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赛马（NAR）的概要

当今, 日本的赛马比赛分为由日本中央赛马会（JRA）举办的比赛和都道府县一级以及市町村一级
的地方自治团体举办的比赛（地方赛马）2 种。JRA 举办的比赛所得为国库带来收益, 地方自治团
体举办的比赛所得则为特定的地方自治团体带来收益。
日本的地方赛马已经有了 90 余年的历史, 其间经过不断的变迁, 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形势。

江户末期引进日本的西洋赛马
西洋赛马比赛被引进日本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末期的 1861 年。最初的比赛由居住在横滨的外国人组
成的横滨赛马俱乐部协助,在横滨举办。接着, 在东京和函馆也分别举办了西洋赛马比赛。1888 年,
日本赛马俱乐部（前身为横滨赛马俱乐部）于在横滨举办的, 该俱乐部协助的比赛中, 发行了日本
最初的 1 美元马票, 西洋赛马比赛的人气很快扩及全国。
这之后又分别经历了政府默许赛马赌博的时代, 以及禁止赌博后赛马比赛从政府获取畜产振兴补
助金的时代。从 1923 年赛马法颁布后, "日本的公认赛马" 时代开始了, 11 个获得公认的赛马俱
乐部开始合法销售马票。

地方赛马的起源
地方赛马起源于自古以来在日本全国各地方寺庙以及神社的祭祀活动中作为祭祀仪式举办的赛马
比赛, 作为传统的助兴节目发展至今。
有记载的日本赛马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701 年, 日本文武天皇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赛马
比赛逐渐发展为以在武德殿举办的 "比马"（赛马比赛）为代表的宫廷赛马,京都贺茂神社及其他神
社作为宗教仪式举办的寺庙赛马, 以及由宫廷贵族支持的道路比赛等几种形式。
作为民间的助兴节目,由畜产组织举办的来源于宗教仪式的地方赛马于 1910 年得到政府的正式许
可, 但在当时, 还不允许其销售马票。
但是, 随着公认赛马的人气上升, 最终, 地方赛马也被允许销售马票了。此后, 赛马比赛在日本得
以繁荣发展,并在 1940 年代初, 第 2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达到了巅峰。

战后新制度下的发展
战后的 1948 年, 日本颁布了新赛马法。
日本赛马会是一个由多家赛马俱乐部联合组成, 独霸日本赛马比赛运营的组织。随着它的解散,公
认赛马转变为政府直辖的国营赛马。此后, 在 1954 年, 政府设立了涉及所有赛马运营的特殊（半
官方）法人的日本中央赛马会（JRA）, 逐渐发展成为了今日 JRA 举办的赛马比赛。另一方面,随着
1948 年新赛马法的颁布,当时由民间赛马团体举办的赛马比赛改为由地方自治团体直辖。这类赛马

比赛就是现在所谓的 "地方自治团体主管的赛事（地方赛马）"。赛马比赛的运营由民间团体的监
督转变为地方自治团体的监督, 提高了民众对地方赛马的信赖, 赛马比赛这一运动本身也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

地方赛马全国协会（NAR）的设立
随着 1962 年赛马法的修正,设立了地方赛马的法定统辖机构――地方赛马全国协会（NAR）。该协
会成立的主要目标是: 1）为了发展日本全国地方赛马事业, 将此前由各个地方自治团体执行的赛
马和马主的登记以及骑手和训马师执照的发放等职能统一收归 NAR 管理, 2）促进赛马比赛公正和
公平的运营, 3）将赛马比赛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振兴畜产发展。
NAR 的成立使日本地方赛马事业有了统一的经营管理,其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加强。NAR 就是日本地方
赛马的统辖机构。
赛马比赛由 2 个都道府县级, 3 个市町村级以及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代理机构组成的 9 个部分事务
组合构成的共 14 个地方自治团体举办。
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 47 个都道府县。其中的 12 个都道府县中, 拥有地方自治团体举办赛马比赛的
17 个赛马场。这些赛马场中有 2 个同时又是 JRA 赛马比赛的场地, 地方自治团体向 JRA 租用了这 2
个赛马场及相关设施。由于 JRA 共有 10 个赛马场, 因此, 在日本, 共有合计 25 个赛马场（JRA 的
札幌赛马场和中京赛马场同时供地方自治团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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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比赛和赛马场
赛马比赛的详细实施方法
日本每年由 14 个地方自治团体在 17 个赛马场中共举办约 15,000 场赛马比赛,所有比赛的举办天数
加起来超过 1,400 天。
中小城市的赛马比赛主要在周末举办,为最大限度配合 JRA,东京地区以及关西地区的大城市的赛
马比赛一般也在周末举办。
除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赛马场在冬季会因为大雪而关闭外,其他地区一年四季都
会举办赛马比赛。

