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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9 年出现在日本的冬季竞技赛事“雪合战”，依托赛事成立的地区性组织，目前

已成为14个会员国组成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并且以进入冬奥会比赛项目为发展目标。该

项赛事发源于日本北海道地区，由民间游戏打雪仗改良而成，发展至今规模不断扩大，影响

力不断提升，对于我国冬季群众体育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通过体育史学回顾

整理、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等方法，以体育文化视角，深入日本北海道壮瞥町进行调查，对

国际雪合战赛事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归纳出该项赛事的国际化发

展、多元化财政、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观光化模式带动区域发展等特征。以此为基础，总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冬季体育文化的作用，冬季群众体育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和

“边缘”区位的“主体”意识等促进我国冬季群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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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89, a winter competition named“Yukigassen”was born in Japan. Till now it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single sport organization(JYF) with 14 state members, and it

plans to become an event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competition originated from folk

games and snowball fight in Hokkaido, Japan. The scal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improved. It has certain referencing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ss winter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culture, this study used the litera‐

ture review of sports history and field work of sports anthropology as the main methods, and

conducted several practical investigations in Hokkaido, Japan. Focusing on the background, de‐

velopmental process and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of the competition, the study summa‐

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iversified finance, flexible use of cultur‐

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sports culture, multipl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mass winter sports, and dominative awareness of marginal sports, which can provide inspira‐

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ss winter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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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北海道昭和新山国际雪合战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port Yuki‐

gassen，IAY）第八次理事会上中国正式成为会员国加入该组织。2016年初，雪合战赛事

作为新兴冬季体育活动已进入我国，在北京、吉林、河北、江苏、广东等地开展了活动。

2017年初，由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组成的队伍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国际雪合战大赛。同

年，IAY和日本雪合战协会的官方网站在显著位置发布口号“将雪合战发展为冬奥会比

赛项目！”虽然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并未纳入雪合战赛事，但经过 30多年的

发展和传播，依托赛事成立的地区性组织，已发展为 14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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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组织，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参与者前往北海道。雪

合战赛事是如何产生的？以何种形式进行传播？又如何

吸引了广大群众的持续参与？这些问题值得关注。由于

该项赛事发端于日本，国内有关学术文献目前鲜有记载。

日本方面，永木耕介（1995）研究了北海道地区冬季儿童

体育游戏，其中对该地区冬季儿童体育游戏的形式及构

成进行了统计性介绍。松野光范（2013）通过社会学城镇

化发展对雪合战赛事起源地壮瞥町进行研究，分析了雪

合战赛事的出现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影

响。此外，有关日本雪合战的内容更多的集中于新闻报

道和媒体宣传层面。

本研究以体育人类学和体育史学为基础，3 次前往日

本北海道进行田野调查，收集雪合战赛事相关资料和信

息，探究日本是如何将一项世界范围内冬季普遍存在的

民间游戏“打雪仗”，改造为国际化竞技体育赛事“雪合

战”，探求其包含的历史、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通过社

会学城镇化发展、多元一体格局、文化传播等视角，结合

体育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关系，分析、归纳雪合战赛事

的传播特征。

1 从民间游戏到竞技赛事的日本雪合战

1.1 竞技赛事雪合战诞生的背景

1.1.1 基于文化认同的名称由来

日本冬季民间游戏雪合战与流传于各国的民间游戏

打雪仗在形式上一致。从词源角度雪合战的英文名称在

翻译过程中没有使用传统的“Snowball Fight”或“Snowball

Match”，直接使用了日语发音转化成英语的“Yukigas‐

sen”。“雪”在日语汉字中指自然降雪，“合戦”的日语解释

是：会战，对战，敌对双方交战的意思。语言符号在文化

传播过程中是处在核心地位的传播媒介，一个民族或国

家因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标志着自身的文化特征。

人类学家 Kluckhohn（1944）表示：人类文化如果没有语言

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手势、穿着、徽章等都可以传递信

息，但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特殊性的载体（Haviland et al.，

2004）。从人类学角度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即本民族区别与他民族文化的特征。此外，日

