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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之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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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冲浪火“出圈”
全年有浪难度各异，冲浪爱好
者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

8 月初的后海，正是热闹的时
候。沙滩上，有人正在做热身训
练。海面上，有人正乘着冲浪板与
海浪共舞。

“今年后海人气非常高，光我们
俱乐部，每天有几十个学员来学冲
浪。”三亚引力冲浪俱乐部负责人朱
利民忙得脚不沾地，一边为学员做报
名登记，一边分配冲浪教练。

十年前，冲浪运动可不是如今的
光景。这一点吴承泽深有体会。
2010年，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的他
被朋友带来后海体验冲浪，当时海
面上一整天也见不到几个人。

“第一次冲浪的感觉非常棒，大
自然的能量可以让你屏蔽烦恼，专
注当下。”冲浪没有捷径，必须一步
步划水，创业和成功也是如此。从
冲浪中开悟后，吴承泽重新振作起
来，回到城市，赚到了钱，又决定回
到后海，在这个启迪了他人生的地
方，开一家冲浪客栈和冲浪俱乐部，
一边经营冲浪运动，一边实现自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理想。
他也看好了在后海发展冲浪运

动的先天优势。
后海是片藏于海棠湾一角的半

圆形的海湾，也叫皇后湾。湾区弧度
巧妙，全年都有海浪全方位、多角度
推向岸边，且不同的点位会形成大小
不一、难度各异的浪，有的地方适合
初学者，有的地方适合中高阶冲浪
者。并且，后海湾区的海水不深、海
浪稳定、沙滩细腻平滑，对冲浪新手
十分友好。

从2014年开业之初的艰难，到
如今将分店开到陵水香水湾，且两家
客栈常常满房，吴承泽亲历了冲浪运
动的发展，“冲浪运动在我国起步较
晚，国内冲浪选手多是自发学习和训
练起来的，而且以前多是年轻人为了
耍酷来玩，现在，男女老幼都来体验
冲浪，这项运动正在走向大众。”

8岁的华裔美国女孩Ivana（伊凡
娜）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疫情影响，
原本计划去美国参加夏令营的伊凡
娜，选择和妈妈来到三亚，在后海学
冲浪。

“我们鼓励孩子走进大自然，尝
试不同的体验。我相信冲浪这项运
动能够激发勇气，有助于塑造孩子健
康、阳光的性格。”伊凡娜的妈妈说，
为了学好冲浪，母女俩已经在海棠湾
的酒店住了近半个月。

像伊凡娜这样的游客还有很
多。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冲浪爱
好者相聚于此，选择一处民宿或酒
店，住上几周或数月，在三亚尽情享
受属于自己的“冲浪时间”。

朱利民分析，进入暑期，后海人
气爆棚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受疫情的
影响，人们更加注重身心健康，以冲
浪为代表的户外水上运动自然受到
欢迎。并且，今年6月，一部网络综艺
节目《夏日冲浪店》开播，有多名人气
偶像来到海南录制冲浪运动真人秀，
这也是吸引众多网友前来海南冲浪

“打卡”、体验“浪人”生活的重要原因。

⬇冲浪运动有助于激发勇气、塑
造阳光坚韧的品质，趁着暑假，许多
父母带孩子来三亚后海报名学冲浪。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来一次就成回头客
打工换宿吸引年轻人体验“渔村浪人”生活

海风牵着阳光，推着细
浪，在海湾里来回游荡，空气
湿润，裹挟着淡淡的咸味……
是熟悉的气息！吴承泽出差
刚一回到三亚后海村（又称藤
海渔村），就迫不及待地抱起
冲浪板，奔向了沙滩，一头扎
进翻涌的浪花里。

原本只是游客的他，与三
亚后海“一见钟情”，一待就是
六年，并在海边开了家名叫
“亼樂”的冲浪客栈和冲浪俱
乐部。

得益于四季宜人的气候、
全年不断的海浪和相对安全
的海底地形，位于三亚海棠湾
的后海湾区，已经成为许多冲
浪爱好者的心中挚爱。

与之毗邻的是后海村，是
一个人口约 3000人的小渔
村，近年来也涌现出50多家
民宿以及众多冲浪俱乐部，为
冲浪运动配套了一站式服
务。后海村也被冠以“中国冲
浪第一村”的美誉。每年，成
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
享受冲浪乐趣和渔村风情。

体育与旅游，是如何在小
小渔村里实现共融？在海南
建设自贸港、打造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区的进程中，后海探索
出了怎样的经验和启示？

令人好奇的是，在海南已有万宁
日月湾、陵水清水湾、三亚大东海等
冲浪胜地之后，曾经寂寂无闻的三亚
后海，是如何在冲浪运动圈中闯出名
气的呢？而且，不少冲浪爱好者在三
亚后海体验过后，从此流连忘返，成
为回头客。

比如来自广西的冲浪爱好者
劳信立。从 2015 年第一次接触冲
浪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后海，享
受一个冲浪主题的假期。在他眼
里，后海有不同于别处的气质——

这里有民宿的一站式服务。这
些年，不少留恋后海美景的人扎根后
海村，开起一家家特色民宿。许多民
宿还是由当地的房子改造而成，既保
留传统渔村的风格，又注入了新的灵
感设计，或摩登现代，或清新简约，推
门而出，即可漫步清浅海滩，立于窗
前，也有独家海景日夜陪伴。

其中以冲浪为主题的民宿，往
往涵盖教练培训、营地活动组织、冲
浪板租赁及防晒霜销售等业务，住
客在前台就可以报名冲浪体验课
程。一站式服务大大丰富了旅游体
验，也为冲浪爱好者们营造了结交
新朋友的活跃氛围。

