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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滑冰之不同体验

又到了滑冰的季节，喜欢滑冰的朋友们一定都开始跃跃欲试，寻找北京可以滑冰的地方，搜罗北

京的几大滑冰场，为您这个冬天增添一抹别样的风采，让我们抛去严寒，在冰场上肆意飞扬吧！

   

1、装满回忆的露天滑冰场：什刹海滑冰场、陶然亭冰场

(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有句谚语：“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时下正值数九严冬的季节，正是在冰场上撒

欢的季节。当你身在冰场，看见那片冰，看见在冰面上滑冰的人，你才能回味出昔日北京的冬天

，回想起昔日北京壮观的溜冰族。滑冰的人中，小朋友和中老年人居多，当然也不乏情侣；其中

的中老年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北京的冬天正如“北风那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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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那个飘”。人在外面根本呆不长，出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一个字冷。然而，正是这种严

冬腊月才造就了京城浩浩荡荡的滑冰大军。

我们的父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比如每到冬天就骑着自行车到陶然亭、什

刹海、昆明湖等地滑个痛快。那个年代冬天没地方可去，最大的一乐就是滑冰。年轻人多争强好

胜，总爱比个高低看谁滑得快。还有一主要任务就是找女朋友，脑海中不时会出现《血色浪漫》

中，在那片冰场上的故事。

   

2、国贸商圈的滑冰场：Le Cool溜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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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国贸溜冰场的外文名字叫“Le Cool”，是两个法语词，“冷”的意思，不管外面天气多热，这儿

的冰面都会冻得结结实实，让人在上面滑个痛快，那感觉该有多“酷”！Le Cool是位于国贸商城

的地下溜冰场，它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真冰溜冰场，也是京城第一家建在商场内的真冰冰场。

自从2003年夏天开张以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人来这里"过上一把瘾"。这些玩家中有你能想象到的

各类人群；年轻人，中年人、公司高层主管、外国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到了周末，你甚至可以看

到全家老少一起冰上飞的壮观场面。

从商城西门直接下楼就到了。一进入冰场,你就会看到高大宽阔的玻璃天井。白天，阳光从上直泻

而下，让人恍然置身于室外空间；晚上，迷人的灯光使冰场又完全变成另一个世界。要是赶上蹦

“冰迪”的时刻，各种灯光的特技效果加上动感十足的音乐，整个冰场都沸腾了，你一定也会不

由自主地跟着蹦起来！ 所以，溜冰去！在音乐声中，眼前的人与景快速地飞驰而过，旋转、滑行

、飞翔，如果你感觉心跳过速，那就对了，是的，在Le Cool，玩的就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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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具人气滑冰场：新世界溜冰场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新世界冠军溜冰场，位于崇文门新世界商场二期B1层，看过电影《爱情故事》的人，相信都不会

忘记中影片中那些浪漫的溜冰场面。是的，溜冰场的确是恋人们的一个好去处。在这里，"安全"

成了一个绝好的借口，你尽可以和心爱的人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在新世界溜冰场，可以经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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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穿着情侣装的男女，幸福得仿佛没了周围人的所在，自顾自地伸展、滑行，让楼上围观的人羡

慕不已。

   

4、北京最大的天然滑冰场：北京奥体中心滑冰场

(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奥体中心滑冰场是一块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冰场，虽然人气不比鸟巢冰场，但对于城北的居民来

说，这是第一个面积上达到万平方米的天然冰场。湖面被划分为滑冰区、冰车区和冰球区；平日

冰面上的滑冰者并不多。对于住在城北一带的人来说，可谓福音。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大型的冰场

，去什刹海总嫌太远，来这里方便很多了。”奥体中心这个上万平方米的冰场算是城北最大的冰

场了。

                                                 7 / 3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95&do=album&picid=24745


�������

北京滑冰攻略
  

二、滑冰场详述

坐落在东城的滑冰场 ：中山公园后河滑冰场 

                                        

北京紫龙祥滑冰馆 

坐落在西城的滑冰场 ：什刹海滑冰场 

                                        北京

西单文化广场尚美滑冰场 

                                        北海

公园冰场 

坐落在海淀的滑冰场 ：紫竹院公园滑冰场 

                                        

玉渊潭公园冰场 

                                        

北大未名湖露天冰场 

                                         圆

明园冰场 

坐落在宣武的滑冰场 ：陶然亭公园冰场 

坐落在崇文的滑冰场 ：新世界滑冰场 

坐落在朝阳的滑冰场 ：国贸lecool滑冰场 

                                        

