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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国家级体训基地落户海南，气候条件、空气质量、体育氛围、政府支持成为我省优势

体育胜地 南疆
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一群冲浪爱好者享受着自己的假期。一名北京游客从海上回来休息不到一分钟，意犹未尽，抱着冲浪板又冲向大海。“太好

玩了，以前都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这样的地方，下次旅游一定还会再来！”
近年来，一些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纷纷落户海南。今年3月，国家冲浪培训基地在万宁日月湾动工，成为又一家落户我省的国家级体训基地。
那么，是什么吸引它们选择了海南，它们又会给海南带来什么？本报记者近日走进了这些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

除了社会的体育氛围浓厚，政府
部门的支持，也让不少国家级体育训
练基地青睐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
羽毛球训练基地便是其中一例。

2012年初，中国羽毛球队陵水训
练基地挂牌成立。该基地包括训练
馆以及配套酒店，其中训练馆共有24
块标准的羽毛球场地。基地能落户
陵水，和陵水这几年大力发展体育事
业密不可分。国家羽毛球队在国内
其他地方也设有训练基地，陵水训练

基地是唯一一家为国家羽毛球队量
身定做的基地。

2015年，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
落户海口观澜湖度假区，计划分三期
建设29片国际标准化足球训练场以
及相关配套设施。

海口市文体局相关责任人透
露，海南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南方训
练基地项目建设。海南省把文化体
育产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
济新增长点的十二个重点产业之

一，2015 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体育冬
训产业，在海南建设国家足球训练
基地，使之成为能满足国内外职业
球队冬训的国际足球训练基地。我
省文体工作“十三五”规划将其列入
省级专项规划。海口市委、市政府
把足球基地建设作为发展体育产业
的重中之重，将其纳入市“十三五”
规划。

陵水国家级羽毛球基地的建
成，不但给国羽提供了良好的训
练场地和环境，也让陵水受益匪
浅。自从2012年羽毛球基地建
成后，陵水国际羽联挑战赛便落
户陵水，一连举办了4届。今年，
陵水更上一层楼，国家体育总局
将把陵水打造成羽毛球小镇。

国家冲浪培训基地落户万宁
日月湾，这意味着以后国内的冲
浪管理人才、高水平选手等大部
分都将从万宁日月湾走出来，国
内的冲浪产业也将从海南辐射到
全国。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是加快建设
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

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其中，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走在全
国前列，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公共安全等发展主要指标
达到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省文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加快推进省美术馆、省音
乐厅、省民族博物馆、琼剧会馆、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等文体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区体育
设施建设，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向
社会开放，开展群众体育运动，
支持建设海口五源河文化体育
中心等项目。

海南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体育胜
地。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

何故引来凤凰栖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冲浪，是以海浪为动力的极限运
动，在欧美国家深受欢迎。每天，世
界上都会有许多人四处寻找一处完
美的冲浪胜地，仅为完成与海浪的完
美追逐。

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便有这样一
处胜地。经国内外冲浪专业人士多
次考察认为，万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海洋条件，拥有全海南最适合冲浪的
海湾。全年适宜冲浪的时间从10月
到来年4月，达半年以上。万宁逐渐
被人知晓，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冲浪爱
好者慕名而来。

今年 3 月，国家冲浪培训基地
在万宁日月湾动工，将分三期进

行。项目一期主要为冲浪俱乐部
的建设与冲浪酒店的改造，工程竣
工后，将满足国家冲浪培训基地包
括对国际冲浪学院、教学配套、食
宿接待等基本需求。随后的二期、
三期建设，将会进一步完善各项功
能配套及基础设施，逐步将海南日
月湾建设成别具一格的冲浪特色
小镇。

纵观落户海南的其他国家级体
育训练基地，都有类似这样一个从

“被发现”到迅速升温的过程。每年
冬季，海南的几个国家级训练基地便
迎来了国内的“体育候鸟们”。

海口帆船帆板基地是海南每

年“开工”最早的冬训基地，1990
年建成，也是海南最早建成的一个
国家级冬训基地。每年 10月份到
来年的 3 月份，国内近 600 多名帆
船帆板健儿来到海口西秀海滩冬
训。四川队的主教练齐建国说，在
我国南方也有几个水上训练基
地。在他看来，海口海面每天都刮
风，特别是冬天冷空气南下后，风
力和海浪更适合帆船帆板选手训
练，而国内其他省市训练基地每年
冬天都有段时间因为温度较低不
能下海训练。

气候成为不少国家体育训练基
地选择落户海南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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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前，一到冬季，海南省
举重队的十几号人马便开赴五指山
训练。那时的五指山，还只是海南省
举重队的“私有财产”。1999年冬天，
五指山举重基地首次接待了江西、黑
龙江和河南举重队的“大力士”冬
训。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五指山举
重基地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五指山

“天然大氧吧”的名声开始叫响。
海南省举重队总教练谈奇说，

2003年，国家青年举重队结束了五
指山的训练后，教练组写了一份训练
总结，认为队员在五指山训练成绩提

高较快，并在中国举重协会的内部刊
物上发表。这篇文章被当时的国家
举重队总教练陈文辉看到，但当时他
对五指山的环境状况将信将疑。

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陈文辉
决定率国家队来五指山看看。五指
山优良的空气质量让陈文辉欣喜不
已。一开始，队员们在五指山爬山，3
天后，队员们个个脸色红润、精神亢
奋，一扫之前的萎靡不振。于是，陈
文辉临时决定在五指山进行几天大
运动量的训练。更使他意外的是，大
部分人的成绩有所提高。

