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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享受
冰雪运动之美

□常春晖

一副冰刀，一块滑雪板，在冰
场上旋转飞舞，在雪道上腾挪跳
跃，冰雪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既是一份技能、一份锻炼，更是一
份享受、一种挑战。随着我省冰雪
旅游多年来的持续火热和“百万青
少年上冰雪”活动数十年如一日的
力推，冰雪运动正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知和青睐。

中 国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的 人 多
吗？来自《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滑雪总人
次为1250万，较上一年增长约五分
之一，这显示了冰雪运动的巨大潜
力。然而，据去年 8 月一份统计资
料显示，以上一年全国滑雪人数为
参考，我国参与滑雪运动的人仅占
全国总人口的 0.4%，远远落后于挪
威、美国等其他冰雪运动发达国
家。加大冰雪运动的宣传、推广，
让更多民众领略冰雪运动之美，享
受冰雪运动乐趣，尚需多一点“加
速度”。

黑龙江具备开展冰雪运动的
良好禀赋，也一直保持着冰雪运动
大省的既有地位。在冰雪体育方
面，我省有传统优势，多年来为国
家冰雪项目输送了杨扬、王濛、申
雪、赵宏博、张虹等一批优秀冰雪
运动人才。我国在历次冬奥会中
累计获得 12块金牌，其中 9块由龙
江运动健儿获得。我省在专业雪
场、雪道建设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亚布力滑雪场更是被中外滑雪
发烧友追捧。在外部环境上，国家
体育总局日前发布了《冰雪运动发
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通
过冰雪运动普及度的提高，到 2025
年，努力实现“全国直接参加冰雪
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人，并‘带
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发展目
标。而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 2022
年冬奥会无疑也成为推动全国各
地冰雪运动发展的最大契机。可
以说，发展冰雪运动，正在凝聚天
时、地利、人和，前景十分明朗。

把冰雪运动的“雪球”做大，
需要每一片“雪花”的参与。同所
有运动项目一样，普及冰雪运动、
壮大冰雪产业需要强大的群众基
础作为支撑。有着近 40 年历史的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是黑龙
江每年冬季的拿手好戏，每年可
带动约 300 余万人次“上冰雪”。
要知道，一个孩子喜欢冰雪运动，
就 会 带 动 一 个 家 庭 参 与 冰 雪 活
动，就会让更多的人得到身体的
锻炼，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这
启示我们：一定的冰雪运动场地
加上多种差异化的冰雪运动，有
助于涵养起冰雪运动的“源头活
水 ”，促 进 冰 雪 运 动 不 断 从“ 专
业”走向“大众”，成为更多人参
与 锻 炼 、享受锻炼的“必选项”。
活动场地多了，参与人员来了，全
民运动才会动起来、活起来。

有人说，滑雪运动好比骑自
行车，学会以后比较难忘，即使许
久不练，一旦滑起来，很快就能恢
复感觉。这是否也意味着，通过
滑 雪 修 习 的 乐 趣 ，也 会 更 持 久
呢？百闻不如一练，当拥抱冰雪
运动的平台越来越多，也意味着
享受乐趣的机会越来越多，走出
家门参与其中，你我都会成为那

“3 亿人”中的精彩一员。

NF影像管家工作室为客户拍摄的冰雪影像
作品。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飞雪滑雪俱乐部培训的小学生正在进行单板
滑雪。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龙江百姓在凤凰山嬉冰玩雪。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王天月 本报记者 闫紫谦 衣春翔

12月的龙江，游客或许会醉心于如诗如画的冰
雪奇景，而我省的创业者们，寒潮下、冬风起，他们热
情不减，正蓄势待发，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

“在创业方面，冰雪产业链很长，从赛事、场地、
器材装备、培训，到相关上下游产业，如地产、娱乐、
旅游等，涉及面广，发展空间巨大。我省冰雪运动的
投资与创业虽然刚刚起步，却已进入快车道。”我省
创新创业研究者贾波说。

而龙江创业者们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商机，他
们正用不同的技艺，开拓扩展我省冰雪产业并积极
投身其中。