北京奥体中心滑冰场 

                                        

SOLANA蓝色港湾全明星冰场 

   

1、东城冰场：中山公园，紫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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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后河滑冰场

中山公园后河滑冰场面积约为8400平方米。划分为冰车区、练习区、速滑区、冰球比赛区以及儿

童练习场。同时为方便游客，冰场还设有磨冰刀、租冰鞋，冷、热饮等服务项目。

冰场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

早场8：30至11：00

晚场18：00至20：30

节假日加开中场，时间为13：30至16：00

运动项目

：速滑区、练习场、冰球场(比较专业)、儿童冰上游乐区(包括全家乐大冰车、单、双人冰车)

价格：滑冰场门票10元/人；全家乐大冰车20元/30分钟(冰车项目没有门票)

地址：长安街中山公园

电话：010-6605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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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威猛先生 提供)

北京紫龙祥滑冰馆

紫龙祥滑冰馆是北京唯一全年12个月都开放的室内速度滑冰馆，聚集着一群速滑运动爱好者，欢

迎爱好滑冰的朋友加入！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地。滑冰馆冰面面积2100平方米，为周长310米

，宽7.2米的环形滑冰跑道（其中直道达110米），能同时容纳500余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速度滑冰。 

这里还有一块京城唯一能玩冰上溜石（冰壶）的场地，冰上溜石运动的规则和技术易于掌握，对

身体条件要求又不高，是一项体力与智慧相结合，趣味性很浓的健身休闲活动。 滑冰馆内设有近

百个观众席，三五好友围坐桌前边畅饮，边小憩，边欣赏场内活泼奔放的滑冰场面，潇洒了一回

，轻松了一回，又惬意，又快乐，是假日休闲的绝好去处。

营业时间：每周星期三、六，17点－19点

价格：26元/人（含租鞋费，有速滑鞋和花样鞋及球刀）

地址：东城区和平里中街甲14号地坛公园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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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64291618

   

2、西城冰场：什刹海，西单，北海

什刹海滑冰场

滑冰，是很多北方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项冬日体育项目，说起北京的冬天最具有滑冰特色的莫过

于什刹海的冰场，看过《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部电视剧后对什刹海冰场记忆尤其深刻，也对滑

冰这项运动顿生好感，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什刹海滑冰场位于北京城西北隅，交通十分便利。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称。元代名海子，

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

游乐消夏之所。三海碧波荡漾，岸边垂柳毵毵，远山秀色如黛，风光绮丽，为燕京胜景之一。今

天，这里仍旧保存着十分难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胜迹交相辉映的历史风貌。 小的时候在溜冰场溜

冰，用的是家里自制的溜冰小车，现在是租车。约上三、五好友，组成联合火车，很好玩，很过

瘾。仿佛一切的烦恼都抛开。

冰场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早8：30分--晚8：30分，停止售票时间：晚8：00

消费：

溜冰周一到周五10元/小时，周六/日15元/小时；

租冰鞋20元/小时，押金200元；

磨冰刀服务：花样冰刀、球刀：15元/双，跑刀：10元/双

存衣、存鞋：每包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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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大街北海公园北门对面

电话：010-66127652 

(图片由网友 @我是威猛先生 提供)

北京西单文化广场尚美滑冰场

位于西单文化广场地下三层的尚美溜冰场是时下年轻人时尚运动的首选。西单尚美溜冰场前身为

西单文化广场溜冰场，位于西单北大街180号西单文化广场动感世界内,目标客户定位于14岁至29岁

的青少年消费群体，所以尚美溜冰场具有明显娱乐性，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在文化广场地下二

层，透过宽大的玻璃可以俯瞰冰场。

西单文化广场尚美滑冰馆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冰面面积近900平方米。它并不是采取环形跑道，

而是一个椭圆形的冰面，这样就可以在宽敞的冰面上，牵着恋人的手，天马行空，不用担心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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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会撞到墙。冰面的上面四周都是通体玻璃，这在北京是没有的。再加上光洁的冰面，感觉自

己像是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子里面。在一端还有一个大屏幕，从里面，你可以看到自己在滑