本体育史学界在 1964 年整理的史料，将历史流传的竞技

活动、民间体育、儿童游戏，按公家体育（由宫廷或有组织

机构负责开展）、庶民体育（群众自发开展）、儿童体育（青

少年儿童趣味游戏）3 种形式进行了分类统计，雪合战被

列在了庶民体育和儿童体育，属于自发性开展的体育游

戏（富木 謙治 等，1964）。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出发，

观察雪合战竞技化发展，使用日语作为翻译，利于对传统

文化进行保护，树立独特的文化形象，为雪合战赛事国际

化发展确定了文化属性。

1.1.2 基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求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召开，1968 年日本超越了德国成

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

口减少和老龄化成为日本面临的重大挑战，日本总人口

从 2008 年的 1.28 亿人，减少到 2014 年的 1.27 亿人。根据

联合国定义，一个国家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

21%，表明该国家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日本在 2007 年

就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预测数据提示，到 2030 年

日本高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1.6%，到 2040 年日本将有

896 个市町村将因人口减少而消失（日本地図，2016）。面

对人口问题的严峻考验，壮瞥町政府按照 1978 年（昭和

53 年）颁布的壮瞥町宪章中：保护环境，促进农业与观光

业发展，推广文化与和平发展，促进健康与体育生活，面

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等 5项核心内容组织探讨，寻求新的

发展出路（壮瞥町官方主页，1978）。1987 年 8 月，当地小

商品制造业、零售业、旅游业、农业、政府工作人员等群体

成立临时检讨小组，讨论如何打破冬季闭塞局面，利用雪

资源打造新的经济模式，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同年 12月，

最终确定以游戏项目雪合战为焦点，设立新的雪合战竞

技赛事。1988 年春季，包括体育学者、滑雪运动员、裁判

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小商品制造业、零售业、旅游从业

人员等组成了“雪合战规则制定委员会”。经过 1 年的反

复修改，最终在 1988 年年底完成了第 1 部雪合战竞技规

则。1989 年 2 月 25—26 日，由 70 个队伍参赛的第 1 届昭

和新山国际雪合战大会在壮瞥町举行。

1.2 雪合战规则

雪合战比赛场地长 36 m、宽 10 m，以中线为界分为

2 个半场（图 1）。每队由 10 人组成，分别为：教练员 1 名、

场上运动员 7 名、替补运动员 2 名。比赛场内由 1 名主裁

判和 5～7 名副裁判行使裁判权。此外，每场比赛还会安

排裁判长、场地主管、记录台人员等相关岗位的工作人

员。比赛为 3 节 2 胜制，每节 3 min。比赛过程中出现以

下 3种情况之一即为获胜：1）一节比赛中冲入对方场内拔

出对方队旗；2）将对方运动员全部用雪球击中致使其全

员出局；3）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前两项中任意一项时，所剩

在场人数多的队伍。如果在 3节比赛后出现了平局时，采

取VT（决胜一掷）决胜法，放置 1个目标在本垒上，每队选

出 5名运动员轮流从插旗口后侧向目标投掷雪球，将目标

从本垒击落次数多的队伍获得最终胜利。如仍为平局，

则循环进行，直至决出胜负，与足球比赛中的点球决胜

类似。

2 雪合战赛事的传播特征

2.1 跨文化传播对环境的影响

2.1.1 以广泛传播推进文化认同

1992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 3届国际雪合战大会是

该项赛事第 1 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举办，截至目前，雪合

战赛事在日本（地区）共召开 8届。

举办雪合战赛事的国家（地区）多为冬季项目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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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技水平较高的国家。2013 年 2 月 22 日在日本北海道

