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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通过对中国传统冰雪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梳

理、现代冰雪运动在中国传播与普及的分析，就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背景下东西方冰雪

文化如何实现对话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研究认为，创造东西方体育文化融合的新篇

章、构建现代性世界意义的冰雪文化、赋予世界冰雪文化新的内涵，为大众滑雪文化的

兴起提供新的文化支撑以及提升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实现缘起于不同

环境中的东西方冰雪运动文化跨越时空文化对话的最终目的。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

人享受到世界不同形式冰雪文化的盛宴，才能让更多人亲身体验注重人性自然表达的

中国传统冰雪文化，感受和欣赏注重人性竞技潜能展示的冬奥冰雪竞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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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尤其是冬季寒冷而多雪的北方地区，生活于斯的北方民族，自

古以来为了与雪共存、与冰共生，因地制宜地开展各项生产和生活劳动，并逐渐从学会抵御冰雪，

发展到善加运用冰雪。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创造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冰雪运动文

化。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市联合张家口市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北京也将成为第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以现代

冰雪运动文化为主题的冬奥文化，将在中华传统冰雪文化的大地上传承，一场跨时空的东西方冰

雪文化的对话将上演在中华大地上。

1 传承与发展: 中华传统冰雪的前世今生

冰雪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是随着寒冷地区人们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发展演进而来的。
人类征服了大地，征服了高山，降服了水域，也驯服了冰雪。冰雪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种独特

的活动舞台。从对冰雪瞬息万变的严寒环境的适应、认识，到逐步实现对其传承、巧用和驾驭，人

们从了解冰、驾驭雪中获得了掌握冰雪活动的技巧，并不断在这一舞台上演绎着一幕幕优美的冰

雪运动史剧。这是人类活动领域的又一次大拓展，是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一次新超越，更是人类

体育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开拓。
1． 1 中国传统雪上运动的产生与演变

“脚蹬滑雪板，手拿滑雪杖在雪地上滑行”［1］，这是现代人对滑雪运动给出的定义。作为世界

上最古老的一种运动形式，我国的滑雪历史可追溯至 1 万年前。而伴随时间的推移，滑雪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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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仅仅出于维持生存的本能需求，人们的滑雪器具也得到进一步改良，逐鹿雪原与赛场成为深融

于中华民族血液的基因密码。
近年来，关于滑雪起源的问题，有着多种不同的认识。20 世纪中叶，在新疆阿勒泰市汗德尕

特蒙古自治乡东北约 4 km 的敦德布拉克河上游沟谷东侧的 1 号岩画棚内，人们发现了绘有滑雪

狩猎内容的岩画。其中第三组人物画“绘有许多动物形象与滑雪人的形象线条图形，几个脚踏滑

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的图像栩栩如生”。这是已知的我国范围内较早的反映滑雪内容的形象资

料，经考古学家的初步鉴定，该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有 1 万年左右的历史［2］。
反映在文献中，较早描述滑雪内容的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在其“钉灵之

国”中有这样的记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蹏善走。”郭璞注引《诗含神雾》说: “马蹏自鞭其

蹏，日行三百里。”《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在注引《魏略》时亦记载说:“乌孙长

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鹜，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焉。”学者认为，

钉灵即丁令，也即后来所称的丁零，而“钉灵之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马

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等，应该是对滑雪板、滑雪动作以及滑雪速度的一种描述。至于“马蹏善

走”则是与今天阿勒泰居民用马腿皮贴包滑雪板有关系［3，4］。
隋唐伊始，在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中多有涉及滑雪的文献记载。如《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

四十九“室韦”有这样的描述:“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地多

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七·四裔考二十四“拔悉弥”也记载说: “拔

悉弥一名弊刺国，隋时间焉。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依山散居，其人雄健皆猎射。国多雪，以木