冰时的样子馆内四季如春，设有休息区、更衣区、健身形体房和多种娱乐设施。

滑冰累了，在休息区小憩一下，一边有美食和音乐，一边欣赏滑冰者婀娜的身姿，真是一种惬意

。在馆内设有专业形体房，可进行舞蹈、形体训练，让全身心得到充分放松。

营业时间：10:00-22:00

价格

：周一到周五16点以前滑90分钟25/位，如果你没有鞋的话只要在交款时说明他就会收35元提供鞋

，但不收押金.超时每小时加10元，如果超时五分钟以上的话，按一小时计。16点以后90分钟35元

，如果没鞋的话45元。周六周日各时段在这个基础上加收10元。

地址：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80号西单文化广场地下三层 

电话：66030050 

北海公园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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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北海公园冰场：赏白塔，游冬景，滑冰车。北海公园为了方便游客游玩，在南岸码头、东岸码头

设立4000平方米的冰车场和东岸区域2000平方米的冰上自行车通道。公园投入单双人冰车200辆，

冰上自行车40部。

无论是花甲老人、热恋情人还是活泼可爱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北海公园尽情驰骋。休闲之时，可与

亲朋好友一同欣赏白塔，游冬景，滑冰车，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里找到无尽的欢乐和刺激。

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以公园实际开放时间为准）9：00～17：00

冰上活动：冰车，冰上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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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为单人冰车：10元半小时；双人冰车：20元半小时；冰上自行车：30元半小时。

地址：西城区文津街1号

电话：010-64031102  64033225

   

3、海淀冰场：紫竹院，玉渊潭，北大，圆明园

(图片由网友 @我是威猛先生 提供)

紫竹院公园滑冰场

紫竹院公园冰场 体验京城最大冰滑梯。历年规模最大，冰上项目多样化。紫竹院公园冰场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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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大的滑梯，冰滑梯台高3.5米，梯身长17.5米。

冰上活动：滑冰、冰车、冰船、冰上自行车、冰球场

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以公园实际开放时间为准） 6：00--17：00

项目价格：

滑梯5元∕次∕人

冰车10元/辆/小时

冰船20元/辆/小时

冰上自行车30元/辆/半小时

冰椅10元/辆/小时

溜冰场10元/人

地址：海淀区白石桥路45号

电话：010-68420055  68425880 

玉渊潭公园冰场

玉渊潭公园冰场 抛却严寒在冰面上自由驰骋。在南门荷花池内、南门码头、东门码头三处分别设

了三个天然冰车场，总面积有1万平方米。大湖西区和南小湖的冰面上设有冰上乐园，主要玩单双

人冰车、冰上自行车、小冰船等项目。另一个区域就是单纯的室外滑冰场。公园冰场在公园东、

西两湖，主要是玩滑冰车的项目。南门的停车位要比西门的车位多，但西门离冰场要近些。

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以公园实际开放时间为准）8：30～17：00

运动项目：单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小冰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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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车收费：单人冰车10元/小时，双人冰车15元/小时。

地址：海淀区玉渊潭公园

电话：010-88653800   88653804

北大未名湖露天冰场

(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北大未名湖冰场 最有文化氛围的冰场。北大冰场是距离中关村最近的天然冰场，每年的冰期也就

是在30天左右，喜爱滑冰的朋友，在休闲之余，可与家人朋友来北大冰场转转，置身在人文气氛

浓厚的大学校园，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定能令您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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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场开放时间

平时时间：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至晚8点

周末及节假日：上午9点至晚8点

价格：

冰鞋：本校学生4元/小时；本校教工5元/小时；其他人员8元/小时

冰车：8元/小时

地址：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

圆明园冰场

圆明园冰场 看冰嬉表演坐皇家冰车。圆明园今年推出首届皇家冰雪节，如果今年你想同时体验滑

冰和滑雪的双重享受，不妨走进圆明园，既能享受滑冰滑雪的刺激畅快，累了，还可以去看看皇

家马戏团的精彩演出、非遗展示演艺项目，参加互动游艺项目，相信会有一次非凡的经历。

冰场开放时间：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2月17日（以公园实际开放时间为准）

价格：圆明园门票：10元，学生半价。项目费用待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

电话：010-62628501

   

4、宣武冰场：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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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陶然亭公园冰场

陶然亭公园冰场，数九寒冬好去处。作为北京南城较大的一个公园，陶然亭公园在全市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而在冬天滑冰场开放后，在冬日稍显清静的公园里也开始热闹起来。陶然亭公园滑冰

场共设两处冰场，一处在南湖靠近南门，另一处在湖的北边，离东门和北门较近。这个冬天，携

手一家老小，到附近的滑冰场痛快玩一番，绝对是冬日出游的一个好选择。

开放时间：每年12月底至次年2月初（以公园实际开放时间为准）

早：8：30--11：00，中：13：00--15：00，晚：18：00--21：00

项目价格：

冰场门票：15元，不计时。

租单人冰车是1小时10元，双人冰车是1小时20元，押金是50元，(冰鞋没有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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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的门票是2RMB/人，学生证半价。