壮瞥町，IAY 正式成立。创始会员国有日本、芬兰、挪威、

俄罗斯、荷兰、瑞典、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斯

洛文尼亚等 11个国家。2016年中国加入 IAY，随后 2年泰

国也成为会员国，从而发展成为 13 个会员国的国际单项

体育组织。

文化通过交流与传播让人们产生和扮演不同的文化

身份，从而实现文化认同。体育活动、音乐、仪式、戏剧等

都属于这种交流与传播（Buckley et al.，1995）。文化与认

知和学习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和民族特性对学习能力

的影响要比社会阶层的影响大得多（拉里·萨莫瓦，

2013）。“文化认同 4 段论”进一步阐释了体育的国际化传

播：第 1 阶段是未经审视的认同；第 2 阶段是对强势文化

的顺从；第 3 阶段是对强势文化的抵制；第 4 阶是段实现

不同文化的融合（河崎道夫，1987）。20世纪 80年代，雪合

战以单一国家创造的竞技赛事为起点，20世纪90年代，雪合

战成为吸引世界各冰雪强国关注的新兴运动，但 21 世纪

至今，其国际化发展速率较前一阶段有所降低。雪合战

发展为世界性体育活动的有效路径之一是成为冬奥会比

赛项目。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拉里提出，文化交往通

过新技术与信息、新人口、全球经济 3要素实现（单波 等，

2005）。现代体育的发展无疑是新技术与信息领域的组

成部分，通过动态传播的过程实现体育文化的交流，而体

育运动可以使人们获得“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尤其是

在文化多元化集聚发展的今天，推动跨文化传播，正成为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的关注焦点，体育的参与性特征在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1.2 以冬奥会为目标提升赛事规格

截至目前，除北海道外，日本已有 2/3 的地区成立了

雪合战组织。国际雪合战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堀口一夫在

采访中说：“很开心雪合战赛事能够得到国民的认可，如

果可以形成国民化的冬季体育赛事，我们将会把目标锁

定在成为冬奥会比赛项目上。”2017 年，在日本雪合战联

合会（Japan Yukigassen Federation，JYF）及 IAY的官方网站

上设计出了期待加入冬奥会的标语。以 2022北京冬奥会

为契机，雪合战赛事在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做出调整，

将裁判员制度等级化，推进赛事进一步专业化。2017年 9

月，国际雪合战执行委员会开启建立国际雪合战联合会

（World Sports Yukigassen Federation，WSYF）的工作，力图

成为符合国际奥委会规范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林

匹克宪章》规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会应在保持与奥林匹克精神一致的前提下，在全世界进

一步发展该运动项目，致力于实现《奥林匹克宪章》中确

定的目标，传播奥林匹克主义和普及奥林匹克教育，在奥

林匹克运动中负责其所管辖运动项目的技术性工作。联

合会的定位凸显出雪合战更加国际化和标准化的组织形

式。在宣传雪合战进入冬奥会方面，WSYF推出了契合奥

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精神的口号：“让更多的人认

识，让更多的人分享乐趣，让更多人获得交流的机会”（雪

合战规则制订委员会，2018）。奥林匹克作为当今世界规

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对传播现代体育思想、推动竞

技体育改革、普及大众体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多元化财政支持

早期雪合战执行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壮瞥町商业、观

光业、建筑业及公务员等多样化群体构成，资产无外界支

持。赛事组织机构当中的管理人员多为当地民营企业

主，他们为赛事的发展投入了大量财力。2009年，日本体

育振兴会对北海道国际雪合战大会提供经费支持，缓解

了赛事举办的经费压力。同时，多家日本知名企业开始

对雪合战进行赞助。随着经费逐年递增，推动了雪合战

赛事规模扩大，影响力提升。赛事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

完善的经费和赞助商支持体系（表 1）。

2.3 注重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01 年北海道首次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昭和新

山国际雪合战大会列入北海道首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文化保护还体现在体育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网

