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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好钓手钓鱼大奖赛东平站即将开战

本报6月27日讯：由山东省
钓鱼协会、山东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泰安市钓鱼协会、东平
县体育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

“2015年中国好钓手钓鱼大奖
赛”，将于7月12在东平湖国家
垂钓基地拉开战幕。

据悉，2015中国好钓手钓
鱼大奖赛共有五场分站赛，东
平站为大奖赛第一站。每站选
拔成绩排名在前60位的选手，
于本年10月进行决赛。凡热爱
钓鱼运动、倡导文明垂钓、热爱
公益事业、身体健康且具备比
赛能力者，均可报名，性别、年
龄不限。

大赛限报名人数为300人，
比赛分为3 . 6米手竿池钓鲫鱼
尾数赛(两场)和4 . 5米手竿池钓
混合鱼赛 (两场 )两个竞赛项
目。比赛奖励总成绩位列前30

位的选手，第一名可获得12000

元奖金、证书、奖杯，排名最后
者可获得300元奖金及证书奖
励。 (本刊记者 李勤)

我喜欢上了钓鱼运动
双休日，我与钓友刘兄拿

着渔具来到一个水库。刘兄很
麻利地搭好布棚，钓鱼的程序
很简单，我很快就进入状态。甩
钩后，他坐下来，静静地注视着
湖面。半小时过去了，我被熬得
没了耐性，就隔三岔五地提竿
看有没有收获。刘兄说钓鱼要
看耐性，练静功，必须心平气和
沉得住气，否则会一无所获。刚
说着，他的水漂猛扎进水中，我
激动地叫喊，“鱼上钩了，看样
子是个大家伙。”可等提竿上
来，却是个三寸丁。看那鱼线钩
着的鱼来回到荡悠着，真是心
花怒放。刘兄在一边看我高兴
的样子，只是平静地一笑，“看
把你乐的，好戏还在后面呢。”
说完，又甩出鱼竿，一副宠辱不
惊的样子，真有些大将风度。这
天我虽然比不上他，却也收获
不小，光三寸丁就七、八条，最
让人兴奋的是，钓了一条半斤
重的鳜鱼。黄昏时分，我们把一
条条鱼放进水桶里，当抓起那
条鳜鱼时，它的尾巴来回摆动
着，快感直入心中。

喜欢钓鱼，就常常听刘兄介
绍各种鱼的习性、特点、溜鱼等

技巧。虽然知识多了，但是一直
没有实践过，总觉得遗憾。一次
我正用心钓鱼，猛听刘兄喊道：

“快收你的竿，拿抄网。”我手忙
脚乱地把钓竿扔到一边，拿起抄
网就站在一边看他溜鱼，40多分
钟的人鱼大战，鱼儿在水面上翻
江倒海地折腾，水面上朵朵浪
花，煞是好看。最后，还是刘兄有
能耐，把这条大家伙给拉上了水
面。回家一过秤，5斤重。后来，刘
兄在钓友面前说起来总是眉飞
色舞的，炫耀那鱼7斤重呢。我暗
笑，好大喜功该是垂钓者共同的
特点吧。

不久，我也品尝到了这种刺
激的滋味。那次，鱼儿咬钩的刹
那，我感觉手里象有千斤力，一
看水漂早没了踪影，知道是个大
家伙，就挺住鱼竿，喊道：“是个
大家伙。”旁边的刘兄正握着抄
网在水里，那鱼刚蹦出水面，刘
兄眼急手快，抄网逮个正着。这
一仗打的干净漂亮，赢得钓友们
一片喝采，一秤，足足5斤。

我自打钓鱼后，冰箱里就
从没缺过鱼，我常给父母送些
去，让他们尝尝鲜增加点营养。

(淄博钓友 彭波)