地址：宣武区太平街19号(近护城河北岸)

电话：010-63532385   63532245

   

5、崇文冰场：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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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新世界滑冰场

新世界滑冰场地处京城繁华地带，交通便利。中空式的建筑设计，冰场总面积1700平方米，冰场

的布局和配套设施科学合理又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儿，咖啡厅、观赏吧样样俱全。冰场内设有护栏

，为初学者提供了安全保护。场外专为顾客和陪同的家人提供了休息的场所。水吧出售各式各样

的食品、饮料，竭力为顾客提供方便。透明开放式的健身练功房，使溜冰爱好者们在滑冰之余，

还可以进行舞蹈、形体及力量练习，达到全面平衡的健身目的。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 09:30-21:30

周五、周六 09: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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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09:00-21:30

价格：周一至周五：早场(09:30-11:30) 25元/人/90分钟

中场(11:30-17:00) 35元/人/90分钟

晚场(17:00-终场) 38元/人/90分钟

周六、日及节假日全天 38元/人/90分钟 (以上票价包含冰鞋)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5号新世界商场二期内

电话：67089523

   

6、朝阳冰场：国贸，奥体中心，蓝色港湾

(图片由网友 @我是威猛先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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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lecool滑冰场

溜冰场设在地下二层，和楼上共有一个天棚。在一楼逛商场的人们、上下班的公司职员们，每次

路过这里，都禁不住要停下来看看。所以只要有人滑冰，就会有人观看。从上面往下望去，偌大

的冰场好象是一个灯火辉煌的舞台，滑冰的人在场上飞驰，就好象在舞台中表演一样。而楼上看

演出的人，禁不起如此奔放的诱惑，随时会奔下楼，冲进这个舞台。

冰场设有出售冰鞋的地方，想拥有自己的冰鞋，可就近购买。若滑累了，冰场旁边的小食店提供

饮料和零食，你可以一边休息一边享用。   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是国贸冰场的一大特色。每天的

特别时间里，孩子们还能有机会与可爱的吉祥兔一起滑，并得到它赠送的小礼物，度过一个兴奋

、刺激的快乐时光！如果你对花样滑冰感兴趣，在冰场还可欣赏到精彩的小型花式滑冰表演。初

学者往往不敢轻易上冰，不要担心，冰场教练将免费向初学者教授基本的滑冰技巧。购票入场的

客人如果入场券的尾数为8，就将获得冰场赠送的礼物。另外，购票入场的客人(月卡、赠票除外)

均可参加累计积分活动，累计达一定分数，还可赢取冰鞋等奖品。

Le Cool是北京唯一的一家环保冰场。它的制冷系统摒弃了破坏臭氧层的氟等物质。它那足有800平

方米的宽阔冰面是由加拿大著名的CIMCO公司全套设备制造的，采用盐水作为介质，不会对环境

造成任何影响，对人的身体也是有益无害，并且全年开放。

冰场里备有型号齐全的冰鞋，无论是刚刚三岁的小孩子还是巨人运动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

己的鞋码。要是你更喜欢独一无二的感觉，也可以自带冰鞋或是在冰场出售的琳琅满目的冰鞋中

选购一双充满了个性的只属于你自己的溜冰鞋。

如果你从来没有玩过水冰，那么站在冰刀上时，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所以冰场里随处可

见扶着护栏、颤颤巍巍的初学者。而每一个从你身边迅速滑过的人，都会给初学的你一个不小的

刺激。没关系，Le Cool的冰场上总是会有几名专业的教练四处逡行，如果你半天也没挪动出50米

，教练就会伸出救援之手了。而且这里也有很多溜冰爱好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善良的爱心，他们

也会主动拉起你的手，教你如何正视前方、大胆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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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周日       10:00-22:00

周五、周六、公共假期  10:00-24:00

暑假                  09:00-22:00

寒假                   10:00-22:00

价格：每90分钟的价格为20元至40元   

地址：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地下二层

电话：65053247

北京奥体中心滑冰场

营业时间：每天上午9时至晚上9时

价格

：周一至周五为10元，周末20元，租用冰车价格为每辆20元，冰场还配备了冰上自行车和冰上电

瓶车等项目，预计冰场开放至立春前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号奥体中心内

SOLANA蓝色港湾全明星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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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位于朝阳公园西门新开的蓝色港湾商业区内，叫全明星滑冰俱乐部，据介绍，它是由“体操王子