络游戏设计公司、智能手机程序开发公司、动漫设计公司

等新媒体和智能产业纷纷将视线对准雪合战，赛事为这

些领域的开发提供素材，通过技术加工制作雪合战智能

手机游戏软件，推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另外，在传播雪合

战赛事的社会化推广方面，有效利用了日本特有的部活

文化。“部活”日语为“ぶかつ”，指以学生社团为单位自行

图1 雪合战比赛场地图（雪合战规则制订委员会，2018）

Figure 1. Venue Map of Yukigassen

注：括号中的数据表示儿童组比赛场地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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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开展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项活动。部活文化最早出

现于 1941 年，日本各地校友会为配合文部省训令，对“学

校报国团”进行改编，早期以军事体育训练和国防为目

的，二战结束后，各学校的部活现象逐渐减少，甚至停摆。

战后日本在教育体系中全面否定了军国民主义的教育思

想，自由化、民主化的部活现象得到推广。1964年东京奥

运会的举办，全面复兴了日本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的部

活文化，至 20 世纪 90 年代，部活文化已成为日本公共体

育的特色和自文化代表。雪合战赛事从最初 70支参赛队

伍，到 1991 年参赛队伍首次超过了 100 支；1995 年第 7 届

国际大会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 2 万人（图 2）。目前，北海

道等 7 个地区均设置了雪合战部活组织，覆盖了日本 2/3

的国土面积。

文明是一元的，文化是多元的（孙大光 等，2013）。美

国哈佛大学皮迪博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

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资料显示，到 1952 年世

界范围内就有关于文化的 164条定义，体现了人类对于文

化的多元化理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保护和开

发。在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下，世

界各国格外重视文化保护工作。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现象

之一，在全球化作用下，跨文化交流已形成趋势。Sahlins

（1972）提出了“原初丰裕社会”概念，通过长期田野调查

指出原始社会人类每天仅利用 2～3 h 时间劳作，其余时

间均用来休息和嬉戏的生活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

代社会人们可支配时间减少，更加期待体育运动带来的

娱乐和回忆价值。雪合战赛事与打雪仗游戏形式上一

致，流传于世界各地，且趣味性强，人群参与度高。心理

学家 Tansey 等（1989）从“共情”角度出发，提出了实现共

情反应的 3 个阶段，其中第 3 个阶段是发展共情感，促进

沟通及感觉分享，并能通过体验活动提高对自身的赏识

程度。打雪仗作为世界范围内冬季体育文化资源，有良

好的认知和认同基础，便于文化传播与融合，由此可以建

立共情社群（杨珈瑛，2017）。通过共情社群中共同志趣、

多元一体发展、良好运营及管理 3 个要素发挥作用，最终

实现文化认同，从而推进社区发展。由此，本研究建立了

雪合战文化传播作用社区发展的关系模型（图 3）。

2.4 构建体育与观光化的“体验经济”模式

观光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是雪合战赛事的初衷。截

至目前，北海道国际雪合战大会与 10 家旅游企业签订了

表1 2014－2018年国际雪合战大会经费主要来源及赞助商

Table 1 List of Main Funding Sources and Sponsors of International Game of Yukigassen in 2014-2018

行政部分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费来源

日本体育振兴会

日本体育振兴会

日本体育振兴会

日本体育振兴会

日本体育振兴会

经费名称

日本体育振兴基金

日本体育振兴基金

日本体育振兴基金

日本体育振兴基金

日本体育振兴基金

金额

/万日元

（人民币万元）

192（12）

213（12.6）

254（15）

360（22）

360（22）

赞助商部分

赞助商

日本航空公司

朝日啤酒公司

NEXCO东日本公司

神户眼科医院

洞爷湖温泉观光酒店

赞助

内容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赞助商

ASICS体育用品公司

丰田汽车札幌分公司

北海道机船渔业协同

联合会

道南观光摄影公司

赞助内容

雪合战赛事服装

不详

不详

赛事活动拍摄

注：信息来源于日本体育振兴会及 IAY官网主页。赞助内容不详主要因该部分资料涉及赞助协议条款约束，无法向外界透露。

图2 雪合战大会历年参与人数与队伍统计

Figure 2. Participants and Teams in the History of Yukigassen

图3 雪合战文化传播作用社区发展关系图

Figure 3. Relationship Model Diagra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Yukig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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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接受壮瞥町观光协会和壮瞥町经济环境科观