为马，雪上逐鹿。其状似楯而头高，其下以马皮顺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缚之足下，

若下阪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 上阪即手持之而登。”上述文献中所称室

韦、拔悉弥，均为隋唐时期生活在北方的古民族，而“骑木而行”“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均是以木作

为工具的滑雪活动。由《文献通考》的记载看，当时滑雪板的形状其前部已呈尖翅状并向上翘起，

板的底部著马皮，顺毛下坡可减少滑雪板与雪面的摩擦，上坡则可增加阻力，并且掌握了滑降和

滑雪杖的使用技术。表明隋唐时期的人们对滑雪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论滑雪板和

滑行技术，均有了长足的改进［5］。
自宋以后，历代雪上活动除了“骑木而行”的滑雪，形式更为多样化。如宋人周密《武林旧事

·卷三》“赏雪”载:“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下。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

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明人张岱在其《陶庵梦忆》
一书记述与朋友一同赏雪、玩雪时这样描述: “天启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许。晚霁，……余坐

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6］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还记述道: “冬日得雪，每于养心殿庭中

堆成狮、象，志喜兆丰，常邀宸咏。乾隆壬申、乙酉，以雪狮、雪象联句。嘉庆戊寅，又堆为卧马二，

东西分列，有与内廷翰林联句诗。”［7］由上述记载看，雪车( 拖冰凌) 、堆雪狮雪人以及雪山等，都成

为历代雪上活动的休闲形式。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的北方各少数民族，也因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种不

同形式的雪上活动形式。如满族雪地走( 走百病) 和木马滑雪［8，9］、赫哲族滑雪( 恰尔奇刻) 和打

爬犁( 赛托日乞) ［10］、鄂伦春族滑雪( 亲那) 和皮爬犁［11，12］、鄂温克族滑雪( 伊满得西勒都仁) 和赛

爬犁［13］、朝鲜族坐雪爬犁［14］以及被达斡尔族称为肯骨楞滑雪板的滑雪竞技［15］。这些形式多样

的雪上活动，多由各民族的生产实践演进而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上述少数民族中传统的雪上竞技

活动内容。
1． 2 中国传统冰上运动的产生与演变

滑冰是远远晚于滑雪而出现的一种冰上活动，相对于滑雪而言，人们对滑冰技术的掌握经过

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经过长期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诗经·小雅·小旻》) 的生产与生

活实践后，人们终于学会了冰面行走的“履冰”“践冰”或“走冰”的基本技术，开始了征服冰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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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根据史料，唐代的北方诸多民族已利用冰上技巧进行狩猎活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

二下“回鹘下”载:“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邻于靺鞨。……俗嗜猎射，少耕获，乘木

逐鹿冰上。”这里是指拔野古族人以脚踩木质器具滑行于冰上的形式追兽打猎。“回鹘下”还记

载:“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

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同样，都播、弥列、哥饿支等族人冬季寒冷时节的活动，也常脚踩“木马”
以木棍做杖在冰上向前滑行代步。而这类滑冰器具就是原始的冰床( 车、橇) 和滑冰钎。

宋代伊始，冰上活动除了“乘木逐鹿冰上”，类似“乘木马驰冰上”的早期冰床形式更为常见。
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就写道: “信安、沧、景之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

床［16］。此处的“凌床”指的就是冰床，具有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双重性质。而宋人江休复的《江

邻几杂志》也有这样的记载:“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17］即使在宋

代的雄州、霸州这些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的区域，冰床亦是冬季冰上活动的主要工具。至元代，

人力牵拉的冰床( 橇) 更扩展为役使动物牵拉的形式。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详细记载了元代

冰橇的形式与使用方法:“大家应当知道，有许多鞑靼人住在世界的北方各地。他们的领袖叫宽

彻，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里的人们保持着他们祖先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为了能够在结

冰的路面上行进，人们制造了一种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没有车轮，底部平直，而前端翘起