做爱钓鱼的代言人，让您一夜之间成名人
齐鲁晚报《快乐钓鱼》首届游钓宝贝形象大使选拔活动即将开始

初初试试海海钓钓，，惊惊险险刺刺激激，，收收获获意意外外
跟随齐鲁海钓会钓友赴蓬莱海钓感受

去威海，乐钓比目鱼

李宝图是齐鲁海钓会的版主，
年龄小我一岁，也56岁了。这次蓬莱
海钓是他约得我，我要海钓的“武
器”都是他给我准备的：他把一支两
米七的竿、一只缠着五彩PE线的纺
车轮递到我面前。“拿着，就用它们
吧，这是我以前用过的，练手没问
题。”说着，我们的海钓师生关系就
这么简单的建立了起来。我坐在他
身边，他一边教我怎样栓主线，一边
教我绑铅坠和子线。一切准备好了，
我们就分别在甲板上或船舱里和衣

而睡了。船，一个劲儿的轰鸣着，好
像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样，推着我
们驶向大海的深处……

船，在海上几乎是行驶了一夜。
天蒙蒙亮，船老大就把我们叫了起
来，钓手们一阵忙碌，迅速进入了作
钓姿态。船老大操着船忽进忽退、
忽左忽右，通过探测仪找到钓点，
一声令下：“抛竿吧！”钓友们瞬
时间把挂好各种钓饵的钩抛入海
里。一边找水深，一边找鱼层，一边
找鱼咬口的感觉。没出五分钟，钓友

们手握钓竿上的电动缠线轮便分
别发出阵阵“吱吱”的缠线声，纷纷
上鱼。只听钓友们在不停而兴奋的
喊着：“哎呦！老宋上大物了！3斤！”、

“小渔儿，上双飞了！”、“快看！刘哥
上大块头了 !”欢叫声中，我手中的
竿稍突然抖动起来，我猛地一
抽，也中鱼了！我胳膊夹着竿使
劲地向上摇着手轮，一会功夫，
一条两斤的大黑头鱼被我拉出了
水面。此刻，我也兴奋地狂喊起来，
钓友们也向我投来了庆贺的目光。
这天，我们一直欢钓至傍晚，大家
鱼获量都不错。有钓到斤4斤重的大
黑头，有钓到1斤多的黄鱼，还有钓
到叫不上名来得鱼；钓的最多的已
经超过30斤，我钓的最少，总量也近
15斤；再看看各位的钓获，均有二十
六七斤。晚餐，船老大爷俩用自己
钓上来的黄鱼煮了一锅海鲜面，让
大家连吃带喝不亦乐乎。吃完饭，
我与宝图、王建、老刘交谈了起来，
宝图老师说：“海钓运动非常锻炼
人，很容易激发人的斗志。海钓在
国内目前大致分为船钓或者矶钓两
种。矶钓与船钓所使用的设备不一
样，用饵、钓法也另当别论。船钓，一
般都是船老大通过探测仪找到海底
沉船、人工岛礁等复杂区域后抛锚
开始作钓；其次，在这些区域中不抛
锚，而是让船随浪漂行由钓友随船
漂钓。不管哪种方式，细心体验、掌
握技巧都能搏得大物。”这时王建接
着说：“会钓淡水鱼的人很快就能掌
握海钓。准备好钓装和钓具，海钓并
不难，关键是不要晕船！”烟台钓友

小杨在一旁递上一句：“海钓虽然没
什么技巧，但要想钓的好，全靠悟性
了。悟得越深，钓的就大，悟的越明，
钓的就多。”在一旁不善言辞的老刘
光抽烟，听到这儿也会意的笑了。

第二天，又一轮的抢钓开始了，
重复着昨天的一切。作钓至中午时
分，便完成此次海钓过程，收竿返
航。我简单地做了一个统计：15人中
一天半人均钓获量在30斤左右的有
12人，有4人钓获量40斤左右，齐鲁
海钓会的李宝图、王建就在这4人之
中；我倒数第一，还钓获了21斤。迎
着阵阵海风，从一个个钓友的脸上
不难看出，意外收获，早以填满了他