从公益项目到创业实践
高端滑雪服务产品受青睐

进入 12月中旬，我省大部分地区即便是白天的
最高温度，也逼近零下 15摄氏度。虽然严寒刺骨，但
校园冰雪运动却“热”得出奇。

记者了解到，受场地限制，我省多数中小学有滑
冰课却没有滑雪课，而哈尔滨体育学院师生共同建立
的“飞雪滑雪俱乐部”，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飞雪滑雪俱乐部’最开始是一个公益项目，主
要承担哈体院‘公益推广滑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帮
助哈尔滨市几十个中小学免费建立简易雪坡，提供
免费的滑雪设备，并进行专业的滑雪教学。”俱乐部
主要负责人、哈体院冰雪运动科学研究所主任李兴
洋告诉记者，“在公益项目中，我们发现了专业滑雪
培训这块市场缺口，就立刻做了起来。”

飞雪滑雪俱乐部的初始创业项目之一，是由俱
乐部中的大学生创业者运营的“飞雪滑雪冬令营”。
这个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哈体院学生张兵说，“刚进
行滑雪课时，很多家长担心安全问题。当他们发现
在专业的指导下，滑雪不但安全且有利于身心后，便
希望在寒假时付费继续让孩子学习滑雪。哈体院在
尚志市帽儿山有专业的滑雪场和配套设施，我们尝
试着与学校沟通，很快就把这个创业项目做起来

了。”
据了解，“飞雪滑雪冬令营”目前已营收几十万

元，完全由创业学生自己运营，并扩展出从初级到高
级不同级别类别的冬令营项目。

当然，老师们也没闲着，李兴洋告诉记者，“我们
邀请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一些实力较强的民办中
小学来我省参加冬令营，由哈体院的专业教师提供
滑雪培训。”

“很多学校愿意参加，甚至很多家长希望同行，
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滑雪设施和配套设施
要达到一定标准。”李兴洋说，“很多发达城市的家长
和学生能够承受较高的价格，但同时对服务、雪道设
施和配套设施要求也更高。受 2020年冬奥会推动，
北京、河北两省市的滑雪设施发展较快，这让我们感
受到很大的竞争压力。”于是，飞雪滑雪俱乐部今年
开始尝试质优价高的高端滑雪服务产品，获得了相
当多消费者的青睐，李兴洋感叹，“滑雪市场消费升
级的时代到来了。”

“虽然我们师生创业实践越来越红火，飞雪滑雪
俱乐部也变成一个创业孵化平台，孵化出了众多的冰
雪运动创业项目，但我们的公益初衷不会变。创业的
营收相当部分也要用于公益，为省内更多中小学提供
更好的免费滑雪服务。”李兴洋说，“我们希望通过免
费的公益项目，培育出更多潜在滑雪消费人群。”

穿针引线绣出冰雪奇观
创业带动农村女性致富

冬月的牡丹江双峰林场如梦如幻，灵动醉人。
细腻绵软的白雪在不同自然条件的塑造下，形成了
如蘑菇、如动物、如建筑等百态造型，置身其中犹如
妙曼生动的童话世界。渤海靺鞨绣第四代传承人赵
艳玲带领十位绣娘，身着艳丽的满族服饰，架绣台于
冰雪之中，飞针走线，用色时而淡雅，时而浓重，把洁
白无瑕的雪乡美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绢布上。

渤海靺鞨绣，来源于 1300年前渤海国（位于我省
宁安市渤海镇及周边地区）当地百姓使用的传统针
法“鸡爪针”，也是满族刺绣的前身。孙艳玲从小学

习这种古老技艺，并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改良传统
的“鸡爪针”，创造了“三角针”针法。

改良后的渤海靺鞨绣线条流畅，用色灵活，它一
改传统刺绣针法“密接其针，排比其线”，而采用长短
交叉的线条，分层加色的手法来表现画面。乱针绣
近看针法絮乱，无拘无束，远观却有不同于画的特殊
艺术效果，层次分明，色彩丰富，栩栩如生，呼之欲
出，适合塑造光影效果下冰雪的层次感和展示北方
雪花玲珑剔透的六棱型。

靺鞨绣的高级绣娘告诉记者，靺鞨绣三角针主
要取材于冰雪题材，纯洁清透的色彩效果深受南方
游客的喜爱。画面上，雪挂枝头，蓝天白雪相互辉
映，近景的轮廓刻划清楚，远处渐趋模糊，充分展示
冰天雪地之间宁静旷远。靺鞨绣独具冰雪特色的展
现方式和精巧的绣工让赵艳玲创办的牡丹江渤海靺
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年销售额几万元发展到现在
的 1300万元，来自上海、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的订
单纷至沓来。

