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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赛事品牌

2017年全国冲浪系列赛事暨第八届
万宁国际冲浪赛15日在海南万宁石梅湾
正式开幕。

从15日至22日，万宁举办了四大赛
事，包括2017中国大学生桨板竞速挑战
赛、2017 中国冲浪冠军赛（万宁站）、
2017全国冲浪锦标赛、2017全国青少年
冲浪锦标赛。此外，下月19日至25日期
间，万宁日月湾还将举办2018年ISA（国
际冲浪协会）世界长板冲浪锦标赛。

万宁国际冲浪赛作为世界顶级冲浪大
赛，已经在依山伴海、湾美浪长的日月湾成
功举办了7届。这是在冲浪运动进入奥运
会之后，万宁成为国内第一个同时举办国
内外最高规格5场赛事的城市。

作为万宁市新开发建设的旅游度假胜
地，日月湾位于礼纪镇，距离市中心近30公
里，北傍山岭，南濒南海，呈半月形。海湾拥
有洁白细柔的沙滩，海水湛蓝清澈，多出现
偏东南、东北浪，海水年平均温度26.5℃左
右。由于地处热带、亚热带交汇地，这里的
海面更显刚硬壮阔，年平均浪高为1米至2
米，十分适宜冲浪。日月湾的冲浪赛场设在
离岸100至1000米间的海域，一般水深不
超过3米。

2017全国青少年冲浪锦标赛于12
月16日在日月湾开赛，吸引了全国各地
青少年冲浪选手共40人参与角逐，其中
24名参赛选手来自海南本地。

冲浪在我国来说，属于新兴的水上
运动，但已涌现出一批水平高超的运动
员，特别是青少年组，小小年纪就已经展
露出冲浪的天赋。

8岁的小选手李羿广来自四川成都，
5岁开始学习冲浪。虽然最后他止步于
半决赛，但比赛现场，有很多观众已经被
这个勇敢的小男孩“圈粉”了。

从万宁市政府2010年举办首届中国
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至今，万宁日月湾开
始受到全世界冲浪爱好者的关注。如今
的日月湾，已成为世界冲浪界的聚焦点。

万宁冲浪赛

2010年
以“激情海岸，冲浪万宁”为主题的首届2010

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于11月6日至8日在万
宁石梅湾、日月湾等海域举行。

11月6日上午，万宁市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在石梅湾艾美酒店签署水上项
目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万宁市政府与世界
职业冲浪协会（ASP）签署合作意向书，世界职业
冲浪协会将长期支持万宁每年举办国际冲浪节，
并将万宁作为一个站点举办2011年ASP世界巡
回赛，同时计划长期在万宁举办该赛事。

2011年
10月25日，2011斯沃琪世界女子长板职业

冲浪决赛暨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在万宁日月湾开
幕，这次大赛吸引了国内外136家媒体和近800
名嘉宾参加。

25日至30日，36名在世界各地ASP（世界
职业冲浪协会）巡回赛获胜的顶级女子长板冲浪
选手在浪尖上一决高下。

与世界职业冲浪协会（ASP）赛事组织机构
签订协议，正式引进ASP所属的世界（WCT）中
最高星级的赛事——斯沃琪世界女子长板职业冲
浪冠军赛决赛。万宁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最高级
别冲浪赛事的城市，并将连续三年作为这一赛事
的决赛地点。

2012年
海南万宁日月湾国际冲浪节1月7日在万宁

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海滩启幕。国际冲浪协会中
国杯男女短板赛和国际职业冲浪协会海南精英赛
的举办填补了中国举办国际顶级海上冲浪赛事的
空白。

1月8日至14日冲浪节期间，全程举办美食嘉
年华。

2013年
2013第四届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开

幕式在万宁市举行。11月20日至29日，来自十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4名世界女子长板精英运动
员和34名世界男子长板精英运动员，在浪尖上一
决高下。主要内容包括斯沃琪世界女子长板职业
冲浪总决赛、世界男子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中国
第二届国际冲浪沙滩宝贝大赛和冲浪文化广场群
众体验等活动。

2014年
11 月 23 日，海南万宁日月湾国际冲浪赛

在万宁市开幕，来自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冲浪选手在万宁日月湾进行为期 6天
的角逐。

该冲浪赛季从 2014 年 11 月上旬开始至
2015 年 1 月下旬结束，包括 2014 第七届
O'NEILL冲浪海南公开赛、2014日月湾国际冲
浪赛、2014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赛、2015ASP
国际女子短板职业冲浪资格赛、2015“戒浪·不”
国际青少年公开赛等5大赛事7场比赛。

2015年
11月21日—22日，万宁日月湾迎来第八届

迪卡侬Tribord冲浪海南公开赛。由迪卡侬Tri-
bord赞助的冲浪海南公开赛已经连续举办8年。

12月4日，2015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赛在万
宁市神州半岛开幕。

2015世界冲浪联盟（WSL）世界男子、女子
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5日在日月湾开赛，来自世
界各地的60名顶尖冲浪选手展开为期8天的对
决，争夺本年度的世界长板冲浪总冠军。

