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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疆冰雪旅游的现状及开发可行性进行分析，归纳出影响新疆冰雪旅游的影响因

素：淡旺季游客不均衡；交通不便；市场不成熟；缺乏专业人才；宣传力度不够。提出新疆冰雪

旅游发展对策：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大资金投入；树立品牌，提高竞争力；利

用发达的媒体进行宣传；培养相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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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re-

lated tourism in Xinjiang, and summed up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at affect ice and snow related tourism in Xinjiang: 

unbalanced tourist volumes in the busy and slow seasons; inconvenient traffic facilities; immature market; lacking in 

professionals; inadequate promotion power.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related tourism in Xinjiang: exert the regulating functions of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in charge; in-

crease capital inputs; establish a brand to boost the competitive power; promote ice and snow related tourism by 

utilizing developed media; cultivate related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ice and snow related tourism；resource advantage；tourism development；Xinjiang 
 

 
  
收稿日期：2010-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8JA790114)；新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院联合资助项目(XY080244)。 
作者简介：陆军（1968-），男，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冰雪旅游是具有鲜明北方特色的旅游产品，集观

光、健身、娱乐于一身，深受旅游者的青睐，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新疆拥有丰富而质优的冬季冰雪旅游

资源，文化韵味深厚，具备开发冰雪旅游的巨大潜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作为

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优先发展，旅游业已逐步成为

新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成为新疆国民经济中增

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如何充分开发和利用新疆的冰雪

旅游资源，为新疆经济快速发展做出贡献，是一个亟

待解决、意义深远的课题。 

 

1  新疆冰雪旅游开发现状 
1)新疆“滑雪”历史悠久，文化韵味浓厚。 

    早在隋唐时期，阿尔泰山一带就有滑雪狩猎的部

族。唐代将滑雪板称作“木马”、滑雪叫作“乘木马”。

居住在阿尔泰山北的结骨人(又译作“黔戛斯”，其后

人即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居住在贝加尔湖南的拔悉弥

人，都是乘木马狩猎，古文献记载“其国猎兽，皆乘

木，升降山阴，追赴若飞”；“隋时闻焉，在北庭北海

南，黯(结)骨南，依山散居，去敦煌九千里……其人

雄健，能射猎。田多雪，恒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其

状似盾而头高，其下以马皮顺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

如着履屐，缚之足下，若下阪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

即以木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从这

些人群聚居活动的地域来看，不难看出滑雪是与雪地

狩猎相联系的。至今在阿勒泰，蒙古人、哈萨克人，

依然保留着冬日以滑雪板代步的习惯。而更有趣的是，

他们的滑雪板依旧是“土造的”、古老的，人们亲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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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毛滑雪板”。这种仍在被当地人广泛使用的“毛

滑雪板”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木马”等为新疆发展

冰雪旅游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2)新疆冰雪旅游资源开发状况。 

新疆冬季气候寒冷，尤其是北疆冰期较长，从上

年的 11 月到次年 4 月，长达 150 多天，降雪量比较充

沛，许多水库或湖泊冬季冰层较厚。丰富的冰雪资源

和气候条件有利于新疆冰雪旅游资源开发。另外，北

疆许多城市近山地区的坡度较平缓，是冬季滑雪的理

想场所。目前，乌鲁木齐共有上规模的滑雪场 50 余家，

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昌吉、石河子、奎

屯等各城市附近也都有一定数量的滑雪场，接待能力

充裕。南北疆差异较大的气候使得新疆不仅在冬季可

以举办各种冰雪活动，同时还可以举办独具特色的民

俗风情活动，使游客领略有着几千年文化的丝绸之路

神韵。 

此外，新疆冬季气候对开展冰雕、雪雕、冰灯等

活动也十分有利。北疆阿勒泰、富蕴、福海、奎屯等

地每年出现的雾凇、雪挂等冰雪奇观具有很强的观赏

性，冰雪世界里的瑞士风光——喀纳斯也不逊色于其

夏季时的景色。新疆的冰雪资源和气候资源均为冰雪

旅游业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评价，新疆拥有丰

富而质优的冰雪旅游资源。 

 