如今孙艳玲伴随渤海靺鞨绣入选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第四批保护名录，并带着工艺精湛的绣品走
过了三十多个国家。靺鞨绣成为了龙江乃至中国的
一张独特的绣品名片，被业界称之为“刺绣中的油
画”。而公司 1372名合作生产性员工和当地农村的
兼职妇女平均每年 2万元至 6万元的收入，积极带动
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瞄准龙江纪念品市场
提升家乡冰雪旅游知名度

第一次接触刘阳的时候，开朗的笑声就如同她
的主打创业商品——东北大花布制作的“东北妞”一
样温暖又治愈。

“在学校上创业课时，老师就曾告诉我们，找到
热门产业边缘地带进行创业，有时会取得意想不到
的成功。”受学校创业教育的启发，在哈尔滨学院中
文系毕业两年后，刘阳创办了哈尔滨布布精心手工
艺品销售有限公司，设计了招牌布艺玩偶“东北妞”，
成为很多南方游客眼中的冰雪吉祥物。目前，公司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十余万元。
每到龙江的冬季旅游旺季，省内各知名旅游景

点的旅游纪念品销售区就出现了刘阳团队的身影。
一个个颜色鲜艳、活泼可爱的东北大妞玩偶让南方
游客爱不释手。

来自深圳的游客赵刚说，把这憨憨的东北大妞
带回家，老人看着喜庆，孩子觉得可爱，最重要的是，
看到用大花布做的东北大妞，自己仿佛一下子就置
身于冰天雪地与热情奔放碰撞的美丽龙江。

女儿刚过百天，但刘阳却不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
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在微信平台中不停地闪烁，
仿佛在对她说“龙江冰天雪地的旅游旺季已经到来”；
当一个个小包裹满载着热情与祝福由团队工作人员
发往全国各地和省内各销售点，刘阳也为自己当年看
准了家乡特色、辞职选择创业的决定感到自豪。

“我相信，凭借着龙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龙
江人的质朴与热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黑龙江，感受黑龙江，爱上黑龙江，而我创业的公
司也会随着家乡旅游知名度的提升，越办越好。”
刘阳说。

瞄准冰雪商机 分享“冬风”红利

龙江创业者掀起新一轮创业热潮

从百万青少年到千万龙江人

全民上冰雪 搅热龙江“冷资源”
□曹曦 王天月 本报记者 衣春翔

“嚓……”伴随冰刀摩擦地面的声音，胡文瀚
晃过了防守队员，直接面对门将。他深吸一口气，
用力挥出冰球杆，球杆和冰球碰撞发出清脆的声
音，冰球以极快的速度飞进了球门。

伴随着这粒进球，齐齐哈尔二马路小学冰球
队获得了2016全省中小学生冰球锦标赛U12组
冠军，而年仅11岁的胡文瀚也凭借着精彩的表
现荣获锦标赛最佳前锋称号。

根据省教育厅的统计数字，我省每年像胡文
瀚一样参与冰雪活动的青少年已经达300余万人
次。而省政府最新出台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则希望以此为基础，让全省
2000万人口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让更多的龙江青少年和普通百姓参与冰雪
运动，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到我省未来冰雪产业
发展。”哈尔滨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科学研究所主任
李兴洋说，“我省应在继续发展以旅游观光为主的
冰雪产业的同时，进行一次冰雪产业的‘供给侧改
革’，为本地百姓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冰雪
产品和更有品质的冰雪服务。而扩大冰雪运动的
群众基础，无疑为我省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增加了

‘内需’。”

靺鞨绣绣娘在雪乡展示绣法。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
提升身体素质培育冰雪市场

“速度再快点！你们不要满足于这次省赛冠军，
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全国比赛、世界比赛中展现实
力。”齐齐哈尔二马路小学冰球教练崔志楠不断为训
练中的小冰球队员们鼓劲。

