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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河北省冰雪运动会越
野滑雪和滑轮比赛，我都参与了
裁判工作。回顾起来，可以说河
北冰雪运动一年一个样，发展速
度真是太快了！”12 月 27 日，天
津体育学院副教授于明岩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越野滑雪项目国际级
裁判，于明岩本月初刚刚执裁了
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
际杯。北京冬奥会时他将执裁
越野滑雪、北欧两项两个项目，
北京冬残奥会时也将执裁残奥
越野滑雪项目。每届省冰雪运
动会我省都会邀请一些高水平
省外裁判执裁，于明岩连续三届
在列。

“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
滑轮比赛是在田径场进行的，
越野滑雪比赛使用的是冬季两
项比赛场地，有的越野滑雪选
手居然带着高山滑雪的雪板来
参赛。”于明岩回忆说，“到了第
二届，滑轮比赛就在专业场地
进行，越野滑雪比赛安排在国
家越野滑雪中心，参赛选手的
装备也更专业，比赛成绩普遍
提高。”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在涞
源县举办，于明岩认为，这说明
河北的冰雪场馆建设发展很快，

“卡脖子”的“去哪儿滑”问题得
到解决，夯实了冰雪运动快速发
展的基础。

接受采访时，于明岩正在赶
往邯郸，准备为即将开班的河北

省越野滑雪裁判培训班授课。他
说，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越野
滑雪项目裁判大部分来自省外，
只有少量省内裁判，且分散在辅
助岗位。第二届河北的属地裁判
大幅增加，经过赛前培训，执裁水
平明显提升。“本届运动会，越野
滑雪和滑轮比赛大部分裁判来自
河北，且能独当一面了。”

量质齐升的冰雪场馆，遍地
开花的赛事活动，日趋完善的竞
赛组织，不断雄厚的人才储备，
河北冰雪运动的这些发展变化，
都让于明岩赞叹。“河北冰雪运
动水平节节高，不仅体现在比赛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众冰雪参
与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他说，这
对执裁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所
以要不断学习培训。

12月27日，在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
科研基地举办的河北冰雪产业展现场，M3
滑雪板、冰刀鞋、VR滑雪模拟器、VR滑冰
模拟器、沉浸式智能滑雪训练器、冰雪场
馆防护垫等产品引起了参观者的兴趣。

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冰场防护垫，是供应北京冬奥会的产
品。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和花样滑冰项目移动式安全防护垫
供应商，前不久，他们收到了北京冬奥组
委体育部转发的国际滑联来函，称该产品
在测试赛中成功应用，“国际滑联确认在
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继续使用该安全防
护垫系统”。

冬奥会供应商的“金字招牌”，为企业
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我们生产的防护垫
今年的销量较去年增长了 30%。”该公司
负责人杨计军介绍，如今该产品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70%以上。

看好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国内冰雪装
备市场需求，杨计军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2020 年 7 月和黑龙江一家企业联合研发
了一款浇冰车，一上市就售出十几台。据
了解，该公司的冰雪装备产品如今已扩展
到冰场、雪场防护垫，浇冰车、冰球板墙以
及雪场防护网、网杆等。

展览现场，一款形似电话亭的智能滑
雪训练器也颇吸睛。这款新型滑雪训练

装备由河北威尔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
河北大学联合研发，集健身、训练、模拟、
互动、数据分析于一体，是国内首个自主
研发的沉浸式智能滑雪训练器。

“我们已获得 3 项实用新型专利，今
年 5 月还通过了 2021 年河北省科技冬奥
专项立项。”该公司负责人杜志虹说，由于
趣味性和模拟性较强，该产品今年9月一
经推出就预订出去好几台。

记者发现，借助北京冬奥会契机，我

省冰雪装备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势头越来
越好。

在“冰雪大篷车”推广活动中经常使
用的 VR 滑雪模拟器也来到了展览现
场。生产厂家——位于邢台的河北盛世
博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宇童告诉
记者：“我们生产的 VR 滑雪模拟器已经
更新了三代。由于第三代产品已销售完，
这次只能带第二代产品来参展。”

这款滑雪模拟器旁边还多了个新“伙

伴”——VR滑冰模拟器。“这款产品是今
年七八月份刚研发出来的，目前还在推广
阶段，但已经有了二三十台的销量。”陈宇
童介绍说。

“离雪场近，就是离市场近”。我省冰
雪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一些冰雪装备企
业向北京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张家口聚
集。展览现场，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
备产业园内企业生产的M3滑雪板、至山滑
雪服、宏威轮滑鞋以及冰刀鞋等产品，引人
注目。

致力于打造国家冰雪运动装备制造
基地，张家口规划建设了高新区冰雪运动
装备产业园、宣化冰雪产业园两个规模较
大的冰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区。截至今
年12月15日，该市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
目97项，总投资373.28亿元，落地项目79
项，投产运营项目41项。其中，高新区冰
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已累计签约天冰冰雪
设备、法国 MND 等冰雪类项目 48 个，计
划总投资45.29亿元。

