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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木而行”

中华民族自古便与冰雪有着不解之缘，很多
地区具有久远的冰雪运动传统历史文化。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抵御冰雪的
严寒，更学会了利用冰雪、观赏冰雪、嬉戏冰雪，同
时，冰雪也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体系。

从隋唐开始，滑雪技能几乎遍布我国北方的
室韦、回鹘（回纥）、流鬼、拔野古、拔悉弥等各个民
族。室韦人主要居住在嫩江流域，地处大兴安岭南
部，气候寒冷，那里“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室韦人
尚不会耕种，只能靠猎鹿獐、食肉衣皮来生活。在
漫长的冬季，江河封冻，遍地白雪覆盖，在这样的
山野追猎野兽，迫使其发明了一种巧妙的行动方
式——“骑木而行”。“骑木而行”就是脚踏类似于
雪橇的木板在冰雪中行走，木板一般长4尺、宽5
寸，一左一右，系在两脚上。这样不仅可以大大
提高行进速度，而且可以防止陷入沟中，据说
“骑木而行”在冰雪中疾行可以追得上奔马。

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
的黑水靺鞨（女真族的祖先），开始使用“竹马”
在冰雪上滑行。其方法是人站在竹片做成的
“竹马”上，手握一根棍棒，用力一撑就可以向前
滑行十几米。

唐代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拔悉弥族，“以木
为马，雪上逐鹿”，木马即滑雪板，长形或长椭圆
形，前端翘起，用马皮顺毛向后包于雪板的底
面，用绳或带子缚于脚下。下坡时用杖撑动飞
驰；平地行走，用双杖交替刺地，双板交替滑行；
上坡时，解下木马，用手拿着往前走。当时在北
部边疆还生活着一个“木马突厥”部落，从部落
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普遍盛行滑雪的民
族。《新唐书》记曰：“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
列哥、俄支……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
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乘木马驰冰上”较之
“骑木而行”，不仅形象具体，在骑乘舒适度和速
度方面，也有所改进。“以板藉足，屈木支腋”，就
是现代滑雪板、滑雪杖的前身。

“冰床穿梭”

元朝时，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一些民族会
拿着滑雪杖，站在滑雪板上追逐山牛等猎物。
未经过训练的滑雪者可能会在下坡和疾驰时受
伤，而熟练掌握滑雪技巧的人则能飞速奔走。
他们还会将滑雪板连接起来，用来运送打获的
动物，很像雪橇的雏形。元代也称滑雪滑冰为
“骑木”，滑雪板称作“木马”。此时的滑具有了
明显改进：木马底部通常包有狍、鹿等动物的毛
皮以减小摩擦，并配有滑杖。这一时期，一种可
以在冰上进行的游戏——“髀石之戏”非常流
行，冰雪运动向娱乐、竞技方向的发展。

生活在北方的渔猎民族赫哲族聚居地地处
高纬度寒冷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
孕育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冰雪体育文化。赫
哲人捕猎用的工具之一就是滑雪板，板子长五
尺（约1.66米），可在深雪上滑行。手拿着长杆
做雪杖用，有点像划船。赫哲语“托日乞”是指
狗挽的雪橇，俗称狗爬犁，少则一两条，多则七

八条或十几条狗。雪橇构造简单，用两根约一
寸五分粗，长约九尺的柞、榆、桦等硬质鲜木做
雪橇底。雪橇在元代不但是北方人民在冬季日
常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且还成为政府邮驿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普
遍设立“站赤”，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
译音。元代的东北地区辽阳行省管内的驿道共
有十几条，分南线北线，共有站赤120处，其中
“狗站15处，元设站户300，狗3000只，后除绝
亡倒死外，实在站户289，狗218只”。所谓“狗
站”就是因以狗挽雪橇为主要交通工具而闻
名。这些站、户绝大部分为赫哲族的先民。

