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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日葵是长寿的
标志!因为在每一颗葵头!都盛开
着许多独立的花盘"即使在最干旱

的地方!向日葵都能够茁壮成长!每一颗葵
头都会对着阳光自豪地宣言#$我活下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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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运动&&&海南岛的最新文化产
业!就和向日葵一样!在万宁市的东南海岸!

茁壮地开放了' 夏日炎热之时!万宁市静卧
在平静如镜的大海边!在湿热的环境中休养
生息"然而!从十月到来年的四月!当东北季
风开始吹拂的时候!中国的南海就开始复苏
了"大海也由亮绿变成深灰"洁白如镜的大
海!开始伸出了它的利爪!从一只静卧的睡
猫!变成了一匹威风八面的猛虎!展示着它
的威仪!抒发着它的豪迈" 所有喜欢冲浪的
人都知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起作用
的是一个美丽非凡而又令人新奇的秘
密(((美人鱼开始摆动尾巴了'在石梅湾)

南燕湾以及日月湾的岩石盘错) 海岬纵横
地带!当海风吹拂着岸上万物的时候!汹涌
的海浪也就成型了" 万宁的海滩也就变成
了一只桀骜不驯的猛虎" 如果与平静时的
海面相比较!你会发现!其新呈现的形态和
模式!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冲浪人!也会觉
得爽心悦目!心情舒畅"

在汉语里!*冲浪% 一词的字面意思为
*冲进波浪里%'既不是要占领波浪!也不是
要统治波浪! 而是要参与到其合作的精神
境界中去'这一点!正是好些当地人十多年
来一直在孜孜追求的'为此!他们从香港辗
转来到海南' 随着夏日渐去!冬日来临!一
股坚持而又强劲的风!倔强而又退捻!在一
年两头的交会之际! 给日月湾的海岬带来
了冲浪的浪漫气息'播种这一种子的!正是
在奶油色的沙滩旁耸立的*妈妈饭店%' 饭
店旁树木林立!枝繁叶茂'*妈妈%的两个儿
子黄文和黄宁! 目前是日月湾左侧最受欢

迎的常客' *妈妈%新鲜的饭菜让他们感觉
敏锐!嘴里的槟榔让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

酷劲十足'在这里!混杂在越来越多的外来
冲浪客中!有很不错的冲浪板可供租用!你
会感觉到亚洲地区这个新生的冲浪胜地所
带来的新奇'你会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未
来!这个新生之花很可能盛开成千万朵'

海南南部的星级旅游城市三亚! 正是
中国新兴冲浪区域的经济枢纽'在这里!已
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浪用品商店! 包括
布伦达+谢里丹的*海南冲浪用品店%和张
大海的*中国三亚冲浪用品店%" 张大海是
从中国大陆北部冰雪覆盖的城市哈尔滨搬
到三亚这座亚热带城市里来的! 目前从事
救生和潜水方面的工作" 他是从一个来此
旅游的日本冲浪大师那里学会冲浪的" 从
三亚向北驱车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我们
说的万宁市了" 这里的大部分海滩都是未
经开发的原始沙滩! 和中国北部其他城市
的拥挤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里!东
北风季节性地从玄武岩山麓的五指山吹向
海边" 如果说海南省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冲
浪赛地! 这势必将给中国内地传递一个信
息"而在内地!正在为世界各地大批量地生
产着冲浪板)冲浪设备)冲浪服装以及冲浪
防水衣等物品"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我们
都可以想象得到"

更为重要的是! 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
已注意到了万宁市的这一特点"周平!是海
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国际推广的一位
官员" 正是他!在意识到万宁发展冲浪运动
的巨大潜力时! 明智而又不失时机地提出
了创建 *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 的设
想" 他的想法是要*通过发展冲浪宣传当地
的旅游文化! 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知名
度"%万宁市政府很快认同了这一设想!并全
力以赴付诸实施" 万宁的大街小巷上!处处
可以看到*激情海岸!冲浪万宁%的宣传标
语" 万宁市副市长吴明阳!一位很有远见又
富有激情的当地官员说道#*冲浪运动是一
个全新的事件!会把万宁推出中国!推向世
界" %万宁市的雄心是显而易见的!其目光
不仅仅局限于区域性的经济利益! 而是要
把冲浪发展为海南省沿海地带的一个文化
产业!并给内地传达一个信息#冲浪在中国
将会有很大前途!更可以提高民族自豪感"

这一举动!事实上也很容易让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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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激死亡%乐队的第二张音乐专辑
里! 有一首由罗伯特,亨特谱写的歌曲名叫
*中国葵猫%' 这首歌!后来成为了该乐队主
打歌曲之一' 在成长的过程中!*感激死亡%

乐队的成员就很喜欢中国文化'迂回在万宁
的海岸!我们的脑海中不时地回响着-中国
葵猫.这首歌的旋律' 在这里的海岬冲浪的
时候!这首歌也就很自然地分化成一个令人
愉悦但层次分明的章节' 吸引我们的!正是
这冲浪的美学(((冲浪其实就是表演!冲浪
本身就充满诗意'

