表达、教学组织和判断等综合能力。

在魔法学院成立第一年，张岩发现好教练实
在难找。已有的教练里，高中毕业学历的都比较
少，而且“因为水平不够，所以只能一对一，不能一
对多”，无法实现更经济的班时课教学。于是，魔法
学院开始招收教育类或体育类的大学毕业生，另
外与阳朔、深圳等南方户外机构联手培养，并且与
冠军基金合作，聘请冷门项目退役运动员来任职。

目前，魔法学院已引进了成人单板滑雪、成人
双板滑雪及儿童滑雪等多个教学体系。未来，还计
划培养更高级别的教练，参与制定中国的滑雪教
学体系。

“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受申办冬奥会成功等因
素的促进，中国滑雪产业发展要快很多了，相信中
国未来 5 到 10 年能走过别人 50 年走过的路。”

安全服务保障是一门学问

有了教练和教学体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因为要做好适合中国市场的服务保障完全要摸着
石头过河。

“如果一上来人家就觉得滑雪又贵又危险，那
谁也不愿意来；如果我告诉你这好玩、安全，又价
格便宜，那你玩上瘾之后长期消费就好了。干吗一
次性把人宰死？”张岩说。

最关键的是保障安全。北京申冬奥成功带动
了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然而也激增了不少
安全隐患甚至悲剧。

“出现任何一个事故，影响都是整个行业，而

不是某一家雪场。”在张岩看来，雪场安装防护
网、摄像头等等，都属于备用方案。更重要的是
主动防护，首先把进来的人教会滑雪，别因为不
会滑雪而受伤，这是最重要的。就像学开车一
样，要先学会交通规则和基本技术，达不到要求
不允许上路。

“现在每年滑雪都有很多受伤的，但是我们
这三年来没有一起受伤的或者保险理赔的。每
年都要花十几万买保险，到现在没有理赔过一
次。作为高危运动行业，这不是容易的。”

“魔法”就是管理。
“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在事先避免掉，

而不是等出事了再去跟保险公司理赔，那就晚
了。没有任何一个学员受伤是能拿钱来弥补的，
这个形成的损失会很大，不仅仅是钱的损失。”

为了杜绝某些职业素养不高的教练糊弄客
人，魔法学院要求教练根据每个客人的教学手
册上的级别，告诉客人教学内容，并对每个环节
打分，最后写总结，告知客人是否需要辅助练
习。教练写完拍照传给队长，队长给校长，校长
通过了才能转给人事部门结算酬金。“如果连续
一周不改进，教练就会被劝退。”

如果有教练教得好，学院就会奖励更好的
雪板或者升级培训机会，甚至奖金。“客人就是监
督”。

“培训行业是整个滑雪产业里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因为教练是跟客人打交道时间最长的。教练的
文化素质如果让客人满意，客人会觉得滑雪好。”

张岩仔细研究了美国滑雪产业，发现美国雪
场也经历过泡沫重组的阵痛期。后来各大雪场把
滑雪培训收回自营，请教练加雪票的 3天组合套
餐比单买 3天雪票还便宜。初学者通过 3天课学
上瘾了，雪场后续就能持续赚钱了。于是，魔法学
院也照此推出了各类班时课、体验课。

魔法学院管理团队很精干，目前只有市场、会
员服务、行政运营少数几个部门，十来个人负责做
教学部门的配套服务，例如每年做教材研发、翻
译、制度改良、技术储备等，而教练团队则有 200
人左右。“现在公司团队里，基本把销售团队去
掉了。其实只要教学质量够好，口碑好，就不愁
客源。现在我们更多精力是把活动和客服做好。”

只要孩子玩，家长自然就动了

在“三亿人参与冰雪”的号召下，张岩明显
感受到如今学校对他们已经不排斥了。

“以前，教学生滑雪，很多学校都认为太危
险，我们给钱租学校礼堂想上一节滑雪推介课
都不行。现在都是学校请我们去，学校花钱上滑
雪课。”

“只要青少年推动了，成年人这块业务发展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张岩说，在魔法学院每年
的成人训练营里，有一半是儿童营的家长，“只
要把孩子教会了，父母肯定要来学”。

不过，从 2015 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后，魔法
学院在北京周边雪场做冰雪进校园活动时，遇
到了一个棘手问题：郊区中小学去雪场还比较
方便，但是市内中小学要是去郊区还是比较耗
费时间，再加上 12 月接近期末，文化课程比较
紧，市内中小学普遍难以安排相关活动。

于是从 2016 年开始，在体育和教育部门支
持下，魔法学院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利用冬季
露天场馆闲置期，用钢架建了一条 120 米长的

初级雪道，跟普通雪场一样造雪、装上魔毯、搭建
400 平方米的雪具大厅等等，为期 3 个月，覆盖周
边 5 公里的 20 所学校。“这个不当成赚钱项目，教
委给的钱只能够成本。主要是普及，让更多孩子
来参加培训班或者冬令营。”

今后，张岩希望把这个模式推广开来，在北
京市内各区体育场、公园、空地等场所做滑雪培
训，“只要有 100 多米的长度，都能搭建雪道”，这
样就能解决很多学校上冰雪遇到的场地难题了。

当然，儿童、青少年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跟成
人也完全不同。在美国教学体系里，每个年龄段
的孩子需要根据身体和心理发育特性制定不同
的教学方法。

张岩告诉记者，比如 3-7 岁的孩子由于膝盖
周边骨骼和肌肉发育比较弱，不能在中高级雪道
练习超过半个小时，一天累计在中高级雪道上不
能超过 1 小时。“因为陡峭的雪道对身体冲击力更
大，时间过长，容易影响骨骼发育。以前国内教学
还没有这个概念。”