小队员们逐渐加快了滑行速度，而胡文瀚无疑
是其中最快的一个。虽然还只是小学生，但胡文瀚
却已经是一名“老”运动员了，他在上海杯国际少儿
冰球U8组的邀请赛、青岛杯国际少儿冰球U10组的
邀请赛、北京国际冰球U12组的邀请赛、黑龙国际冰
球 U12 组的邀请赛等国际国内赛事中都有上佳表
现，多次获得“最佳运动员”称号，并多次代表齐齐哈
尔小冰球队员赴美参加比赛。

胡文瀚笑着告诉记者，“我爸爸以前就是冰球运
动员，现在还是冰球教练员，这让我在很小的时侯就
爱上了冰球。刚开始打冰球时，我身体不是很壮实，
性格也挺腼腆，但是经过和小队友们一起在冰上跑
跳、一起刻苦训练、一起参加比赛，我变得更坚强，也
越来越开朗了。”

如胡文瀚所说，冰球等冰雪运动对孩子的身心
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崔志楠说，“北方的冬天很
冷，但青少年室外活动仍非常必要。冬练‘三九’这
句谚语说的就是冬季参加各项体育活动的好处，不
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还能淬炼不怕
严寒的坚强意志。”

二马路小学冰球队可谓历史悠久，始建于 1957
年，先后为国少队培养队员 85人，有 47人进入复旦
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学习。受此影响，二马
路小学的学生和家长对参与学校的冰雪运动热情很
高，多年来学生上冰率都超过 90%。

二马路小学正是我省近年来开展“百万青少年
上冰雪”活动的缩影。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教育系统扎实推进大中小学冰雪体育运动，将冰
雪体育课作为地方和校本课程重点建设，全省共有
3030所学校开设冰雪课程，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一
至两项冰雪运动技能。全省创建了 77所冰雪体育基
点校，并浇筑冰场 1637个，利用天然冰场 149个，每
年参加“上冰雪”活动的学生达 300余万人次。

在我省经济学者马丽萍看来，每年 300余万人次
的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将为我省培育冰雪消费市
场产生巨大的作用。她认为，这些青少年哪怕只有
1/10成为冰雪爱好者，也将为我省发展冰雪产业提
供巨大的消费能力。这些懂冰雪的学生，在未来也
能成为支撑我省冰雪产业发展的从业者。

冰雪运动走出校园
受益人群从百万到千万

“这就是‘冰嬉’，是我国北方一项传统的体育活
动，是清代宫中流行的众多冰上活动的统称，它既是
娱乐活动，也是军事操练，类似于冰上运动会……”
13日下午，黑龙江大学冰场上，十几个穿着清朝服装

的学生踩着冰刀，随着体育教师的口令，不断变换着
队形，进行着精彩的冰上表演。而观看这场表演的，
除了上体育课的黑大学生外，还有当天下午不上课
附近的中小学生，以及家住附近的冰雪爱好者。

黑龙江大学体育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特色冰上
课“冰嬉”是学校体育部和满语研究所共建的一门选
修课，希望学生可以在进行冰雪活动的同时，了解龙
江历史文化。同时，这也是黑大将校园冰雪活动推
广向社会的尝试之一。

黑大地处哈市较为繁华的路段，建筑用地十分
紧张，但学校始终保留着 6000 平方米的冰场用地。
学校要求大一本科生 7000余人全部要上滑冰课，除
课程外，每年学校都会举行“冰雪嘉年华”等活动，校
体育部每年还会举办雪地足球赛和速滑比赛，丰富
的冰雪活动满足了大学生冬季户外运动的需求。

“近年来，黑大还试图将丰富校园冰雪体育活动
向社会推广。虽然推广受限于人力、物力、场地，又
局限在学校周边范围内，但我们希望能为更多的人
服务，助力龙江的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黑大体
育部主任郭金丰告诉记者，学校的冰场全天都会对
外开放，除了满足校内学生使用外，还会为附近社区
和中小学提供服务。

哈尔滨市清滨小学校、哈尔滨市第一六三中学
校和哈尔滨市第五十四中学校的师生都接受过黑大
体育教师的滑冰专项培训和雪地足球教学。其中

“大手牵小手”活动，让清滨小学冰上课效果有了很
大的提升，受到校方和学生家长好评。在业余时间，
黑大体育部教师还会走进黑大周边社区，为冰雪运动
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提供冰上运动培训。