在日月湾!我们邂逅了*冲浪海南%的先
驱人物(((美国人布伦达+谢里丹! 中文名
叫*小龙%'正是他把我们引见给了*妈妈%以
及她的三个孩子#儿子黄文)黄宁以及女儿
黄丽' 还有克里斯托弗!一位来自法国的年
轻人!如今在海南定居!成为了*妈妈%的干
儿子'眼下!他在为布伦达打工!教一些与冲
浪相关的课程'

厚实的巨浪一拨接着一拨来临了' 日月
湾的左侧变成了一个长长的热闹地带! 出现
了一个供游人嬉戏的楔形地段' 接着出现的
是一个长长的墙状波浪! 然后转变成一个扁
平的)弯弯曲曲的肩部状!最后在深水处平息
了'老虎的利爪出现了!但这是一匹俏皮爱玩
的老虎!在海滩的调教下!向深海处大浪的方
向弯曲' 海风也随着这一拨又一拨的大浪奏
响了自己的音乐! 串串音符从五线谱中洒向
银白色的海面上'这些常来此地的外籍人士!

完全沉浸在这种音乐中'他们用自己选定的现
成工具!为那些坐公车而来的中国游客展示冲
浪技巧' 观众一直从入口处站到海湾内部!一
时好不热闹'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印有芙蓉花样
的服装/海边还有从蒙古引进的骆驼供游人玩
耍/海岸边!也新建了许多雄伟壮观的雕像'海
滩上的岩石经久弥坚!椰树婆娑!餐厅林立'还
有一个游客活动中心!招牌上写着#*游客是上
帝!这里是天堂/如果您满意!天堂便美丽%'来
生今世!其实也都齐聚在这里了!也都消融在
这一刻了' 万宁的向日葵!此时对着太阳勇敢
地开放了'

大浪从日常小调开始转向有深度的即兴
创作了'背景音乐一会儿清脆!一会儿迂回曲
折!节奏也不时地变换着'当大浪有齐头高的
时候!老虎的爪子就伸出了'海边的泡沫冲刷
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肾上腺降温'大海从
黄绿色变长了青铜色! 我们都成为了人们眼
中的中国骑手'在与这匹舒展的老虎嬉戏后!

我们向大海滑去!陶醉在自我的演唱中!证实
着中国冲浪事业的远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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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向我们引见了他的朋友大卫+格
林伯格和吉姆+盖泽!并告诉我们说!早在
"#世纪 $#年代! 夏威夷和海南就建立了
友好省份关系! 三亚和毛伊岛也结为了姐
妹城市' 夏威夷的州长还邀请了毛伊岛的
商人来三亚经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
建筑师大卫+格林伯格' 大卫+格林伯格放
弃了加利福尼亚的城市设计工作! 移居到
毛伊岛! 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树房设计专
家!其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竹子'对大卫的树
房设计!海南省政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他
在该地区的旅游胜地三亚市的南山区设计
一套树房'在周平访问毛伊岛的时候!正是
大卫提出建议! 鼓励海南省也设立一个有
关冲浪) 艺术以及当地少数民族%&黎族文
化的节日'

周平如走钢丝般忙活着!一会儿倾听
外部人士的建议!一会儿征求当地旅游界
精英的意见!并进行比较分析' 既要顾及
目前的经济利益!还要考虑未来生态发展
方面的积极因素' 具有发展眼光的大卫!

目前在中国已经有好几个生态旅游方面
的项目'大卫指出!这些项目*在开发的过
程中!把村民们都包含在内' 村民既可以
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可以保留当地的
自然概貌以及社区形态!根本不需要被迁
移到其他地方去' 这种方式!将会是中国
旅游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这样做!

就把资金融入到了自然中去' %在万宁发
展冲浪旅游!保留原有资源的做法!就是
根据大卫的*从下而上%的建议来执行的'

成功的典型就是*妈妈餐馆%以及与之相
应的经济方便的住宿!完全不要那些会把
人吓走的高层酒店'这些做法都是相当成
功!很具有样板性特征'

在灵魂深处!中国人崇尚奇迹!崇尚惊
喜' 而奇迹与惊喜! 则正是冲浪的核心所
在' 既有即兴的发挥!又有反面的启示' 对
这个幅员辽阔!地貌迥异的国度!我们满怀
激情!想要去了解她的传统'从唐代的诗歌
中去了解! 从宋代的山水画中去了解!从
清代的小说中去了解!从当代全新的艺术
中去了解' 这一切取之于传统!却面向着
全球' 我们已经制定好计划要再一次去中
国旅游!再一次去领略那五彩斑斓的内陆
风景!再一次去阅读新生代作家的传世之
作!再一次去感受侧视文化的优雅和深邃
含义!再一次去万宁那由温驯的猫咪而变
成猛虎的大海里冲浪' 那平静瓷白的肌
肤!也会在波浪的奔腾中被震裂!然后被
那些自然的特征以及热切的冲浪人所占
领' 我们相信!所有前往那里冲浪的人!都
会陶醉在大海所给予我们的欢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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