呈半弧型，这种结构特别适合在冰上轻松行驶……他们用来拉橇的狗，有毛驴般大小，这种狗非

常强壮。”［18］马可·波罗记录的狗拉冰橇，在元代已经应用得十分广泛。
整体而言，明代以前的冰上活动多是以生产与生活为前提的，虽然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但

其在当时的渔猎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明代，冰上运动形式更为专业化。据《清语摘抄·靰鞡滑子注》载: 1626 年冬，满族首领

努尔哈赤的部队被巴尔虎特部围困在墨尔根( 今黑龙江嫩江城) ，危急之际部将费古烈北上驰援，

“所部皆着靰鞡滑子，善冰行，以抢驾爬犁，沿脑温江( 今之嫩江) 冰层驰往救，一日行七百里。”当

炮声响起时，巴尔虎特部落猝不及防，并最终战败。得益于滑冰技术，努尔哈赤在这次军事战役

中取得了胜利。这里的靰鞡( 乌拉) 滑子，韩丹先生认为是在乌拉鞋底缚以铁条，用手持杖撑动在

冰上滑行的简易冰刀［19］。由此可见，人们一旦掌握了冰面滑行的技术，在冰面上取得一定的自由

活动权之后，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多么的重要。
除了脚着冰刀于冰面滑行，冰床的应用更为普及。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说:“是河( 指护城

河) 也……至冬冰冻，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藁薦，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
嘉靖壬寅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宫中往见，绝河冰而过。”［20］明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
中也有“西华门……且冬则冰床作戏，春夏荷柳供观”的记载［21］。这就表明明代坐冰床已是当时

普遍的冰上活动之一，不仅流行于民间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成为了皇家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清代除了直接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冰上活动，作为休闲娱乐与竞赛的冰上项目专业特点更为

浓厚。由于清王朝的重视，出现了民间与皇家冰上活动多样繁荣的景观，标志着我国古代冰上运

动达到了高潮。
清代民间冰上活动，在技巧形式与普及程度上都较前代有很大的飞跃，这与清政府的提倡和

满族人尚武善滑的传统有着很大关系。当然作为一项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冰雪文化形

式，冰上活动是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满族人入主中原之

后，冰雪活动在中原地区亦得到了广泛发展。其主要流行形式见表 1。
除了民间冰上活动，在清代还盛行一项重要的皇家冰嬉大典。作为皇家庆典的冰嬉活动除

了本身的娱乐性、休闲性，其仪式性和军事性更具特色。清朝廷几乎每年冬季都要于紫禁城中举

办皇家冰嬉大典。这类管理和奖赏体制完备的大典被赋予了国俗家法的意义，成为名闻遐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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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民间冰雪活动简表

Table 1 The Qing Dynasty folk ice and snow activities summary

名称 区域 活动形式 特点

法喇 东北各族 似车但无轮无足，因其底平似犁故名爬犁。 类似于“爬 犁”“扒 犁”“凌 车”
“冰床”等。

珲楚 东北各族
形如凌床，底部不施铁条，屈木为辕，驾二马
驶于冰上，每一日夜可行三四百里。

由马进行牵引，以木为辕，因此
速度也进一步提高。

滑擦( 走冰
鞋或溜冰)

东北各族、
京津地区

已着用装有铁制冰刀的冰鞋，并已使用钢
条，滑冰技术已经同西欧相差无几。

有速度滑冰、技巧滑冰和花式表
演等形式

拖冰床 京津地区
“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蓝
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诚
豪侠之快事也。”［22］

将数 张 拖 床 并 在 一 起，驰 于 冰
上，以 达 到 围 酌 休 闲 娱 乐 的 目
的。

冰上蹋鞠 京津地区
置二铁球，互相踢蹴，以能互击为胜。每年
冬月在冰上逐之。

使用铁球，人们在冰上争抢，冰
上蹴鞠不设球门，以得球为胜。

冰上争鞠 京津地区

“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
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
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
令远。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23］