皮爬犁比赛一直是鄂伦春族少年非常喜爱
的一项体育活动。鄂伦春人经常把野兽皮钉在
爬犁底下，毛冲外，阻力小，滑行快，称之为皮爬
犁。皮爬犁的比赛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比速度，
看谁滑得快；一种是比距离，看谁滑得远。每逢
冬季，大雪飞扬覆盖大地，赫哲族儿童不畏寒
冷，每人一个小爬犁，在山坡上或江的坡坎上，
从高处向下滑降；分坐、卧、立三种姿势，以滑最
远，又不摔倒者为胜，有时也在平地的冰雪上进
行比赛和游戏。

从宋代开始，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方少数民
族的专利。宋代出现了由滑雪发展来的“冰嬉”。
《宋史·礼志》中说，皇帝曾“幸后苑，观花，作冰
嬉”。这时还出现一种专业工具——“冰床”，当时
盛行一种以人力牵拉的冰上游戏，即在木板上铺
上一些垫褥之类的轻软暖和的物件，两三个人坐
在上面，让一个人拉着在冰上飞快滑行。当时的一
些官员以此作为代步工具。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
就曾在沧州目睹过“冰床穿梭”奇观，惊叹之余，他
把这一景象写进了《梦溪笔谈》里。明万历年间，刘
若愚在《明宫史》中记载说：“阳德门外，冬至冰冻，
可拉拖床，以木作平板，上加床或藁荐（草垫子），
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上如飞。”

首届“冰运会”

与宋明时期相比，清朝才真正将冰嬉运动
发扬光大。17世纪崛起于我国东北冰天雪地
的满族一直保持着对冰雪运动的兴趣，最早形
成的满族冰嬉活动形式是“靰鞡滑子”。东北地
区气候寒冷，冬季人们脚穿“靰鞡鞋”，即将铁条
缚之于鞋下，在冰面滑行。据传，努尔哈赤在东
北作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
叫巴尔特虎部落，几次兴兵攻打都未能如愿。
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再次举兵攻打巴尔特虎
部落时又遭到重创，努尔哈赤与众将士商讨对
策派兵增援，可是冰天雪地中前往巴尔特虎部
落的路程有700里，途中还要经过一条河，河水
早已冰冻三尺，这给增援部队带来极大不便。
如果行动迟缓，恐怕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
的部队就已被歼灭。危急关头，一位叫弗古列
的将军自告奋勇要求带兵前去。努尔哈赤虽对
其将信将疑，但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弗古列
“所部兵皆着靰鞡滑子，善冰行，以炮驾爬犁，沿
脑温江（今嫩江）冰层驰往救，一日行七百里。
时城垂陷，满兵至，巴尔虎特尚弗知。及炮发，
群疑兵白天降，围始解”。捷报传来，努尔哈赤
大喜过望，对弗古列给予重赏，同时也开始对滑

冰、滑雪等冰雪运动另眼相看。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后，

天命十年（1625），曾在太子河上举行过盛大的
冰上运动会，男子踢“行头”，女子“跑冰”。满族
人的先祖肃慎人捕获熊、虎、豹等猛兽时，猎人
将动物的头放在树桩上拜谢山神，然后烤食兽
肉，食后要将兽头拿来踢，以尽余兴。后来，熊
头多为被踢之物，此项活动就称“踢熊头”。后
又用熊皮、熊毛缝制成球状物，取代熊头来踢，
所以又可称“踢行头”。
“踢行头”类似足球运动，以高远为佳。场

地画三道线，有三名裁判立于线上。比赛双方
都力争将“行头”踢入对方区域，得分多者为胜。
比赛开始，先由诸贝勒带领家丁，身着八旗棉甲，
脚穿靰鞡，争抢着踢“行头”，踢入界线内者为优
胜。踢了两场“行头”后，努尔哈赤与诸福晋坐到
冰河的中央，观看“跑冰”比赛。首先将参加比赛
者分为两队，每队各十八人，指定起跑地点。银
子事先被分放在十八个地方，头等的给银二十
两，二等的赏银十八两，谁先取到银子就给谁。
在冰上赛跑时，有的人脚下失控，跌倒在地，努尔
哈赤观之大笑不止。随后，努尔哈赤还在冰上
举行盛大宴会，杀牛羊款待参加此次盛会的诸
王贝勒及福晋，直至夜晚才尽兴而归。