”李宁统筹、亚洲冰舞冠军王睿主理的。整个冰场有800平方米，大概有2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

俱乐部教练团队由原国家队及省队专业运动员组成。

开放时间：10：00-22：00

价格

：周一到周四18：00以前30元；18：00以后40元。周五18：00以前30元；18：00以后50元。周末全

天50元。

地址：朝阳公园西门SOLANA蓝色港湾国际商业区首层

电话：010-5905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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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人提示

   

1、滑冰技巧巧掌握

滑冰技巧巧掌握

滑冰与日常行走的方式有本质不同。所以，要想把握好重心，必须从日常行走的习惯中完全改变

过来。日常行走，人们总是用前脚掌着地后后蹬，而滑冰却是侧后蹬。左右两脚相互转换重心。

首先是小步走，先站稳，两脚分开比肩稍窄些，然后向前迈步。以脚的内侧向侧后方蹬地前行，

开始时注意步子要小一点，频率放慢，然后再尝试逐渐加快速度。在行走过程中，眼要向前看，

身体可在小范围内左右摆动，练习移动重心与维持身体的平衡。

如果一时找不到平衡的感觉，可在同伴的帮助下，双脚平行向前滑动。如果双脚能借助惯性前滑

时，这说明身体已经逐渐适应了滑动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借助护拦，只要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双

脚，而不依靠其他的支撑物，你就算过了入门这关。

   

2、冬季滑冰安全常识

冬季滑冰安全常识

1、滑冰前先做好准备活动，尤其是手腕和下肢各关节及韧带，要充分活动开。

2、初学滑冰者，不可性急莽撞，学习应循序渐进，特别要注意保持身体重心平衡，避免向后摔倒

而摔坏腰椎和后脑，应在规定范围内练习，或尽可能在人少的地方练习。在滑冰的人多时，要注

意力集中，避免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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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佩戴一些防护用具，如专用的护腕、护肘、护膝等。

4、滑冰时要戴好帽子、手套，注意保暖，防止感冒和身体暴露的部位发生冻伤。

5、忌做危险动作或妨碍他人的动作，如几人拉手滑行，在冰场上逆行或与大家滑行方向相反，乱

蹦乱跳，在场内横插乱窜，追逐打闹，突然停止等，既妨碍他人，又危险。

6、学会在摔跤时做自我保护。当要向前或向侧摔倒时，要主动屈膝下蹲，用双手撑地缓冲，减小

摔倒的力量；当要向后摔倒时，也要主动屈膝下蹲，降低重心，尽量让臀部先坐下，并注意保护

尾骨处，同时低头团身，避免头部向后仰磕地；摔倒时应尽量避免直臂单手撑地，这样很容易损

伤手腕。

7、滑冰的时间不可过长，在寒冷的环境里活动，身体的热量损失较大。在休息时，应穿好防寒外

衣，同时解开冰鞋鞋带，活动脚部，使血液流通，防止生冻疮。

8、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宜做剧烈的速滑动作，可慢速滑锻炼身体，饮

酒后和过度疲劳的人不宜参加滑冰活动。

   

3、滑冰装备选购

滑冰装备选购：如何挑选一双适合你的冰鞋

如果要挑选一双适合你自己的冰鞋，首先你得确定想要哪一类滑冰项目的冰鞋，作为冰上运动，

滑冰主要包括三大类项目：花样滑冰、冰球和速滑，项目不同所使用的冰刀冰鞋就不同，因此你

需了解各项目及各种冰刀冰鞋的特点：速滑滑冰主要的特点就是速度快。所以速滑冰刀刀体很长

，刀刃窄而平，这样蹬冰面积大摩擦阻力小，鞋腰矮以便于降低身体重心，减少空气阻力。�

冰球项目对抗性很强，要求具备良好的保持措施，因此，冰球鞋的鞋头很硬，鞋腰较高，鞋帮很

厚，冰鞋刀的刀体很短，具有较大弧度以便于滑冰者在冰面上灵活地移动及改变滑行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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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滑冰动作难度大，对稳定性要求较高，因此刀刃较宽中间有沟槽，刀体有弧度，以便于转弯