2  影响新疆冰雪旅游开发的因素 
1)新疆旅游淡旺季明显，冰雪旅游发展滞后。 

    新疆旅游淡旺季非常明显，来新疆的游客绝大部

分集中在每年的 7~9 三个月，这一时期新疆各大、中、

小旅游城市和景点景区游客人满为患；酒店满员，机

票、火车票紧张，难以重负的旅行社也不分昼夜地忙

碌，旅游车、导游没有休息的时间。而进入冬季，游

客十分稀少，丰富优质的冬季冰雪旅游资源没有派上

用场，旅行社处于“一到冬天放长假，来年春天再计

划”的状态。可见新疆的冰雪旅游起步晚，发展滞后，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管是景点、景区开

发，还是冰雪娱乐设施和相关法规等，都与我国东北

地区有较大的差距。来自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1997

年新疆冬季接待游客人数仅 3 万人，收入可以忽略不

计。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疆冰雪旅游是一片空白。发

展滞后的冰雪旅游市场严重影响了新疆旅游业的发

展，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 

2)交通不便限制了游客量。 

    远离内地，交通不便，是困扰新疆冬季旅游发展

的重要因素。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铁路和航空运

输部门尚无法完全满足游客的要求。由于冬季气候寒

冷，北疆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和伊犁地区交通条件

欠佳，大雪封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许多潜在游客

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了出游计划。从疆外客源来看，

疆外冰雪旅游客源主要为上海、广州、北京等东部地

区经济发达、人口基数大、冰雪旅游资源稀缺、出游

意识强的省市。但由于受地理区位置的限制，空间阻

力大，而且春运期间交通压力过大，铁路运输和航空

运输部门尚无法完全满足“探亲潮”的需求，更何况

满足游客的优质、高效、舒适的服务要求，势必削弱

了游客的出游意愿。 

3)宏观调控不到位，缺乏合理的市场。 

近几年来新疆掀起了冰雪旅游热，整体形势是好

的。但是，由于没有加以正确引导和宏观调控，造成

了开发建设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许多开发商不进行市

场调查，盲目进行投资。目前，中小型滑雪场仅乌鲁

木齐南山风景区就有十几个。这些景区从内容上互有

重复，而且滑冰场过多会造成互争客源，很容易引起

游客反感。虽然这些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但是

却迟迟不见相关法规出台。而冬季滑雪旅游大省黑龙

江早在 2003 年就公布了《滑雪场质量等级标准》，该

标准从雪道长、宽、坡度，雪具雪服质量、数量，滑

雪场设备、环境、服务等各方面对滑雪场提出规定，

将合格的雪场按低级到高级的程度归为 S、SS 和 SSS

级，规定省内旅行社只能与 S 级以上的雪场合作接待

游客。 

4)缺乏滑雪旅游开发的专业人才。 

滑雪是新疆冰雪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迅猛发展

的大众滑雪运动需要相应的专业开发与管理人才，无

论是滑雪场的规划、设计，还是滑雪场的经营、管理；

从滑雪器材、服装的生产到使用维护以及滑雪场专用

器械、设备的配置和合理使用等等。伴随着大众滑雪

运动的开展，高水平的滑雪教练更是供不应求。各类

滑雪运动需要的专业人才非常缺乏，这是新疆发展冰

雪旅游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相应的管理工作也不

规范，制约了新疆冬季旅游发展。 

5)新疆冰雪旅游宣传力度不够。 

    在新疆本地人传统观念中，冬季的新疆天寒地冻，

最好的办法就是呆在家里，在对外宣传时也认为夏季

是新疆最适合的旅游季节。许多新疆人平时与内地的

亲戚朋友交流时，如果邀请他们来新疆旅游会强调最

好在夏天，并且有许多业内人士也会这样说。这种习

惯性宣传，对新疆的冰雪旅游发展极为不利，因此要

发展新疆冰雪旅游，必须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提高新

疆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新疆，激发他们来

新疆旅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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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疆冰雪旅游发展对策 
1)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 