“我们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黑龙江
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不但提高了学校的影响力，也
让学校的冰雪资源实现了共享，“更重要的是，我们成
为了校内冰雪活动走向社会的桥梁，这将为龙江、为黑
大孕育冰雪人才，增加冰雪产业的群众基础。”

省教育厅近年来也通过举办各个级别的冰雪赛
事，向社会推广冰雪活动。我省教育部门明确要求
各地市组织中小学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冰雪竞赛
活动，各县区、学校每年举办至少一次冰雪运动赛
事。仅在今年，我省就举行了全省中小学生冰球锦
标赛、中俄青少年冬季运动会、全省大学生雪雕比赛
等 10余项省级以上赛事。

这些冰雪赛事极大扩大了冰雪运动的影响力，
提高了家长和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不少家
长正是在陪伴孩子参赛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为了冰
雪活动爱好者。

扩大冰雪市场内需
提升培养冰雪人才层次水平

校享是上海一知名高校的博士毕业生，2015年，
他从上海回到哈尔滨，与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创业的
硕士毕业生张兆鹏共同创办了NF影像管家工作室，
进行个性化影像服务。

2016年，看着 300多万龙江青少年玩冰嬉雪，作

为工作室顾问的校享发现了新的商机——冰雪影像
服务。张兆鹏与创业团队根据我省冬季的光线特点
和热门旅游景点，改良了摄影摄像设备，设计了多种
产品和服务。

由于扎实的影像制作水平和良好的营销能力，
新商机变成了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龙江冰雪为这
支年轻的创业团队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实际上，我省通过组织引导高校学生推广冰雪
运动、开发滑雪视频课程、打造冰雪运动俱乐部、提
供冰雪相关服务，极大激发了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冰
雪项目成为了我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新风口。

“黑龙江冰雪资源丰富，但我们绝对不能就此满
足，必须用‘冰雪+’思维继续深耕冰雪资源。”校享说。

校享继续解释说，所谓“冰雪+”，就是把龙江现
有产业与冰雪相结合，“就像把所有产业用互联网思
维重新改造一样，龙江的传统产业完全可以结合冰
雪资源进行升级。”

李兴洋最看中“冰雪+服务”，他说，这个服务特
指专业的冰雪运动服务。

“我省一直是冰雪大省、强省，但随着2022年冬奥会
落户北京市和河北省，两省市在冰雪基础设施方面有较
大提升，这对我省冰雪运动市场尤其是滑雪市场，造成了
一定影响。”李兴洋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和河北省进行调
研时发现，受新建滑雪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吸引，很多南方
冰雪运动爱好者尤其是滑雪爱好者，开始选择距离较近
的北京和河北，我省应该重视这个现象。

“黑龙江的冰雪优势是什么？冰雪旅游是其中
之一，我省可以在提供滑雪服务的同时，让游客沉醉
于美丽的冰天雪地中。但我省更大的优势是拥有专
业的冰雪运动人才。相比硬件设施，滑雪爱好者更
重视专业教练的指导服务，如何培养更多的冰雪运
动人才，并让他们投身于运动服务工作，用‘软实力’
去对抗新设施，是我省应该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我省一直着力提升培养冰雪人才层次
和水平，2015年成立了黑龙江冰雪职业学院，并在哈
尔滨体育学院冬奥中心的基础上筹建中国冬季奥林
匹克学院，推动我省冰雪运动人才培养，加强冬奥会
及我省冰雪体育师资储备，这些都将成为我省冰雪
运动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李兴洋还告诉记者，北京从这几年开始尝试“政
府+高校+中小学+俱乐部”的方式进行“百万青少年
上冰雪”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培育未来的冰雪消费市
场。“在北京，中小学建设冰场和雪场难度较大，而很
多社会上的冰场和雪场又因为价格较高，经常处于
闲置状态。通过政府购买俱乐部的雪场资源，再以
较低价格提供给学校，同时通过政策或资金引导高
校冰雪教学资源进入中小学，这不但能让学生享受
到更优质的冰雪资源，接受更专业的冰雪运动指导，
也能让学生和家长更愿意参与冰雪运动。俱乐部或
雪场也因此有了稳定的客源，高校有了实践平台，政
府也能更好地实现全民健身的目标。”

李兴洋认为，我省可以借鉴这样的方式，在推动龙
江2000万人上冰雪的同时，扩大省内冰雪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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