手足并用，分队于冰上争抢皮革
之球

其他民间冰上娱乐活动形式还有打滑溜、打滑挞( 冰趟子) 、抽冰猴( 抽陀螺、打冰嘎) 、玩冰磨、跳冰、冰上摔
跤、冰上抛球、轱辘冰、背冰亮膘等。

清宫重要庆典。这一冰上盛典在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道光以后开始迅速衰落。此根据

《大清历朝实录》《皇朝文献通考》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对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乾隆年间宫廷

画家张为邦、姚文翰所绘《冰嬉图》、金昆等人绘制《冰嬉图》［24］的分析，将清代皇家冰嬉大典的主

要形式列表如下( 见表 2) 。
表 2 清代皇家冰嬉大典主要形式简表

Table 2 Summary of the main forms of the Ｒoyal Ice Festival in the Qing Dynasty

名 称 表现形式

抢等
类似于现在的速度滑冰，是速度竞技，不计时，先到达终点者为胜。以先后顺序授予不同
等级的赏赐，有头等、二等两类。

抢球
与现在的橄榄球相类，为一集体性的多人参加、两队竞技的冰上运动项目。抢球过程中
只允许用手抢夺投掷。双方各有一个球门( 旗门) ，以射入对方旗门球多者为胜。

转龙射球
是射箭技术与冰嬉活动结合的一项多人编队进行的冰嬉活动。参加的各支队伍依旗色
顺序相衔接，并按规定在滑行的弯曲冰道上表演前后转与平衡等动作，而弓矢兵则依次
箭射天球或地球。

摆山子
由百名善于滑冰兵士参与的集体滑冰项目。参与兵士被分为两队，待响炮一鸣，众将士
按固定轨道动作统一前行。如一人左转则众人皆左转，一人向后翻身则众人皆向后翻
跃。

花样滑冰
是表演人数与表现形式丰富灵活并集娱乐和竞技于一体的滑冰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燕
子点水、哪吒探海、金鸡独立、洞宾背剑、仙猴献桃、青龙回头、大蝎子、鹞子翻身、童子拜
观音、双飞舞跑等。

冰上杂技
滑冰技巧与杂技艺术相结合的冰上运动形式。主要内容有翻杠子、爬竿、飞叉、耍刀、使
棒、弄幅等。

冰上活动发展至清代，既是民间的一种生产、生活技能，更成为一种国俗，并以特殊的方式表

现出来。其军事特色与艺术内涵，对后来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吸收与借鉴: 现代冰雪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产生于北方寒冷地区的我国传统冰雪活动，至明清时期已成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冰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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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化。与此同时，随着清末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着体育作为“西方文明”的一

种载体开始涌入中国，现代冰雪项目也自 19 世纪末开始渐次传入中国。在传入地域上，呈现出

由南向北的特点; 在传入的时间上，分别为 19 世纪末的天津和北京、1906—1908 年东北南满的大

连和 20 世纪初的北满哈尔滨; 在传入的顺序上，先是冰上运动项目的速度滑冰、型滑( 花样滑

冰) 、冰球，其次是雪上运动的越野滑雪、高山滑雪等。现代冰雪运动由此开启了东方的中国之

旅。
2． 1 现代冰雪活动的传入与初期传播

随着 19 世纪中叶《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签订，英、法、美、意、德、日等国家相继将天津

城南一带划为其租界，这就为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1881 年，北洋军师学堂首先将已传

入中国的滑冰纳入操法科( 课) 。近人张焘《津门杂记》记载: “有所谓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铁，

游行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 急 自 然，纵 横 如 意，不 致 倾 跌，寓 津 洋 人 乘 乐 为 之，借 以 舒 畅 气

血。”［25］说明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现代滑冰在天津已经逐渐兴起。尤其是随着 19 世纪 90 中