“接下来，我们将借力北京冬奥会、建
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等机遇，积极推动
一批优质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计划2022
年新引进冰雪产业项目不少于5个，确保
15家以上生产性企业落地投产。”张家口
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相关负责人
表示。

12 月 27 日上午，还不到 8
时，毕珈宁就早早地来到运动员
驻地，认真核对要接待人员的行
程单，还不时给前来咨询的人指
引方位。毕珈宁是涞源县民用
爆破器材专营公司的一名员工，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志愿者，承
担各市代表团接待工作。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志愿
者共149名，主要为赛会提供礼
宾接待、交通引导、医疗卫生、观
众服务、抵离服务等志愿服务。”
共青团涞源县委副书记赵博介
绍说，涞源县自今年 11 月开始
招募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志愿
者，社会各界报名踊跃。最终，
他们从300多名青年学生、企业
职工、党员干部、城乡群众中精
心选拔出一批志愿者，并开展了
多次培训。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是为
北京冬奥会预热升温、暖场助力
的重要赛事。我们很庆幸能被
选中，为赛会服务，为冬奥助

力！”毕珈宁说，她所在单位的
30名同事同时入选省第三届冰
雪运动会志愿者。大家头一次
当志愿者，就能参与省级冰雪赛
事的志愿服务，感觉格外振奋。

经过严格培训后，从省第三
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前四五天，毕
珈宁他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志
愿服务准备工作中，制作接待人
员表格，了解运动员行程、乘车
方式、饮食禁忌，为他们提前安
排住宿、联系车辆等。

赛会期间，由于时间紧凑、
接待任务繁重，毕珈宁他们常常
要从早上8时一直工作到晚上9
时，但大家毫无怨言，而是“累并
快乐着”。他们纷纷表示，能为省
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提供志愿服
务，为本届运动会成功举办尽一
份力，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

“以后我还要经常参与志愿
服务，不断积累经验，希望有朝
一日，也能成为冬奥会等重大赛
事活动的志愿者。”毕珈宁说。

产品更多 企业更多

我省冰雪装备产业蓄力腾飞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志愿者：

为赛会服务，为冬奥助力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越野滑雪项目国际级裁判于明岩：

河北冰雪运动水平节节高
河北日报记者 张 镜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在涞源激情上演时，
在涞源湖公园，每天晚上的冰雪运动文化灯会
也吸引了不少人。这个灯会将民间传统花灯工
艺和冰雪运动、冬奥项目相结合，为群众带来一
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冰雪运动
的兴趣。

传播冬奥知识，普及冰雪运动，很重要的一
点是消除群众的“陌生感”“距离感”，将“要我
学”变成“我要学”。将其与民间文化“嫁接”，让
冰雪运动穿上人们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民俗
文化或艺术形象“外衣”，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无疑更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兴趣，有利于冰雪运
动“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实，这方面有成功经验可循。将于明年
1月15日上映的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就集
合了孙悟空、葫芦娃等众多中国知名动画角色，
讲述他们与“冰墩墩”“雪容融”围绕冬奥村开村
仪式展开的故事，想来就令人神往。在我省，武
强年画也已与冬奥和冰雪元素牵手，一幅幅传
统年画中融入了“雪如意”和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等，润物无声
地宣传冬奥，很受欢迎。

文化是基础、是灵魂，冰雪运动要长青，无
疑也要根植于文化沃土。推广普及冰雪运动的
方式不能是单调的。将其和地方戏、年画以及
动画等文化元素相结合，有助于快速大量“圈粉
儿”，吸引人们从“知其然”开始，进而产生“知其
所以然”的愿望和行动，切实增强“黏性”。如
此，也就涵养起了冰雪运动普及发展的源头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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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国际级裁判、天津
体育学院副教授于明岩。（本人
供图）

12月27日，保定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暨冰雪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涞源七山滑雪度假区举行，现场设置了“冰雪进家庭”“冰雪进校园”和大众滑雪
等展示区，组织了冰雪房车游、特色美食和民俗展演等活动。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期间举办的省
冰雪运动展上，一个消息格外让人振奋：
截至今年12月15日，全省参与冰雪运动
群众已达到3000万人。

成绩来之不易。连续举办三届冰雪
运动会，我省及各地为持续扩大冰雪运动
覆盖面和参与度出了很多实招。北京冬
奥会越来越近，如何进一步点燃燕赵大地
的冰雪激情，喜迎冬奥、助力冬奥？

大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吸引更多群众参与

徐水舞狮、定兴舞龙、涞源大鼓、保定
空竹……12 月 27 日，保定市第三届冰雪
运动会开幕式暨“喜迎冬奥冰雪嘉年华”
在七山滑雪场开幕。此次活动设置大众
滑雪区、亲子体验区和冰雪赶大集三个区
域，突出当地文化特色，开展系列冰雪体
验活动，激发了当地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

“你看，现场光保定滑雪高手就有400
多名。”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程艳霞指着
一个个在雪道上飞驰的身影说。

冰雪嘉年华是我省各地吸引群众了
解和参与冰雪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记
者了解到，承德、秦皇岛、保定等地的冰雪
嘉年华连续多年举办，充分发挥其集冰雪
运动体验、本地文化推介等多重功能于一
体的特点，把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尚未
参与过冰雪运动的群众带进冰雪世界。