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正月初八和十五
日，在盛京城浑河冰上，也连续举行两次冰上娱
乐盛会。故清军入关后，将冰嬉作为“国制”永
存，清室也将此奉为经久不衰的“家法”，并将这
一典制记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之中。

入关后，清政府建立了一支专门溜冰的特
种部队，士兵叫“冰鞋”，教溜冰技术的教练叫
“冰鞋教习”，隶属“健锐营”，并设立了专门领导
机构——“冰鞋处”，统帅“冰鞋处”的官员，叫
“冰鞋大臣”。据清《健锐营·编旗志》载：“健锐
营”共计五千人，每年校阅期（即十、冬、腊、正四
个月），“冰鞋处”从健锐八营选拔1600名（每营
200名）优秀滑冰者，组成“技勇冰鞋营”，直属
“冰鞋处”领导，并组织集中训练，接受皇帝的检
阅。在“技勇冰鞋营”当差，除正常军饷外，还有
柴炭费及冰鞋赏等，收入非常可观，因此，京都及
民间不断有溜冰技艺超群者要求入伍。当时虽
然仅限于在八旗子弟中挑选，但只要溜冰技术
突出者仍可冒用旗籍而被选入伍。比如身怀绝
技的涿州人杨而立，就被破格录取。他所表演
的“撞天钟”技艺新颖，滑冰时左手持弹弓，右手
拿二泥丸，于滑行最快时，俯下身子向后弹射，一
丸刚发，一丸又至，先发未落，后发弹丸已追上前
丸，两丸空中相撞，此时，溜冰速度丝毫未减。此
外，还有能倒溜数丈，创“倒溜”绝技的海英以及
外号“板凳腿”的尚星阶等一批滑冰能手。

皇家冰雪嘉年华

冰嬉的目的，是“习劳行赏，以阅武事”，实质
上是八旗将士在冰上进行军事演习，因此，管理十
分严格，训练异常艰苦。乾隆执政期间，由于乾隆
自己爱好，使得冰嬉运动达到鼎盛。他在位期间，
每年都要举行太液池冰嬉大典，运动项目包括掣
旗滑冰、花式滑冰、蹴鞠、校射、冰上游戏，等等。

每年，当宫中钦天监博士选择好黄道吉日，
冰场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后，冰嬉运动就正式

拉开帷幕。届时，在皇帝所坐的冰床二三里外，立
一张大纛，由御前侍卫率八旗兵队排列整齐，当皇
帝安坐冰床后，立即礼炮响起，滑冰运动员从立大
纛处倾巢而出，似离弦之箭，流星追月一般，银白
的液池内，冰沫飞溅，仿若“硡砰殷麟，杂沓震叠”，
眨眼间就飞驰至皇帝御冰床处。

冰嬉表演项目动作难度大、技巧性高，除对参
加者的体力、速度和技术都有较高的要求外，还要
集体配合才能达到表演要求，因此，必须经过长期
的严格科学训练。其中“摆山子”“一马十三式”两
种技艺类似现代的大型团体操。表演时，左右两
队共100名“冰鞋”，在事先画好的只能容下一人
的纹线之间，按照“万字锦”“葫芦锦”等名目繁多
的花纹组成的图形，整齐划一地表演，有“燕子戏
水”“凤凰展翅”“洞宾背剑”“青龙回头”“白虎摆
尾”等24种高难动作。
“蹴鞠”比赛类似于冰上足球，但却允许手脚

并用，具体的比赛规则与橄榄球相差不大。校射，
也称“转龙射球”，由朝廷在八旗官兵中“照定数各
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于西苑三海验冰习武”。赛
场设三个饰有彩旗的旗门，门上方正中悬彩球，作
滑射之用，特别是在近御座处设旗门，上悬一球，称
为“天球”；下置一球，曰“地球”。参赛者分为两翼，
每翼头目十二名，穿红黄马褂，射球手们随着彩旗
飘扬，奔向旗门，“闪如曳电，疾若奔星”。赛事结束
时，最后执旗者为一幼童，示意为龙尾。