期天津英租界“英租界运动场”和法租界“联合俱乐部”的创立，加入其中的溜冰会员逐渐增多，花

样滑冰和速度滑冰成为主要参与项目。此后不久，滑冰的队伍里开始出现了冰球，并在此基础上

成立了天津冰球俱乐部［26］。
随着 20 世纪初期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潞河中学、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

南开中学等相继利用校内或附近池塘开辟冰场，冰上运动项目的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先后

在华北等地区得到了开展，甚至一些大型运动会也将部分冰上项目列入其中。1935 年第 19 届华

北运动会“冰上表演大会”，表演项目就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
与冰上运动相比，现代滑雪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晚。1932 年 12 月，哈尔滨铁路局在黑龙

江省阿城市玉泉镇北山修建了一座滑雪场，滑雪场建有越野和高山滑雪线路，并修建有一座小型

跳台，这是我国第一座滑雪场。1948 年，黄埔军校新疆第九分校举办了一次“西北五省部队滑雪

训练班”，来自西北各部队 1000 余名连级以上军官接受了为期 3 个月的训练。教学形式有越野

滑雪、滑降、回转、滑雪射击以及野外露营等。训练班结束后还举行了一次比赛，比赛项目有跳越

障碍、回转、重兵器雪地牵引、滑雪射击以及 10 km 越野。这是近代史上我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

一次滑雪比赛［27］。
在现代滑雪项目的传入过程中，现代雪橇运动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在东北地区。据载，

1938 年冬哈尔滨铁路局为进一步推动冬季户外活动的开展，购置了 4 台雪橇，有 2 人座，也有 4
人座，作为员工、旅游者和滑雪爱好者的一项活动。遗憾的是，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人在溃逃时

连同雪具焚毁一空［28］。
由于现代冰雪运动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传入中国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强

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体现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但这种特殊环境下传入的特

殊文化现象———现代冰雪运动，毕竟为我们保存了现代滑雪运动文化的火种，并通过休闲娱乐、
军事实际需要传播、普及渠道，最终与中国的传统滑雪运动文化并肩走入我们的当代生活之中。
2． 2 融入世界的中国现代冰雪运动

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的冰雪运动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新体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统冰雪和现代冰雪项目结合为基础的群众性冰雪运动，在有条件的地

方得到了提倡和积极引导，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冰上运动方面，1953 年，我国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共有 219 名运动员参加了

速度滑冰、冰球和( 单人) 花样滑冰三个项目的比赛，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现代冰上竞技运

动的现状［29］。与此同时，我国运动员在花样滑冰技能上开始迈向创新之路，诸如“后外点冰三周

跳”等许多高难动作出现在冰上运动场［30］。而与滑冰相关的群众性休闲活动也开始涌入人们的

生活，1963 年 2 月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一次以冰雪艺术为内容的冰灯游园会，皆从内涵和外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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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新时代冰上文化的生机与活力［31］。
与冰上项目发展的同时，雪上项目也开始在竞技舞台和学校体育教学与训练中崭露头角。

1951 年 1 月 24 日在吉林省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滑雪表演大会，就出现了急降下长距离滑行、回
转滑行和跳台滑雪等项目。这些项目的表现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滑雪竞赛，对当

代滑雪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32］。在学校体育方面，滑雪也作为一项体育教学活动

列入教材。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编写滑雪技术教材上全年引进了苏联编写的滑雪技

术教材，并以国家体委名义邀请俄罗斯滑雪队来中国进行讲学。不过，这种“引进来”的方式在推

动当代中国早期滑雪运动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国滑雪队伍“走出去”奠定了基

础［33］。如 1963 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罗致焕获得 1 枚金牌，成为中国首位冬

季项目世界冠军。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这段时间，现代冰雪运动在总体上还是与中国传统的冰雪运

动相结合，在地域和气候适宜的东北三省发展着。就现代冰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而言，参与人数

亦属小众，未波及全国范围。
随着 1979 年我国奥委会正式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和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全