做旋转和步法等。在刀刃前部有刀齿，以便于起跳和落冰，鞋腰硬而高，就是为了跳跃后落冰时

保护踝关节，初学滑冰的人一般多选用花样滑冰鞋。

当你确定了买哪一种鞋后，你在挑鞋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刀体是否直

将冰鞋倒拿举起刀刃朝上,鞋口朝下，用一支眼看刀体是否是一条直线上，刀体越直越好。

刀刃是否有很深的割口

如果刀刃上有很深的割口，会影响滑冰时的蹬冰效果，故买新鞋时应尽量挑选割口浅的冰刀。

冰刀与冰鞋的衔接位置是否合理

一般花样冰鞋与冰球鞋垂直的看，冰刀应位于冰鞋的正中间，速滑鞋左脚刀略向左侧偏转约15度

，右脚刀略向左侧偏转约15度。

冰刀是否光亮

有些冰刀由于钢质不好或镀银不好,刀体表面开始发锈，镀银有脱落现象，好的冰刀应很光亮，表

面无锈痕。�

号码是否合适

冰鞋号码一定要与本人相适合，既不可过大也不能过小，试鞋时应将鞋带全部松开然后依次拉紧

，一定要确定号码合适才可购买，切不可将就。

   

4、北京滑冰培训机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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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滑冰培训机构推荐

新世界冠军溜冰场

1、一对一辅导课程

即报即学，教练员一对一辅导，课时为45分钟，特别适合初次溜冰者。

收费标准：100元/人/次(不含门票)

2、一对一预约课程 

教练员一对一上课，可根据学员学习进度，制定个人目标，该课程将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教学大纲

进行授课，从基础一级至五级，从花式一级至十级适合不同年龄、水平的溜冰者。

 

课程安排

：5次课(六周之内完成)，每次课时90分钟(45分钟教练授课，45分钟自行练习)。第5次课结束后对

学员进行考试，颁发学员证书。同时根据学员不同级别送相应训练时间，每次训练时间为90分钟(

周六、日及节假日不能使用训练时间)。

开课时间：与教练员预约

收费标准：500元/人

3、家庭预约课程

课程安排

：教练员单独针对家庭进行授课，5次课(六周之内完成)，并送每个家庭每人4次训练时间，每次9

0分钟(周六、日及节假日不能使用训练时间)。

 

开课时间：与教练员预约

收费标准：一对二 800元，一对三 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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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溜冰培训班

该课程系本冰场为每位溜冰爱好者及初学者特别制定，易学、易懂，充满趣味性，让每位溜冰爱

好者及初学者，在学习溜冰这一高雅、健康的运动同时，感受溜冰运动的独特魅力。

课程安排

：5次课(五周之内完成)，每次课时90分钟(45分钟教练授课，45分钟自行练习)。第5次课结束后对

学员进行考试，颁发学员证书。同时每位学员送2次。

国贸溜冰场

开课日程表

训练班共分三个年龄段：A组:3--6岁；B组:7--15岁；C组:16 岁以上。

每期培训班5次课程，每节课教练教授40分钟，学员自己练习及更衣80分钟。各类培训班授课内容

见“溜冰课程介绍”。

1、平日基本溜冰培训班：

开课日期         星期排课                 上课时间     

         培训班级别                            

       学费

01月12日

 

01月31日      逢周一、三上课        18:00-20:00        

A组幼儿一、二、三级                  400元

 

                                          

               18:50-20:50        B、C组基本一、二、三、四、五级 

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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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25日      逢周二、四上课        18:00-20:00         B、C组

基本一、二、三、四、五级 400元

12月31日

02月04日       逢周五上课             

 16:00-18:00         A组幼儿一、二、三级 B组基本一级 400元

                                          

              17:00-19:00         B组基本二、三级       

                         400元

2、周末基本溜冰培训班：

01月08日

02月12日       逢周六上课                 9:00-11:00       

 A组幼儿一、二、三级                          500元

                                          

                                         B

、C组基本一、二、三级 

                                          

                                       

 B组基本四、五级 

                                          

                13:50-15:50      A组幼儿一级           

                               500元

                                          

                                         B

组基本一级 

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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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13日        逢周日上课                9:00-11:00      

  A组幼儿一、二、三级                          500元

                                          

                                       

  B、C组基本一、二、三级 

                                          

                                       

  B组基本四、五级 

3、假期班：

01月17日

01月24日

01月31日

02月07日

02月14日        逢周一至五上课           9:00-11:00    

A组幼儿一、二、三级                            400元

                                          

                                         B

、C组基本一、二级 

                                          

                                         B

组基本三、四、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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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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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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