冰嬉比赛不但场面宏大，还设有丰厚奖品，冰
嬉也成了清代皇家冬季里一场盛大的冰雪嘉年
华。相传冰嬉运动过后，乾隆皇帝还经常像孩子
般在雪地上戏耍、打雪仗、堆雪人、塑雪马，继而饮
酒赋诗借以抒怀。

为让冰嬉这一盛大活动能为后人所见，乾隆
还多次命宫廷画家摹画冰嬉场景。现藏故宫博物
院的乾隆时画苑画师张为邦、姚文瀚、福隆安等合
绘的《冰嬉图》，主要画面所展示的是花样滑冰和冰
上杂技，将当时花样滑冰的高超技艺，栩栩如生地
呈现在人们面前：冰上健儿们姿态各异，各显绝技，
鱼贯而行，组成一条巨龙，蜿蜒盘转，非常壮观。

乾隆不仅阅看冰嬉，还常在“三海”坐冰床取
乐。乾隆所乘坐的冰床异常华丽，它用两条厚木
板两端做成向上的翘头，钉上铁条，两板之间用木
制横带固定。上面敷以木板，板上四角立柱，上支
顶盖，翘檐飞角，周围挂上帷幔，上绣十分精细的
龙凤图饰，木板上铺着皮毛，上面再安放紫檀木制
作的坐榻，榻上有貂皮坐垫。这样层层叠叠结构
的冰床，已经和轿子无多大差别，要有八个卫士推
拉才能滑行。这种御制冰床，除专供皇帝乘坐之
外，乾隆也用来孝敬皇太后代步。乾隆十六年
（1751）三九寒天，正值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的花
甲寿辰之期。那时，太后常住西郊畅春园，回宫受
贺，路上难免受寒。乾隆想出个主意，先在冰床中

生起炉火，让崇庆皇太后坐着“暖冰床”，沿长河冰
道行抵高梁桥，再换乘万寿大轿入城进宫。

从皇室到民间

据《乾隆帝起居注》记载，乾隆十七年至乾隆
六十年，乾隆皇帝阅视冰嬉的次数超过150次。
皇帝冬季阅视冰嬉的传统，在嘉庆朝得以延续。
嘉庆皇帝阅视冰嬉的次数也超过100次。乾隆皇
帝生母崇庆皇太后去世以后，乾隆皇帝依据旧制
继续阅视冰嬉，但因“冰嬉”一词具有较强的娱乐
意味，于是将“冰嬉”改称“冰技”。名称改变，在保
留冰嬉盛典作为国家典礼性质的同时，削弱庆典
的娱乐性，由此“冰技”开始取“冰嬉”而代之。

道光年间，清朝国力衰退。道光统治初期，阅
视冰技还能如期举办，但活动规模和影响力都呈衰
退之势。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阅视冰技已经很
难如期举行，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最终在道光十
九年（1839），鸦片战争的前一年，清廷正式停阅冰
技。光绪三年（1877），上海求志书院夏季命题考试
中，《冰嬉考》已经成为“掌故之学”的考试内容。然
而，故纸堆中的冰嬉，于光绪十一年又在太液池上
重现。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的《申报》在《首善纪
闻》中记载了一次活动：“皇上于除夕御紫光阁……
内务府照例备溜冰鞋，报往跋来，驰骋冰上。又在
帐前看掼跤之戏……皆国朝盛典也。”民国年间，曾
经参加过冰鞋活动的滑冰者文实权，曾口述光绪年
间在北海举行冰鞋活动的场景。他回忆，此次表演
是某日在北海漪澜堂，仍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
同观看表演。表演项目包括转龙射球、单人和双人
花样滑等项目。表演之后，按结果发放奖励。文实
权将这次活动称为“滑冰大典”，但从活动进程来
看，此次“大典”更像是清朝主政者的一次自娱自
乐，既没有记录在官方文献中，也没有民间报刊进
行报道，倒是抗战时期，为宣传滑冰是中国的传统
运动项目，才将此事宣传出来。