2016年
2016万宁国际冲浪赛12月2日至12日在万

宁市日月湾举行。比赛包含2016WSLJeep世
界女子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世界男子长板职业
冲浪冠军赛、2016WSLJeep亚洲杯冲浪冠军
赛、中国冲浪巡回赛（万宁站）总决赛等四项大
赛。中国冲浪巡回赛（万宁站）总决赛首届落户万
宁，将作为国家队的积分选拔赛。

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漫长海岸线
上，有一处海湾被北面的山岭环抱，
呈现出半月的形状。这处位于万宁
市的海湾，就是著名的日月湾。

日月湾地处热带、亚热带交界
处，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
足，气候宜人，雨量丰富。这使它的
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年平均温度在
26.5℃的海水让冲浪者即使在冬天
也可以穿着裤衩尽情追浪；而年平
均1米—2米的浪高，绵长且有力；
海浪起浪频率也多，让冲浪者冲到
浪的机会大大增加。

清澈湛蓝的海水，不时被海风
拎高，以俯冲的姿态滑向沙滩。站

在远处的沙滩眺望，隐约能望见有
人的身影在海浪中穿梭，自由得像
水中的飞鱼。如果追求水上运动的
速度，那么玩冲浪一定过瘾。在清
澈的水面上乘风破浪，掀起的浪花
不断拍打着你的胸膛，你在水雾中
眯缝着眼睛注视前方，宛如一支利
箭，感觉万分刺激，心情得到最大放
松。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动的感
觉！从冲浪运动所需要的硬件条件
来看，它可绝非仅仅需要“有海浪”
那么简单。

冲浪，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过
程，稍不注意，就会被海浪掀翻。
每一次的浪花上旋转跳跃，都要

经 过 苦 苦 的 等 待 、抉 择 、追
赶……直到冲浪者仰起头，越过
刚刚飞舞的浪尖，在与海浪的相
互博弈中，才是冲浪的真正魅力
所在。当孤身一人带着一块板奔
向冲浪征程，唯有超越自我的毅
力支撑。

波涛阵阵，海浪翻滚。在这片
蔚蓝中，许多勇敢的身影甩开一切，
冲向大海，追逐着海浪的节奏，迎浪
起舞，自由如风。

站在日月湾边，可以看到被海
风掀高的白花花的浪不停地冲向沙
滩。波涛上，人影跃上又沉下，仿佛
自由的飞鱼在浪中穿梭。阳光慵懒

地倾洒在椰林环绕、礁石点缀的海
湾上，一阵阵海浪从海面奔来与礁
石相会。

冲浪运动最早出现在美洲印第
安部落中，甚至可追溯到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前，也有人说源于18世纪
末的夏威夷群岛。从现在各类赛事
的成绩来看，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人
的实力最为强劲，从业人数也最
多。中国冲浪运动起步较晚，举办
冲浪比赛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冲浪
运动比赛规则比较复杂，通常按限
定时间内的冲浪次数计分，中间还
要对海浪大小、表演技巧、姿势难度
等进行评分。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稿/陈栋 卓琳植 图片/阮琛

日月湾，洁白细柔的沙滩，湛蓝清澈的海水。海面上，一两米高的海浪一层层地向岸边席卷而来，在海面上激出白色的浪花。远
处的浪尖上，一个个跃动的身影踩着踏板游走在海浪间……

12月16日，2017年全国冲浪系列赛事（万宁站）暨第八届万宁国际冲浪节比赛的现场，除了吸引国内外冲浪爱好者参赛外，还引
来大量媒体的关注和前来观看游玩的游客。

近年来，万宁魅力愈发凸显。龙舟赛、冲浪节等各大体育赛事相继在这里举办，为这里增添了动感激情的独特气质。“冲浪在万
宁”已经成为全球冲浪视野中的一大品牌，万宁冲浪也开始进入产业化的新阶段。

借助体育赛事扬帆起航，城市魅力愈发凸显

万宁 推动产业发展

在万宁109公里长的海岸线
上，由北向南星罗棋布着山钦湾、
山根湾、英豪湾、神州湾、石梅湾、
日月湾等10个水清沙幼的美丽海
湾，神州半岛和英豪半岛如陆地伸
向大海的两只巨臂，将一湾汹涌海
水纳入臂弯，安抚成两个平静温
和、物产丰饶的小海湾。不同的海
域孕育着各自的特点，成就了冲
浪、潜水、海钓等海上运动所具备
的特有资源。