光室的政策指导。在旅游市场开发方面，壮瞥町与日本

大型旅游企业 JTB 公司合作，将每年雪合战赛事融合旅

游产品进行推广。如 2019 年第 31 届国际雪合战大会确

定比赛日程后，JTB 公司结合雪合战赛事设计了 2 天的北

海道体验游产品，同时将该产品对东南亚市场投放。对

前来壮瞥町的游客，组织方提供了免费观赛和体验观赛①

等机会，并提供壮瞥町及周边商店、餐厅、观光场所的优

惠券，通过体育与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带动地区发展。

冰雪与旅游的紧密结合，推动二者融合发展，再加上

旅游市场对冰雪产品的需求导向，以及冰雪产业多样化

发展，促进了新型产业形态的出现，冰雪旅游成为产业融

合的新类型（李在军，2019）。“对蔬菜的生产和消费来说，

当农民种菜并自给自足或销售时，这是农业经济；在工厂

或大棚中不受季节制约生产蔬菜并销售时，这是工业经

济；当饭店用蔬菜为顾客提供饮食服务时，这是服务经

济；当顾客买菜并进行野餐，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享受时，

这就是体验经济”（Pine，1998）。这种形象的表述让人们

清晰地认识到，体验经济满足了人们不断提高的生活追

求，即“个人需求”层次的上升。

北海道壮瞥町地域狭小、资源有限、人口问题突出，

并伴随定期自然灾害②的影响，只有在“筷子效应”的作用

下才能实现优势扩大化和能量爆发。该地区冬季滑雪市

场火爆的现象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机会，利用冰雪资源创

立的雪合战赛事，将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有机联系

起来，以“体验经济”的形式呈现，迎合了体验经济互动

性、不可替代性、高增值性的特征。

19 世纪，英国首先出现了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的分

化，业余体育即大众休闲体育，与观光旅游结合较为密

切。进入 21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大众旅

游时代也随之而来，体育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体育

人类学近年来也开始关注民族传统体育观光化问题，随

着文化变容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各国各地区独有的体育

文化被发掘和利用。

北海道国际雪合战赛事与观光化相结合显得独具特

色：1）普遍性。雪合战赛事取材于流传世界的民间游戏，

而非日本独有的传统体育文化。2）交叉性。雪合战赛事

的创编目的是为当地社区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素材，而

非单纯推广体育活动。3）立体化。点线面效用显现，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雪合战赛事以发展地区经济为目标

设立，同时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并将赛事向世界传播

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带动各地建立雪合战团体和组织。

4）体验性。体育活动的竞争性、趣味性、不确定性等特

征，能够极大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探索，与冬季旅游相结合

带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发挥体验经济的效用，为区域发展

提供新动力。

3 雪合战赛事对我国冬季群众体育发展的启示

3.1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冬季体育文化进行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是以传统文化思想为

根基，从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并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