面推进，中国体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冰雪运动也纷纷走出国门，开始走

向世界的舞台［34］。
1980 年 2 月，中国奥委会首次组队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 13 届冬季奥运会，在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 5 个冰雪运动大项上，第一次出现了中

国运动员的身影。1984 年 2 月，中国奥委会第二次派队出席在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第 14
届冬季奥运会，参赛项目继续延续着与上届相同的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和现

代冬季两项 5 个冰雪运动大项。
与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同时，中国运动员还参加了各种世界和洲际性冰雪运动赛事。如 1986

年中国冰雪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 1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并于男女单人滑项目上纷纷摘

得奖项。洲际性比赛的热身为我国全面踏入国际性的比赛奠定了基础。
1988 年 2 月，第 15 届冬季奥运会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行。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三次参加世

界冰雪运动大赛，除了参加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越野滑雪比赛外，又派运动员增加了短跑道速

滑表演赛，而中国选手李琰分别以 1 分 39 秒和 2 分 37 秒 92 的成绩获得了短跑道速滑表演赛

1000 m 金牌和 1500 m 铜牌，使中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1992 年 2 月，第 16 届

冬季奥运会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中国运动员除了参加被列为正式比赛的短跑道速度滑冰

外，继续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的竞争。中国女运动员

叶乔波在速度滑冰 500 m 和 1000 m 比赛中，分别获得了银牌; 李琰则在女子短跑道速度滑冰 500
m 比赛中获得银牌，使中国队实现了在冬奥会上夺取奖牌的“零”的突破。此后的历届冬季奥运

会，中国冰雪运动员参赛项目逐届增加，到 2018 年第 23 届韩国平昌冬奥会，参加的项目数达到

13 个分项 55 个小项; 自 2002 年第 19 届冬季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杨扬于女子短跑道速度滑冰

500 m 和 1000 m 比赛中获得两枚金牌伊始，到 2018 年第 23 届韩国平昌冬奥会，在冬奥会上共获

得了 13 金、28 银、21 铜的成绩( 见表 3) 。
总体而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的冰雪竞技运动已经真正走向世界赛场。在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和冰壶等冰上运动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单板滑雪 U 形

场地技巧、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越野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高山滑雪和雪车等雪上运动项

目中，中国运动员已经成为其中的竞争力量之一。在现代冰雪运动项目的参与度上，中国的现代

冰雪运动开始逐步与世界接轨; 在冰雪赛场的战绩上，奖牌从无到有，夺金项目由个人到双人再

到集体，人数和参赛项目由少到多乃至竞技成绩的提高，使我们看到了我国冰雪运动在冬奥会上

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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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历届冬奥会中国参赛情况表

Table 3 Table of the previous Winter Olympics China participation

届次 参赛项目 参赛成绩

第 13 届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

第 14 届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

第 15 届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越野滑雪，短跑道速滑表演赛 短跑道速滑金牌 1、铜牌 2

第 16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 银牌 3

第 17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 银牌 1、铜牌 2

第 18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
项、女子冰球

银牌 6、铜牌 2

第 19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
项、女子冰球

金牌 2、银牌 2、铜牌 4

第 20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
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高山滑雪项目

金牌 2、银牌 4、铜牌 5

第 21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自由式滑雪、单板 U 形场地
技巧、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冰球、高山滑雪

金牌 5、银牌 2、铜牌 4

第 22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雪
上技巧) 、单板滑雪 U 形场地技巧、越野滑雪、冬季两项、高山滑雪
项目

金牌 3、银牌 4、铜牌 2

第 23 届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雪
上技巧、U 形场地技巧) 、单板滑雪 U 形场地技巧、单板滑雪平行
大回转、越野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高山滑雪、雪车

金牌 1、银牌 6、铜牌 2

不过，从我国现有冬奥会运动的优势项目并取得金牌的情况来看，整体的目标有待突破，因

为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整体的冰雪竞技运动项目除了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
度滑冰以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取得一定突破以外，整体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随着