同时，由于小孩子很难理解抽象概念，所以
很多要靠游戏和模仿教学形成肌肉记忆，比如拿
着冲锋枪，在雪道上设计道具等等。

经过 3 年发展，魔法学院有些“资深”小学员，
水平基本不比大人差，甚至已经能去国外上更复
杂、更高级的雪道了。

教练多元角色玩转冬夏

随着客户水平提升，需求也随之升高。比如
想买更好的装备，想去更高级的场地，想多玩些
户外项目……

因此“魔法滑雪学院”也转型成了更综合的
“魔法学院”，定位成户外运动培训机构，下设魔法
滑雪学院、魔法航海学院、魔法户外学院等。

“我们第一年培训后，也有教练夏天回去打零
工，去餐厅当服务员、工地搬砖等等干什么都有。
等他们第二年冬天回来，状态跟原来完全不一
样。”因此，在 2015 年，魔法学院在东戴河建了帆
船基地，将一部分滑雪教练培训为帆船教练，另
一部分留在北京军都山当户外教练。张岩说，这
些教练本身是年轻人，自己也有学的动力。每年
公司都会在内部组织报名，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再
进行调配。这样就有效解决了滑雪教练在非雪季
无事可干的难题，使其四季都能当教练。

在他的蓝图里，通过冰雪，也可以帮助很多
冷门项目更快大众化。未来不光是教学，每个运
动都有衍生的吃住、旅游、装备、地产等等产业可
以拓展合作。他举例说：“云顶滑雪场今年开发房
地产，光给我们学员就卖了 60 多个号，卖了 100
多套房子。”

“如果滑雪培训做好了，即使北京冬奥会过去
了，中国滑雪产业也不会走下坡路。因为滑雪真
的是上瘾的。大多数人只要学会了，每年都会滑，
还会带动亲戚朋友一起滑。”张岩认为，如果整个
教练群体的水平提高了，滑雪人群的整体转化率
会快很多，“现在才不到 1% ，太少了”。

“这个行业空间太大了，中国太大了。”
这也是张岩积极参与制定中国滑雪教学规

范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家企业能够参与制定行业
标准，肯定以后站住脚是没问题了，有利于占据
未来行业的领军位置。”

他想做的，就是“头狼”。
(参与记者：汪涌、白林、林德韧)

(上接 14 版)第四，要提升自主品牌知名
度。许多冰雪装备，比如雪板，在国外历经数
十年发展，市场已相对固化，国内滑雪“发烧
友”在选择装备时也不敢贸然选择国内知名
度还不高的雪板。石勇认为要加快塑造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冰雪装备自主品牌，提高产品
附加值，摆脱目前多数国内品牌为国外品牌
贴牌生产维持发展的被动局面。

修炼内功：避免“瘸腿现象”

在“硬件”快步向前的同时，还需在冰雪
场地运营、冰雪人才培养、冰雪赛事打造、冰
雪文化宣传等方面修炼内功，尤其在筹备
2022 年冬奥会的大背景下，应避免硬件上
得快，软件迟迟跟不上的“瘸腿现象”。

首先，在冰雪场地设施快速增加的同
时，场地运营和服务配套还需提升。林显鹏认
为，相比起国外的雪场能够从上到下穿越森
林欣赏美景，国内的高级道更多则是“两分钟
就滑到底了”。相比起瑞士和奥地利的一些成
熟和庞大的雪场，我们的雪道设计、餐厅设
计、酒店设计还大有文章可做。

目前我国雪场 75% 是仅有 1-2 条雪道、
以一次性娱乐为核心的体验型，22%是位于城
郊、以专业场地和俱乐部为特征的学习型，只
有 3%是以休闲和旅游地产为核心的度假型。

林显鹏说，滑雪并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
一种生活方式，是全家可以选择的度假方式。
所以如果用这种理念来设计和经营雪场，那么
它的服务性质便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滑雪、住
宿、餐饮、温泉、娱乐是一系列相关联的设施。

其次，要大力培养冰雪产业人才。在距离
2022 年冬奥会还剩不到 5 年之际，冬季项目
赛事管理人才、冰雪场地管理人才、冰雪运动
教练员等都非常匮乏。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可从五个
结合来培养人才。一是强弱校的结合，弱校主
动向强校学习，利用他们优质的人力资源弥补
短板。二是国际国内的结合，“请进来、走出去”。
三是短期和长期的结合，培养一届学生要四
年，如果急需的话可通过短期培训班满足短期
的需求。四是体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结合，冰
雪产业的发展，仅靠体育院校无法满足需求，
外语人才、产业人才、营销人才、设备制造管理
人才，都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五是学校和企
业的结合，除了有理论，更需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高水平冰雪赛事对于推广和普及
冰雪运动也至关重要。北京在今年举办了女
子冰壶世锦赛，北美冰球职业联盟(NHL)将
于今年 9 月首次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中国赛，
这些顶级冰雪赛事有助于培育冰雪运动粉
丝，积累办赛经验等。

第四，冰雪文化的推广普及，还要有一定
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认同。易剑东表示：“没有
文化支撑的运动项目是很短浅的，大都是短
期功利的东西在支配。只有当冰雪文化浸润
在人们心里，流淌在社会价值观的血脉里，才
能长期延续。”

总而言之，只有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以青少年为抓手推动大众冰雪
运动普及，形成持续稳定的“冰雪人口”，促进
冰雪运动硬件和软件均衡发展，才能配得上
支撑冬奥会的冰雪产业，才能为“三亿人参与
冰雪”带来质的提升。

(参与记者：卢羽晨、汪涌、白林、沈楠、苏
斌、李博文、王君宝、张晓龙)

▲ 3 月 16 日，教练(右)在云南省昆明市的世纪星真冰场内指导小学员。 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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