这里还有渔村独特的烟火气。
后海村虽不大，街上却遍布美食菜
馆。漫步至村口码头，还能看到不少
渔船进出，有人在礁石上垂钓，有渔
家的孩子在岸边逐浪戏水，还有人牵
着爱犬，在夕阳余晖中漫步沙滩……
淳朴闲适的渔家气息扑面而来。

“一面是国内冲浪胜地，一面是
简单朴实的渔村，两种完全不同的文
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让后海变得独特
又好玩。”劳信立说。

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后海的独
特。经营于此的客栈和俱乐部，也希
望多元化推广冲浪运动，打造独属于
后海的生活方式。

“下月需一名义工到岗”，暑期后
海人气旺，后海一家民宿负责人近日
在微信发布义工招募信息。在后海
村的冲浪俱乐部和民宿客栈，往往会
招收义工。义工以劳动、专业技能换
取免费住宿和学习冲浪的机会。

6月底，上海姑娘舒寿嘉来到后
海成为冲浪俱乐部的一名义工，平日
里负责做饭、打扫卫生、跟着教练下
海给学员推板、给学员拍照，有空了
就下海学冲浪。这种边工作边玩，天
天与大海、阳光、沙滩为伴的体验，引
起不少年轻人的关注。舒寿嘉经常
接受网友们的各种咨询。在她的推
荐下，后海也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
打工换宿的理想地。

在吴承泽看来，义工模式不仅
降低了俱乐部和民宿的运营成本，
也降低了年轻人学习尝试冲浪的成
本。义工作为参与者和传播者，无
形中也助推了冲浪运动的发展。

为了让冲浪真正走进大众的生
活，冲浪俱乐部还发起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如“亼樂”冲浪俱乐部定期举行的
公益变装冲浪赛、每个月开展的公益环
保活动、“浪人”集市等，甚至还发起并
参与拍摄了关于冲浪运动的纪录片。

“我希望通过这种‘草根’活动，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冲浪。”吴承泽
说，冲浪并非想象中的那种对滔天巨
浪的极限挑战，而是一种简单快乐的
新派运动，是都市人解压的好方式，
也是一种新兴潮趣的时尚生活。

短短几年时间，三亚后海先是
在冲浪运动圈赢得青睐，进而在大
众旅游圈收获人气。这种看似天降
好运的热闹，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
休闲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蒋依
依看来是情理之中：“产业供给不断
多元，市场需求也快速扩展，体育旅
游作为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业
态，正在得到蓬勃发展。”

成名之后何以为继
标准化与规范化才能让冲浪运动
产业走得更远

三亚市后海村的冲浪运动火“出
圈”后，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体验冲浪乐趣。

近年来，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
村振兴的浪潮中，不少村镇因缺乏产业支
撑，导致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完成蜕变。

而后海村依托自身不可多得的自然条
件，尝试将旅游与体育、文化相融合，又在众
多冲浪爱好者、冲浪俱乐部及民宿经营者的
积极探索下，自发形成了产业聚集和商业闭
环。后海村民或将房屋出租，或开店做生
意，借着冲浪运动的流行，搭上了“旅游车”，
吃上了“旅游饭”，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这在村镇发展中实属难得：旅游需求
的多元化与供给侧的市场化同频共振，共
同推动了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后海村体育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背
后，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因势利导。2017
年，三亚市海棠区政府把后海村纳入美丽
乡村示范村建设，泥巴路变成了石板路，渔
家小平房变成了统一的小白楼，街道、楼
房、路标也得到统一的包装……硬件设施
的改善，提升了后海的旅游承载力。

“海南有热带与亚热带兼具的气候优
势，有滨海、山地、雨林兼有的资源优势，有
多个IP赛事在内的品牌优势，更有自贸港
建设的特殊政策优势，发展体育旅游大有可
为。”蒋依依认为，海南在推动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区建设中，将会有更多的“后海”出现。

按照《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
规划（2020-2025）》的设想，海南将在未来5
年内积极发展水上运动，构建水上运动空间
结构，丰富水上运动产品，提升水上运动品牌
赛事活动水平，完善水上运动综合保障与服
务，促使海南成为国际水上运动新高地。

海南省水上运动协会秘书长刘安表
示，全岛有近60个海湾是开展水上运动的
优质天然场地，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出
台，相信到海南享受“体育+旅游”乐趣，将
成为国内水上运动爱好者的首选。

在后海，自发发展起来的冲浪运动，在
产业链上还存在一些短板。

随着前来体验冲浪的游客不断增多，市
场对冲浪教练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一些没
有专业资质的冲浪者也担当起冲浪教练，甚
至开起俱乐部，以更低廉的价格吸引游客。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长此
以往，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朱利民对此担忧不已。

业内人士坦言，尽管冲浪运动已成为海南
“体育+旅游”的新名片，但海南冲浪产业在服
务设施、培训机制、商业产品和覆盖各水平阶
段的群众性赛事活动组织上，还存在短板。市
场已经用“无形的手”让后海村初步完成了产
业聚集，后海冲浪产业，未来该如何走？

“三亚后海‘冲浪村’，作为海南省创建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的特色案例，还需在
系统的规划、产品的设计、形象的打造等方
面着手，从自发性发展向自主性发展过
渡。”蒋依依表示，海南也需尽快制定体育
旅游的地方标准。

刘安认为，海南可打造不同主题的体育
小镇，加快引进国际运动等级认证机构，让
国内水上运动爱好者不用出国，来海南就可
以考取冲浪、浮潜、自由潜等运动的等级证
书，在推动水上运动大众化、休闲化的基础
上，带动水上运动项目产业化、商业化，“我
们也将在项目引进、赛事举办等方面积极作
为，并探索建立水上运动普及、水上运动人
才培养的全新体系，为海南体育旅游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 （本报三亚8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