们心中的期待！
此行海钓，不能不说说的是操

船的船老大，当地人称之为“宋一
锚”的宋仁庆。老宋，为人忠厚，做事
用心。操船海上行驶十分稳健，抛锚
选钓点十分准确，点点出鱼、且出大
鱼，老宋说：“大伙冲着我来了，我就
必须为大家服务好，尽量多找到好
钓点，让大家能多钓鱼、钓大鱼。”不
虚此行每一次出海，让钓友们满意
是老宋的最大心愿。

海钓休闲运动，确实惊险刺激；
海钓鱼获多少，确实令人兴奋。海钓
休闲运动，我认了。

(本报记者 王宗一)

威海有广阔洁净的沙滩，比目鱼
类资源丰富，在平坦的沙滩上抛钓比
目鱼，安全又有乐趣。风和日丽，海风
徐徐，正是钓比目鱼的好时候，不过
比起春天来，不要忘了戴一顶遮阳
帽，以防中暑。

星期天的早上来到海边，有几位
老钓友已经在那里摆开了“战场”，我
跟他们打过招呼，赶紧选钓点，钓点
选对了就有一半的胜算。首先要做好

“侦察”工作，退潮时的海滩上，那些
仍然存水的小水湾、低凹的水渠、长
水草的地方，涨潮时都可能是鱼儿或
路过或觅食的地方，都是抛钩的好钓
点。一定要记住这些地点的方位，也
可以在涨潮时逐一探访钓友们的战
果，对优胜者出现的方位和远近要仔
细观察，那里可以是下次钓鱼的首选
钓点。此外，小河入海口冲下的生物
对鱼儿很有诱惑力，在这里选点也许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根据这些经
验，很快选中了一个好位置。

放下马扎坐下来，带好老伴给备
好的遮阳帽，拿出鱼竿开始朝鱼钩上
挂饵。海蚯蚓是钓沙里趴的首选钓
饵，硬度适中，很恋钩，往往连钓三五
条鱼也不用换饵，需要注意是必须顺

着挂饵，即收钩尖先从头部刺入，钓
尖露而不见，以保证较高的命中率。
我这次使用的鱼饵是买来的蛤蜊，提
前将蛤剖开，剪下其头部和冠状硬
肉，稍加点盐拌匀，既增加硬度又不
易变质，上钩率比较理想。记得我有
几次使用的是从海边买来的小虾，掐
头扒皮也很好，但易被甩掉，如果深
水垂钓效果极佳。

我的使用的鱼竿长4米，这样的
长度很适合抛线，如果是初学者用
3 . 5米的竿即可。海钓主线不宜细，一
般以0 . 4—0 . 5号为宜，偶尔挂钩，线细
易断。钩角线(用于单钩的线)应用较
细的线，一般用0 . 25—0 . 3号即可，一
旦挂钩宁可舍钩，不可断主线，长度
以20-25公分为宜，掌握两钩不能牵
手。脑线(即一端用连接环节于主线，
末端栓砣)，与主线同粗或者略粗皆
可，长度在1—1 . 5米，在线上，等距离
打上3—5个“8”字扣，然后系上钩，注
意不能两钩接触自乱阵脚。鱼钩大小
也有讲究，沙里趴嘴小，大钩难咬上，
建议使用11—12号钩，效果很不错。

大海正在涨潮，浩浩荡荡的海水
打着漩涡不断上涨，很多人都说涨潮
的流头好，我感觉也不尽然。比如沙滩

较平、水浅，上半潮上鱼不快，半潮后，
随水深增加，咬钩率逐渐提高，特别是
八分潮到满朝，往往才形成上鱼高潮，
这个黄金时段不容错过。平潮水不动，
鱼不动，咬钩基本停滞，处于暂歇状
态。等到开始落流时，水又动了，鱼又
重新活跃，咬钩又会出现一个小高潮，
而后边水逐渐浅，鱼会越来越少。老经
验固然重要，但随着季节、气象、天气、
潮汐等情况的变化，老经验也有失灵
的时候。比如今天，我原本信心满满
的，心想今年第一次来，一定会“开门
红”，可是我钓了一个小时，只上了两
条小鱼，正左顾右盼，想看看再换个地
点试试，远远走来两位看海的游客，他
们看了看我的“战利品”，好心地告诉
我说南边一位钓友已经钓了十多条
了，我赶紧把钓点朝南移了移，靠近一
条小港沟旁下钩，不过五分钟果然上
来一条，接着在不到半小时内上了十
多条。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这真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担心
老伴心里惦记，看看钓到的鱼也有
七、八斤，心里美滋滋地哼着歌曲，收
起了鱼竿，带着胜利果实，踏上了回
家的路。 (威海钓友 王继仁)