在皇家冰嬉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冰上运
动却走出宫廷，进入民间。1929年，“三海”不再是
宫苑禁地，中南海辟为公园向民众开放，所谓“天子
当年巡幸地，而今都作滑冰场”。清代八旗官兵中有
颇多溜冰能手也随着大清帝国的灭亡流落民间。据
老北京回忆，20世纪30年代之际，三海冰场上常见
一位银须清瘦老人，名叫吴桐轩，是当年曾在中南海
表演“万字锦”的“冰鞋”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虽已年
过七旬，须发皆白，精神和体力却毫不逊于三十几岁
的人。每到冬天朔风凛冽之日，吴老必穿上八旗兵
护军的制服，足蹬满族传统式冰鞋，到北海冰面上大
展威风，引得群众围观，欢呼喝彩。

除了滑冰，民间流行的冰雪运动还有打冰嘎、
滑冰车、跑冰鞋、轱辘冰等。打冰嘎俗称“打陀
螺”。冰嘎也叫冰尜，木制，圆形尖底，底都嵌铁钉
或圆铁珠，中间有一圈凹刻。玩时，把缨鞭绕在凹
刻处，放在冰上一甩，并不时抽打，冰嘎便飞转起
来。滑冰车，就是人坐在约2尺长方的木板上，下
面钉有嵌入铁条的两根横木，双手紧握冰扦子在冰
车上或坐或站，向前支撑滑行。轱辘冰是流行于满
族妇女中的一种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满族妇
女在冰雪上簇拥翻滚，还唱着“轱辘轱辘冰，不腰
痛、不腿痛”，接着便在冰上互相嬉闹取乐，俗称为
“脱晦气”。据说轱辘冰不仅可以脱去晦气还能消
除百病，直至民国年间《盛京时报》对此仍有报道。

从雪上逐鹿到太液冰嬉

中国古代的冰雪运动
黄金生

在北京冬奥火炬传递故事短片《冰雪之

约》中，热爱冰雪的少年由位于新疆阿勒泰

市汗德尕特乡墩德布拉克的史前滑雪岩画

开启追光之旅，在一次次与冰雪少女的不

断相逢中，体验冰雪带给他的快乐。画面

中出现一群滑雪者身着毛皮大衣、手持长

棍、脚踏雪板向前滑行的场景。细看之下，

他们的滑雪板与我们现在见到的雪板外形

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阿勒泰特有的珍

宝——已有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板。上万

年以来，那些靠力量和速度谋生的阿勒泰

猎人，脚踏毛皮滑雪板，凭借精湛的滑雪技

艺在山间滑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生活

在阿勒泰的邮递员、边防战士依然踩着古

老的滑雪板将邮件送到边远的山村、巡逻

在边防线上。时至今日，用松木板和马的

前腿毛皮制作的毛皮滑雪板还保留在许多

牧民家中，滑雪的形式还保留着双板单棍

式或双棍式。

史料文献多有记载，生活在阿勒泰地区

的先民使用滑雪板。2005年，一幅阿尔泰

山古阿勒泰人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

狩猎的岩画在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墩德布

拉克被发现，岩画所在的洞穴深1.7米，宽

3.5米，高0.8米，在洞穴正上方绘有10个人

物，每个人物弯腰屈膝，手持单杆，脚蹬短

小滑雪板。画面左边4位尤为清晰可辨，动

作与现代滑雪动作基本相同，整个滑雪队

伍自左向右非常有序地呈下凹状弧线排

列。阿勒泰遗迹的推测时间被认为是公元

前一万年左右，早于北欧和俄罗斯地区类

似的遗迹。2006年1月16日，众多滑雪专

家、学者在阿勒泰召开研讨会，证实古阿勒

泰人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开始了滑雪运

动，形成了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阿勒

泰宣言》，宣告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世界滑雪

最早起源地，并确定每年的1月16日为“人

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

《冰嬉图》局部

清末北京城运河冰面上溜冰前行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