由于这几个海湾气温相对稳
定，年均气温保持在最适合户外运
动的24℃左右。尤其每年10月到
来年4月，从陆地上吹来的离岸风，
让万宁的海浪最高可达3米，且持

续时间长，集中而有规律，最适宜
冲浪。

省文体厅竞技体育处处长刘平
久认为，万宁日月湾是国内乃至亚
洲开展冲浪运动最好的地方，这里
一年四季都有浪，非常适合进行冲
浪训练和比赛。国家体育总局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考察了国
内一些曾经举办过冲浪比赛的沿海
城市，但各方面条件远不如万宁日
月湾。日月湾的冲浪硬件设施较为
完备，冲浪的氛围较浓。2010年，
万宁日月湾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冲浪
大赛。2011年成立的日月湾冲浪
俱乐部，每年都自主组织“冲浪海
南”和“戒浪·不”两大公开赛，年培

训1000名冲浪爱好者。
国家冲浪队领队马福来介绍，

中国的冲浪运动起步较晚。1985
年，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尝试，当
时国家体委水上部曾组织了一批
从帆板项目中选出来的运动员到
海南万宁训练了一个月，但项目很
快“流产”。直到 2006 年—2007
年，国外一些冲浪爱好者发现了万
宁日月湾这个优质的冲浪点，自发
前来冲浪，带动万宁本地一批小学
生、中学生跟着一起学习冲浪，随
后日月湾产生了几家俱乐部，冲浪
运动才在当地慢慢兴起。

“国家冲浪队一队的队员大部
分来自海南万宁。几年前，万宁市

政府扶持了一支冲浪少年队，政府
出钱买装备、聘外教、组织冲浪比
赛，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冲浪基
础。”马福来坦言，但相比世界冠军
的冲浪水平，国家冲浪队队员“缺
的东西太多”。目前，新组建的国
家冲浪队有30名队员，其中海南籍
队员9名。

马福来说，要想缩短和国外强
队的差距，还需要加倍努力。目
前，海南的七八家冲浪俱乐部分布
在三亚和万宁。

“现在我们需要巩固后再提
升，朝着6-8分的方向努力，力争
拿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马福来说。

在连续举办多届冲浪节后，日
月湾已经不再是那片“藏在深闺人
未识”的美丽海湾，不仅成为中国
冲浪板图上的重要一站，也成为游
客流连忘返的去处。

冲浪赛的国际性和影响力有
力地带动了日月湾的发展，随着基
础设施的完善，这里有专业的冲浪
俱乐部、客栈等，不仅是每年冲浪
赛的举办地，更发展成为冲浪小
镇，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和
冲浪爱好者慕名前往日月湾学习
冲浪、游玩、度假。冲浪，已成为万
宁旅游的一张亮眼的名片。

经过几年时间的不断培育和
引介，如今万宁年年有赛事。冲浪
赛、龙舟赛、海钓赛已经成为万宁

的三大品牌赛事。在这些赛事的
带动下，海上帆船拉力赛、环岛自
行车赛等重大赛事也一一落户万
宁。随着一项项大型品牌赛事的
成功举办，“世界冲浪胜地”“中国
水上运动之都”等名片纷至沓
来。2012年初，万宁还荣膺了“中
国十大体育营销城市”称号。

万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高
明表示，万宁是一座独具魅力的
滨海花园城市和清新度假胜地，
更是一座激情飞扬的活力旅游和
竞技体育城市，是著名的“世界长
寿之乡”“世界冲浪胜地”。

“特别是继去年国际奥委会
正式将冲浪纳入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比赛项目之后，今年9月，冲

浪国家队培训基地又正式落户万
宁，承担国家冲浪队组建和东京
奥运会冲浪项目备战任务，这让
我们备受鼓舞，更加有信心、有动
力把冲浪这项运动打造成为活力
万宁的品牌，成为万宁扩大开放、
促进交流的一张‘金色名片’。”周
高明说。

接踵而来的赛事不仅提升了
万宁的知名度，还带旺了旅游
业。2016年，全市共接待旅游过
夜人数 39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实现旅游总收入 37.15 亿
元，同比增长5.8%。今年前三季
度，预计全市共接待旅游过夜人
数291.96万人次，同比增长6.7%；
预计实现旅游总收入 24.6 亿元，

同比增长20.2%。
万宁正按照“世界冲浪胜地，

中国冲浪之都”的目标，以万宁国
际冲浪节这一节庆旅游为媒介，融
文化、论坛、经贸、体育等板块活动
于一体，大力发展旅游和休闲文化
产业。下一步，万宁将继续探索文
化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有益经
验，大力促进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创
新融合和互动发展，使得文体赛事
成为万宁对外形象宣传的“活名
片”“活载体”，借助举办体育赛事
活动的契机，通过国内外全媒体覆
盖，对城市形象进行全方位宣传，
增强万宁城市品牌，推广万宁旅游
文化，把万宁打造成一个宜居、宜
游、宜业的旅游目的地。

冲浪+

“冲浪在万宁”品牌效应凸显

浪尖芭蕾的舞台——万宁日月湾

品牌赛事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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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赛事使得日月湾名气大增，引来众多游客。

日月湾，游客拿着冲浪板去冲浪。

12月16日，万宁日月湾，冲浪选手在浪尖跳跃、冲刺，展示矫健身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