为展现魅力山东海上旅游的良
好形象，由齐鲁晚报、威海伏鲲海钓
俱乐部及齐鲁网联合主办的“2015齐
鲁晚报《快乐钓鱼》首届游钓宝贝形
象大使选拔活动”即将开始。

此次活动旨在选拔、培养出一支
能够担当起有“海上高尔夫”之称的
高端海钓活动形象宣传、扩充海上垂
钓旅游形象大使的队伍。活动以“魅
力的你，代言自我，代言山东”的为宗
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纯粹选秀，将
比赛场地从灯光绚丽的T台转到了
豪华大气的游轮上，选手不再是简单
的走秀，而是综合的体现时尚的商务
观念。选手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
无论是平凡的市民、为社会、行业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都有可能成
为形象大使，真正做到：我，是代言
人；全民参与，谁都有机会。

为同时兼顾三大活动目标，本
届形象大使选拔活动拟评选出“齐

鲁晚报《快乐钓鱼》版代言人”、
“专业游钓活动代言人”和“行业
产品代言人”共三方面形象大使，
从不同的角度让“形象大使”的概
念得到更全面诠释。

活动要求：18-32周岁女性。
活动奖励：冠军奖金2万元及由

威海伏鲲海钓俱乐提供的价值5万元
的“威海、烟台及长岛全家福”垂钓之
旅、烟台隆基庄园提供的价值5万元
的红酒奖励；亚军奖金1 . 2万元及价
值3万元的“威海、烟台及长岛全家
福”垂钓之旅、价值3万元的红酒奖
励；季军奖金8千元及价值2万元的

“威海、烟台及长岛全家福”垂钓之旅
与价值2万元的红酒奖励；优胜形象
奖15名，奖金分别一千元及价值1万
元的“威海、烟台及长岛全家福”垂钓
之旅、价值1万元的红酒奖励；以上18

位获得奖励的选手在2年内的代言活
动中还可享受冠名单位与赞助企业

的代言经费。
报名地点分济南、威海两个报名

地，报名方式为：①齐鲁晚报《快乐钓
鱼》版邮箱：qlwbkldy@163 .com、QQ:

1252869443；②威海伏鲲海钓俱乐
部邮箱：m e i l i w e i h a i @ 1 2 6 . c o m 、
2753658094@qq.com；短信及电话报
名：①齐鲁晚报《快乐钓鱼》版电话：
15662665877、0531-85196880；②威海伏
鲲海钓俱乐部电话：15854651777、
18663123506。报名内容：1、个人有效
证件复印件、一寸免冠彩照1张、正面
全身生活近照1-2张；2、根据自身特
点用一段话(300字以内)推介海钓行
业，阐释自己所理解的“海钓活动”以
及做代言人的理由；3、写明自己的爱
好、特长，并附相关证明；4、参赛宣
言：用一句话概括“我爱钓鱼，要做代
言人”的理由。(活动最终解释权在齐
鲁晚报《快乐钓鱼》版及威海伏鲲海
钓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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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的神秘，大海的诱惑，深深地吸引着我。6月12日星期
五这一天的黄昏时刻，我跟随齐鲁海钓会的海钓钓友一行15人
在蓬莱登上了渔船，经历了一次神秘、惊险而刺激的海钓活动。
船，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向前行驶着，钓手们个个显得平静，而
我却心胸激荡，毕竟是第一次出海。坐在这摇摆不停的木船上，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知所措，满腹装着的只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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