从那时起，国家举重队就彻底喜
欢上了五指山，每年冬天都来此冬训。

2012年5月，海南五指山举重新
馆建成，这是国内第二大举重训练
馆。新馆占地面积2580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4218平方米。新馆一楼专为
举重训练设置，有56个高标准的举重
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训练。二楼
可以进行排球、篮球和羽毛球等多项
训练和比赛。训练馆的辅楼为运动员
休息功能区，其中包括游泳池、冷热水
泡池和桑拿房，可帮助运动员在大运
动量的训练后快速恢复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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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体育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一批国际国内赛事相继举
办，影响海内外。实际上，体育运动
在我省不少市县早有传统。

在文昌，不论城区还是乡间，各
式各样的排球场随处可见。每逢假
日，排球赛是必不可少的助兴节目，
排球运动普及率之高，在全国也少有
与文昌比肩的市县。

据《文昌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文昌开始兴办新学，
从此近代体育走进了学校。民国初
年，许多从广州、香港、南洋回乡的学
生被聘为教员，打过排球的便传授排
球技术，当年中小学的排球活动便已
十分活跃。文昌也因此被称为“排球

之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沙滩排球在

欧美兴起。这股沙排旋风迅速刮到全
世界，国际奥委会决定让沙排进奥运
会。1997年，八一女排参加全国联赛
的主场设在海南，比赛观众场场爆满，
这让国家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大
感意外。他们此前对海南人喜欢排球
有过耳闻，但亲眼目睹后彻底被折服。

中国是6人排球的世界强队，沙
滩排球也不能落后。当年国家排球
管理中心正愁找不到沙排集训基地，
海南的排球氛围让排管中心相关领
导眼前一亮，他们决定把中国第一个
沙排训练基地设在“排球之乡”文昌
市高隆湾。

1999年2月，第一批国内几十支
男女沙排队齐聚文昌高隆湾开始集
训。文昌市政府对来自国内的沙排
队伍极为照顾，高标准安排食宿，队
员们训练质量很高。

2005年4月初，中国排球协会高
隆湾沙滩排球训练基地揭牌，成为当
时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沙滩排球基地。

当时，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国家排
球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沈阳说，国家沙
滩排球队多年来转战全国各地，选来
选去，最终将基地落户海南，因为国
家队及各省队在训练中感受到，海南
的沙排基地是全国最好的。文昌浓
厚的体育氛围，也是沙排基地落户文
昌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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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给海南带来什么B

在海南这些国家级训练基地
中，现在和未来最具国际影响力的
当属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

位于海口观澜湖的中国足球
南方训练基地目前才建成了5片球
场，但影响力已经凸显。中国足协
年初将中国足协杯预赛首次放在
海口观澜湖举办，国内一共15支球
队参加。今年，中超精英梯队联赛
也第一次在海口观澜湖球场举办。

日前，海口观澜湖巴萨足校
落户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巴
塞罗那俱乐部的全球形象大使、
两届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迪尼奥
和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巴托梅乌
也来到海口。那几天，海口成为
全球巴塞罗那4亿多球迷关注的
地方，其中，光小罗的社交网络上
就有9800多万粉丝，巴萨俱乐部
的官方粉丝人数高达3.5亿。外
媒纷纷报道巴萨足校落户海口的
消息。今年9月，海口观澜湖巴萨
足校的首期将要招100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员，该校在软硬件

上按照世界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
标准培训进行。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足协、省文体厅、海口市政府有
意将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打造
成亚洲著名的冬训基地，与日本冲
绳、阿联酋迪拜比肩。该基地能提
高海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吸引亚
洲和欧洲等足球“豪门俱乐部”来
海南冬训，让更多的国外球迷知道
海南。目前，欧洲德、西、法、意和
英五大联赛除了英超外，每年冬天
都有3周左右的“冬歇期”。像拜
仁慕尼黑队、皇家马德里队、尤文
图斯、AC米兰等国际顶级豪门俱
乐部在“冬歇期”时常会选择气候
温暖的迪拜训练。这些俱乐部的
拥趸遍及全世界，俱乐部到哪里，
这些球迷经常会跟到哪里。假如
过几年，这些全球著名的球队来海
口冬训，到那时，海南会经常出现
在国际主流体育媒体的头条，海南
的美丽风光会通过大牌球星和教
练的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开来。

提高海南知名度
在球星社交媒体中传播琼岛美景

这些国家级训练基地在为
“国字号”队伍服务的同时，也推
进了我省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中国羽毛球队训练基地落
户陵水7年多，带火了陵水羽毛
球运动的发展。在前不久结束
的全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上，陵水队夺走了18枚金牌，一
跃成为“夺金大户”。这和国家
羽毛球队训练基地2010年落户
陵水有密切关系。陵水文体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这几年，国家
队和国青队在陵水冬训时，经

常一对一地辅导陵水青少年羽
毛球队的队员。得到了高手的
赐教，陵水队的小球员们技术
进步较快。

海南帆船帆板队多年来一直
是国内劲旅，海南选手参加了北
京、伦敦和里约3次奥运会。省帆
船帆板队在全运会上共夺得了两
枚金牌。省帆船帆板队教练认
为，海南队20多年来每年都要和
国内高手在海口帆船帆板基地同
场练半年，无形中提高了海南队
的水平。

促进我省体育水平提高
陵水队小球员得到高手赐教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从体训基地走出体育小镇

海口西海岸，几位市民起帆冲浪。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国家沙滩女排和海师女排精
彩的比赛。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15年，国家队举重运动员
在五指山奥林匹克体育训练基地
训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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