冰雪产业是一个以旅游业为主体，一、二、三产

业协同发展，各项效益最佳组合的重要经济综合体，

必须由政府统一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是影响冰雪旅游

产业竞争力最活跃的制度性因素，是一个产业发展的

重要保障。为此，新疆政府首先应制定相应的宏观政

策，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如冰雪旅游产业目

标、投资政策、开放政策等，以促进和保障冰雪旅游

产业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和部门在给予政策支持的

同时要统筹规划，加强对滑雪旅游业的监督，避免盲

目发展和破坏性发展，积极引导其走规范化、科学化

的发展之路。此外，政府还应制定滑雪场质量等级标

准和评定办法，规范滑雪旅游市场等[5]。 

2)加大资金投入，多方面吸纳资金。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对

于地处西部边陲的新疆来说，发展冰雪旅游产业更是

需要更多的资金。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资金

的缺少成了开发冬季旅游的瓶颈之一。因此在发展冰

雪旅游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有关政府和企业单位，通过

宣传吸引商家进行市场化运作，用多种形式筹集资金，

以保障资金充足，才能加大对开展冬季旅游景区开发

的投入，加快创造冬季旅游开发的良好条件，使冬季

旅游有文章可做。 

3)科学定位、树立品牌、提高竞争力。 

随着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中国旅游已进入品牌

时代，打造有价值的品牌是市场活动的关键。新疆要

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冰雪旅游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必然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作为新疆滑雪旅游产业发展

的上级部门应科学规划，选择具有鲜明特色的冰雪旅

游项目，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这样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扩大新疆冰雪旅游市

场的规模，应根据自己的优势，科学定位自己的品牌，

提高竞争力，例如新疆冰雪风情节(丝绸之路冰雪风情

节、天山天池冰雪风情节、喀纳斯冰雪风情节等)虽然

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但宣传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

步开发新的冰雪旅游产品，提供更为全面优质的服务，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4)利用多种媒体和现代化传播工具大力宣传新疆

冰雪旅游。 

新疆在发展冰雪旅游过程中，应针对自身知名度

比较低的现状，利用现有夏季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多

方面、全方位地大力宣传自身的冰雪旅游。目前众多

滑雪场都无法完全自行解决交通问题，原因是许多消

费者都属于“散户”，消费存在时间、空间上不一致的

现象，所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等现代化传播媒体，

设计专业网站发布全面的滑雪场介绍、雪道类型及标

准、雪场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交通工具、餐饮情

况、住宿情况、停车场情况、安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

娱乐设施情况，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独特的自然风光

以及人文资源特色，从而吸引大量的旅游消费者前来。 

5)加强滑雪旅游相关人才的培养。 

冰雪旅游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其专业人才匮乏将

进一步限制产业的发展。现阶段要充分利用高校教学

资源优势，尤其是体育院校应加强体育旅游人才的培

养，设置滑雪专业方向，开设冰雪体育旅游、雪场建

设管理等专业课程，有针对性弥补人才匮乏问题。同

时，要向滑雪旅游发展比较先进的东北地区和国外一

些先进地区学习滑雪旅游的经验，委托他们培养滑雪

运动人才，必要时引进一些人才，为发展冰雪旅游产

业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是由单一型的观光

旅游向多样化、专题化方向发展，旅游者对异国他乡

风土人情的猎奇心里，是民俗、传统体育旅游的发展

动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民族体育、民间体育的旅

游文化资源，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是我国体育旅游的

趋势。新疆发展冰雪旅游也要依靠民族、民俗的优势，

挖掘冬季民族体育项目，打造自己独特冰雪旅游文化，

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冰雪旅游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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