为旨归。与夏季体育活动相比，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稍显

滞后。究其原因不能都归结为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等客

观因素，更应该注意到我国对于冬季体育文化的发掘与

创新力度不足等问题。日本正是将游戏打雪仗，进行规

则化、普及化、国际化创新发展，最终形成了竞技赛事。

在我国东北、华北地区，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自

治地区，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其中也涵盖了与周边

国家文化互通的资源，在冬季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上可

以深入挖掘。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冬季体育文化可进

一步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进行开发和保护。而这

些工作仅依靠政府难以落实与推进，还需要社会力量多

方关注，共同推进冬季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

3.2 建立冬季群众体育多元一体格局

北海道是日本出现老龄化、少子化现象较早的地区，

还伴随着大批青年向外迁移。针对人口问题日本文部省

于 2006年颁布了“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内容主要包括：提

高国民身体素质、培养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发掘奥林匹

克人才、建立健全人格等。由此，雪合战在布局上以北海

道壮瞥町为中心，向内，对日本各地区推广，向外，以北海

道滑雪资源和旅游观光资源吸引国际关注，并建立了多

样化人才培养机制。

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冬季体育项目往往以配合地

区活动而开展，冬季体育旅游活动在开展和推广方面缺

乏科学指导与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究其根源是经济

形式单一、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自我约束力不足等诸多

深层问题。在体育文化发展方面可借鉴费孝通先生著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一体”的思路，以社

会多元力量和资源，丰富体育文化内涵：1）“一体”建设，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核心地位，

集中民主意识，有效推进资源分配，通过全局视角，集中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2）培育多元发展格局，充分调动社

会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让有能力、有意识、有担当的人

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3）借助政务公开体

系，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积极响应，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制

度，推进管理体系科学化、完善化；4）体育文化具有实用、

社会、教育、传续、情感等 5 大功能，应充分发挥体育文化

的多重属性，促进体育和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建立社会主

义新型社会关系。在政府带动下，利用产学研平台激活

体育旅游产业新的资源，创新体育旅游市场，为体育旅游

①免费观赛：让观者免费观看比赛；体验观赛：体验及观赛，让观者

免费上场体验雪合战赛事，并观看比赛。

②自北海道壮瞥町据有记载以来，每间隔20年当地火山就会喷发

1次，从无例外情况，故为定期出现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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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的氛围（袁园媛 等，2018）。多部门协调联动，建

立完善、有效的推进机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投入和支

持，充分发挥我国“多元一体”的优势作用。

3.3 培养“边缘”区位的“主体”意识

日本作为率先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多年前

就着手建立应对措施和补偿机制，雪合战的主办地北海

道正是应对这一问题的现实样本。松野光范（2013）将雪

合战归类为边缘体育（marginal sport），指出边缘体育面临

着被遗忘，被主流体育所吞噬的可能。国际雪合战的案

例成为边缘区位、边缘体育、边缘文化成功发展的典型。

我国东北地区拥有漫长的雪季，近年来，东北各省年

均 GDP 数据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经济增速放缓。

不少年轻人离开本省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东北地区

人口压力逐渐加大，这种现象和北海道地区颇为相似。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但体育活动较形式单一，

以滑雪和滑冰为主。冰雪体育文化和冰雪旅游融合发展

在我国当前休闲体育旅游产业中仍处在边缘地带。要开

发冬季体育文化，发展冬季体育产业，应摒弃“边缘”思

维，培养“主体”意识。20 世纪 70 年代观光人类学诞生，

随之人们发现世界各地在不同时节都有各自文化与观光

化相结合的活动，其中与体育相关的现象较多，观光化的

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发展能力，推动文化复兴。发展不

一定都要定位于大都市，乡村经济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2016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

议时首次提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经济发展

理念，这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思路。利用区位

特征和自然资源，结合人文设计，将边缘地区打造成核心

地带，将边缘文化发展成旅游资源，将边缘体育革新形成

新兴体育文化，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雪合战赛事起源于日本，通过发展和传播成为了国

际化体育赛事，结合冬季体育观光化趋势，以“体验经济”

为表现形式，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

和发挥我国北方冰雪资源优势，以文化为源头建立冬季

体育市场发展新模式，发掘地区振兴的新动能，落实好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和“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发

展目标，是对包括体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各界提出的重大

课题。面对我国冬季群众体育的发展，应以文化为基础、

以创新发展为目标、以科学指导为保障、以全民参与为体

现，推进我国冬季群众体育活动的多样化、普及化和可持

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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