我国北京市申办第 24 届冬奥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冰雪运动，而作为举办冬

奥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的体育强国建设，将不断引领着我国的冰雪运动走向新的辉煌。

3 对话与融合: 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冰雪文化

从中国传统冰雪到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源远流长的东方传统冰雪文化，到如今广布于世

界各地的西方现代冰雪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各自演绎着东西方冰雪文化的辉煌。在遥远的古

代，以及在近代和当代，双方由陌生到相识、到相知，最终将相会在东方的中华大地。这不仅仅是

缘起于不同环境中冰雪运动项目的相会，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冰雪文化的对话和融合，世

界冰雪文化将会由此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3． 1 创造东西方体育文化融合的新篇章

无论是中国传统冰雪文化，还是冬奥冰雪文化，均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并伴随着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逐步走向了现代、走向了完善。综观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和冬奥文化，均是冰雪自然资源

与人类文明发展有机结合的独特文化形态。但共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共通的娱乐竞技方式，

又为这类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运动形式，这就为我们创造地域与国际性共融

的全球性冰雪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传统冰嬉的冰上抢登，到冬奥竞技的短道速滑，从传统冰嬉的双飞燕、大蠍子、千觔坠、金

鸡独立、哪吒探海等花样冰戏，到冬奥竞技的花样滑冰、冰上舞蹈，从传统冰嬉的托冰床、溜冰车，

到现代的冰橇; 从传统雪嬉中的滑雪，到冬奥竞技的跳台滑雪、高山滑雪，从传统雪嬉的雪爬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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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橇，到冬奥竞技的雪车，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冰雪文化通过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平台，在华夏

大地交融，人们也将目睹一场由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冰雪文化交流融合的盛宴，中国传统冰

雪文化将与源于西方的冬奥冰雪协奏出世界冰雪文化新的篇章。
3． 2 构建现代性世界意义的冰雪文化

随着世界冰雪文化的飞速提升与发展，参与到冬奥冰雪竞技中的国家和地区正在不断增多，

世界性冰雪竞技文化提速的大趋势正在形成。1924 年在法国夏蒙尼举办第 1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时，冰雪比赛项目仅有 7 个大项 14 个单项，参与者仅为 16 个国家 293 名运动员［35］。2018 年

在韩国平昌举办的第 23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冰雪比赛项目已经增加到 15 个大项 102 个单

项，参赛者达到了 9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922 名运动员。无论从冰雪竞技项目设立的日益扩展，还

是冰雪竞技参与者的广泛普及，都在昭示着与人类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冰雪文化，正

在突破社会环境的局限，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走向现代化。
综观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和以西方冰雪为主体的冬奥文化，无论由活动内容，还是从形态上

看，基本上是以人类劳动和生活实践为原型［36］。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乘木马驰冰上”的滑冰、“骑

木而行”的滑雪，还是现代冬奥竞技中的长距离滑冰、越野滑雪，都源于人们在冰雪天地长途跋涉

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提炼;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凌床”“雪船”，还是现代冬奥竞技中的冰橇、雪车，均

是在人类狩猎、军事和生存活动形式启迪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成的高雅的现代冰雪运动竞赛活

动。再如中国传统冰雪中的冰上蹴鞠、冰上抢球、冰上争鞠乃至冰上转龙射球等，都有可能成为

冬奥竞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大众的重要文化参照。其实冬奥竞技文化中的空中技巧、单板滑

雪、双人滑、冰舞运动以及冰球、冰壶等，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冰雪文化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参考因

素。而这正是冬奥冰雪文化从西方走向全世界，进而形成一种高度文明的全球化冰雪文化形式

所不可缺少的。可以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将是构建现代意义冰雪文化的基础，更是实现人类现