赛马场和地方自治团体
都道府县

赛马场

地方自治团体（赛马比赛主办团体）

带广

* 带广市

札幌 / 门别

北海道

岩手

盛冈/水泽

岩手县赛马组合

崎玉

浦和

崎玉县浦和赛马组合

千叶

船桥

千叶县赛马组合

东京

大井

特别区赛马组合

神奈川

川崎

神奈川县川崎赛马组合

石川

金泽

石川县 / 金泽市

岐阜

笠松

岐阜县地方赛马组合

爱知

名古屋 / 中京 爱知县赛马组合

兵库

园田 / 姬路

兵库县赛马组合

高知

高知

高知县赛马组合

佐贺

佐贺

佐贺县赛马组合

总计

17 个赛马场

14 个地方自治团体

北海道

* 带广市举办 "BANEI 赛马"（重种马耐力赛）。
* 在旭川赛马场举行的赛马于 2008 年举行了最后一场赛事后废止。
* 在荒尾赛马场举行的赛马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举行了最后一场赛事后废止。
* 在福山赛马场举行的赛马于 2013 年 3 月 24 日举行了最后一场赛事后废止。

规模不一的 17 个赛马场
东京的大井赛马场与日本其他的赛马场相比, 位于更发达的大城市。每年 3 月至 11 月, 大井赛马
场会举办夜间比赛。夜间比赛举办期间,第一场比赛的开始时间为下午 3 点 35 分, 到晚上 9 点共举
行 10 场比赛。2003 年 12 月, 新的看台 "L-WING " 对外开放。" L-WING" 拥有 2,582 个配备 6 英
寸电视屏的座位席和 19 个配备可查看每场比赛的赔率及参赛赛马信息的 15 英寸电视屏的包厢。在
"L-WING", 还设有多个备有舒适座椅, 提供美味食物的餐馆,同时还提供多种外卖食品。在看台的
第 4 层,还有一个装饰着绿树和花草的室内庭院可供观赛者悠闲地休息。
1997 年在北海道日高地区开设的门别赛马场的看台是全日本最小的,其客容量仅为 800 人。日高地
区是日本最大的赛马产地,位于美丽的太平洋之滨。
由于该赛马场地处北海道降雪量较少的温暖地区,因此比赛可以一直持续到初冬季节。每年的 11
月,北海道的赛季结束后,大量的 2 岁牡马和牝马转移到日本的其他地区。在日本,有 4 个赛马场举
行夜间比赛。1986 年, 大井赛马场举行了日本最初的夜间比赛。之后的 1994 年在旭川赛马场, 1995

年在川崎赛马场, 2007 年在带广赛马场也开始举行夜间比赛。下班归来的男男女女都到现场观战,
赛马比赛得到了各个年龄层次的支持。

比赛种类
平地比赛由英国纯种马（Thoroughbred）的比赛组成。在各个赛马场举行的包括砂土跑道比赛在内
的奖金高昂的比赛, 吸引了众多目光。
除平地比赛之外, 在北海道地区, 还举办被称作 "重种马耐力赛（BANEI 赛马）" 的独特的重挽马
拉铁橇比赛。这种比赛只在北海道的 1 个赛马场举办,由强壮的佩尔什（Percheron）种、布列塔尼
（Breton）种, 比利时（Belgian）种等重型马参赛,在设有 2 个障碍（坡地）的 200 米直线跑道上,
拖着 0.5 吨至 1 吨的铁橇奔跑。这种生气勃勃的 "BANEI 赛马" 非常受马迷欢迎, 作为在北海道和
东北的马产地颇具人气的比赛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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