“第六届‘秦皇岛之冬·欢乐冰雪季’
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即将开幕，将持续到
2 月底，依托秦皇岛 30 余处冰雪运动场

所，开展40余项大众真冰真雪赛事活动，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为北京
冬奥会助力。”秦皇岛市体育局冰雪专班
负责人张聪明说。

张聪明介绍，为进一步推进冰雪进校
园，近年来秦皇岛市筹措经费700余万元，
组织17万名大中小学生免费参加冰雪运
动体验教育活动。今年又筹措经费60万
元，组织15000名中小学生到真冰滑冰馆
体验。同时，在新媒体平台开设“港城冰
雪”推广账号，录制微云课100期，以特殊
寒暑假作业的形式开展冰雪运动“微云
课”，截至12月20日，抖音平台观看量已
达97.5万次。

今年，我省强力推动冰雪运动下沉基
层，充分利用“冰雪大篷车”巡回推广体
验、社区冰雪运动会和公园、商场、企业门
店冰雪运动体验活动，持续带动更多群众
参与冰雪运动。

12 月 26 日，涞源县第一届社区冰雪
运动会在该县御湖盛景小区举办。现场，
来自30个家庭的家长和孩子们进行的轮
滑亲子游戏“火车穿山洞”吸引了不少人
的目光。

据了解，我省各地社区冰雪运动会很
多采取类似趣味性强的亲子运动，有效带
动家庭和社会成员参与。近期，正定县从
长乐门冰雪嘉年华、塔元庄冰雪嘉年华、
新城铺冰雪嘉年华团购门票4.56万张，免
费发放给本县中小学生，每个学生可邀请
家长一名同往，以推动“小手拉大手”。

推广普及冰雪运动，人才是关键。“3
年来，我们每年培训冰雪社会体育指导员
400人，截至目前已培训了1200人。”保定
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孟英利说，该市采取

跨界选拔的方式，从武术、田径、游泳、轮
滑等项目中选拔优秀人才，作为冰雪社会
体育指导员进行培训，参训人员全部掌握
了滑雪、滑冰技能。

开展真冰真雪赛事活动

浓厚喜迎冬奥氛围

截至目前，我省共建设滑冰馆202座，
实现了县县都有室内滑冰馆；建成各类滑
雪场馆109个，冰雪场馆总数跃居全国首
位，为冰雪赛事活动举办提供了有力
支撑。

“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我省普及推
广冰雪运动将向更高质量发展，狠抓真冰
真雪赛事活动。”12 月 27 日，省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各地将充分利用现有
真冰真雪场馆，或通过室外浇冰方式建设
季节性真冰场，让更多群众在真冰真雪场
地参与冰雪运动。

“已举办的保定市‘迎奥运真冰真雪
体验季’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本雪季结
束。”程艳霞说，活动期间，保定市各县
（市、区）真冰真雪场馆由当地教体部门统
一安排，对本辖区内中小学校轮流开放，
开展冰雪体验活动。寒假期间，各中小学
校可组织学生到真冰真雪场馆举办冬令
营活动。

另悉，保定很快将开展免费赠送学生
体验冰雪门票活动。该市将在全市中小
学生中进行冬奥冰雪知识答题活动，答题
得分90分以上者，赠送滑雪门票1张。涞
源七山滑雪场、易县狼牙山滑雪场、涞水
野三坡滑雪场，将各拿出10万张滑雪学生

门票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衡水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素芳表

示，该市依托新建的17座室内滑冰馆，鼓
励引导室内滑冰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
开放。今年为衡水市气膜滑冰馆争取运
营专项补贴31万元。接下来，该市还将进
一步加大滑冰馆公益性开放力度，让更多
群众走进真冰场。

为进一步解决“谁来教”的问题，各地
接下来还将持续培训冰雪社会体育指导
员。其中，邢台市将举办10期以上滑冰、
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继续培养冰
雪社会体育指导员500名以上；廊坊市将
组织体育教师和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滑
雪培训班2期、滑冰培训班4期，全市每个
县（市、区）组织体育教师、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真冰真雪培训 2 期以上，每个县
（市、区）至少培训150名冰雪社会体育指
导员，全市培训人数达到3000人。

伴随着我省冬奥文化广场、冬奥文化
公共设施和冬奥社区如期投入试运行，它
们将成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
间群众观赛，开展城市文化体育活动、冬
奥主题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冬奥展示等的
重要阵地。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期间，秦
皇岛市将在冬奥文化广场同步举办40多
场城市文化体育展示活动，让群众体验越
野滑雪、VR滑雪、滑雪训练器、陆地冰壶、
桌面冰壶、轮滑、轮滑冰球等冰雪项目，为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助力。”张聪明说，春节
期间，秦皇岛将在冬奥文化广场举办以冰
雪运动为主要内容，结合年俗、灯会、庙会
等活动的春节文化活动，浓厚喜迎冬奥
氛围。

点燃冰雪激情 喜迎冬奥盛会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展览上陈列的冰雪运动装备。 河北省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