代文明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
3． 3 赋予世界冰雪文化新的内涵，为大众滑雪文化兴起提供新的文化支撑

无论是中国传统冰雪运动，还是冬奥会冰雪竞技运动，其兴起、发展的文化土壤和根基理所

当然地是大众冰雪文化。中国传统冰雪运动因地理环境因素而肇始，因生产活动而发展，因文化

生活而演进，并最终成为兼具大众文化休闲与民族表征的一种东方冰雪文化形态; 同样，源于西

方的冬奥冰雪运动，亦与中国传统冰雪文化有着同样的演进轨迹。西方文化中强烈的竞争意识、
善于展现自我的人性表达、科学与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使得冬奥冰雪活动形式无论在运动特点

上，还是在竞技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传统冰雪文化更注重人性的自然表达，冬奥

冰雪文化更注重人性竞技潜能的展示，共同表述了当代世界冰雪文化的突出内涵。而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对大自然适应性的开发，随着人类休闲意识的不断加强，注重人性自然表

达与注重人性竞技潜能展示这一当代冰雪文化的内涵，将日益吸引更多冰雪爱好者参与其中。
上述由东西方冰雪运动融合为一的当代世界冰雪文化内涵，将会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

筹备不断展现在中华大地，更将会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而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为奥林匹克

运动的宗旨就是为大众体育谋取福祉，同样注重人性自然表达与注重人性竞技潜能展示的当代

冰雪文化，亦将会为大众冰雪文化的勃兴提供文化支撑。这同样是新时期我们所倡导的让不同

阶层人群参与冰雪运动，实现我国有 3 亿人“走进”冰雪运动的主要文化理念支撑。
3． 4 提升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传统冰雪运动文化是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人类文

化演进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曾给予其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是超越国度、跨
越时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 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

文化……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

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37］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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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是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提出这一希望的，同样，发展至当代的中华传统冰雪文化，

也正在世界文化信息不断传播的今天，逐步地走向世界。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公认的滑雪文化起源地，中国传统冰雪运动已经发展传承了万年以上。

同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冰上运动亦流传发展了数个世纪。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冰雪文

化，在其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给予人们以生产、生活、体育休闲和文化传播的多种形式的惠

顾。时至今日，发展、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东方独特文化形态。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与举办的影响、冰雪运动融入全民健身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为国家

构筑冰雪运动的未来发展蓝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无论是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普及，还是

冬奥冰雪文化的推广，都将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而通过中国传统冰雪文化

和冬奥冰雪文化的对话、交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会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4 结语

传统冰雪运动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冰雪

运动不只是一种运动形式，还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中国传统冰雪文

化，还是冬奥冰雪文化，其内在特质和文化价值虽然会因时空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样态，

但作为与人们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运动文化形态，都蕴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人们的智慧和追

求。2022 年的北京冬奥会，将通过东西方冰雪文化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世界不

同形式冰雪文化的盛宴，让更多的人亲身体验注重人性自然表达的中国传统冰雪文化，让更多人

亲身感受和欣赏注重人性竞技潜能展示的冬奥冰雪竞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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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al Winter Sports Culture to Winter Olympic Game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CUI Le － quan1，2，ZHANG Hong － xia2

( 1．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Beijing 100763，China;

2． Binzhou University，Binzhou 256600，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discussed how does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inter sports culture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from all asp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based on re-
valuing Chinese traditional winter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analyzing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winter sports culture in China，mainly using documentation sources and comparison method．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winter
sports culture is to create a new chapter of two sports culture integration，constructing a modern global
winter sports culture，giving new connotations to the world winter sports culture，giving new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rising skiing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nly by doing so，can more people enjoy the world’s winter sports culture feast in all different
forms，can more people experience the people orientated and nature focused Chinese traditional winter
sports culture，can more people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 the human sports potential focused winter O-
lympic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winter sports culture; modern winter sports culture; Winter Olympic Games cul-
tur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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