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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盛夏夏巧巧钓钓黑黑鱼鱼
夏季天气炎热，气温多在30℃

以上。由于气温较高，大多数鱼的
食欲减退，唯有黑鱼不怕气温高、
天气热，夏天也照常觅食，所以在
高温的夏季不妨去钓一钓黑鱼，荷
塘或有芦苇的池塘都是钓黑鱼的好
去处。荷叶及芦苇在夏季生长旺
盛，可以遮挡阳光，黑鱼便在荷叶
和芦苇下“乘凉避暑”；荷塘的青
蛙、小昆虫较多，这些又是黑鱼的
好食料，所以，荷塘或有芦苇的池
塘黑鱼是比较多的。

黑鱼在水中有时也慢慢游动，
这时候可以看到荷叶或芦苇也在晃
动晃动。黑鱼多在水的表层活动，在
水底下活动的不多。所以钓者可在
水面仔细观察，有时可见到成群的
黑鱼仔在游动，只要见到这种现象，
便可判断在黑鱼仔的周围一定会有
大黑鱼，应抓住这个时机将钩饵投
下去，就很容易钓住大黑鱼。钓黑鱼

不要死守一处，应边走边钓，先观察
水中的动态变化再想该如何下钩。

钓饵的选用 钓黑鱼不需要诱
饵，仅用钓饵就可以了。黑鱼是吃荤
不吃素，钓黑鱼必须用动物类的肉
食作钓饵，如小泥鳅、小虾、小鲫鱼、
蚂炸、蚯蚓、家禽的内脏等，最好用
鲜活的。

钓具的选用 钓竿可用5-8米
的硬调竿。竿子要长一点，但钓线
不宜过长，长度在2米左右即可。
钓线过长，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容
易被荷梗或芦苇绞缠。钓钩可选用
8号以上的大钩，钩门宜宽。钓条
应粗一些，因为黑鱼的个头偏大，
500克以下的小黑鱼较少。不使用
脑线，直接在主线上拴钩，也无须
用浮漂、铅坠。

钓黑鱼方法 钓黑鱼用逗钓、
戳茬钓。在钩上挂上鱼饵后就将钩
伸进荷叶或芦苇之间的空洞处，钩

入水不要太深。钩入水后如果几分
钟没有反应，就提起钩，检查一下鱼
饵再重新放人水中，也可以把钩左
右前后缓缓移动，来逗引黑鱼上钩。

夏天钓黑鱼时一定要保持钓场
绝对的安静，不要穿颜色过于鲜艳
的衣服，容易使黑鱼受到惊吓。 因
夏天气温较高，钓鱼者一定要防晒，
应戴宽沿的草帽，不要穿过于暴露
的服装，以避免皮肤被强阳光暴晒。
老年人由于岁数大、体质弱，夏天最
好不要外出钓鱼，即使是中、青年也
要注意防晒中暑。还要观察一下钓
点的上空是否有高压电线，必须说
明的是要带充足的饮用水，以便于
补充水分。夏天正是莲藕生长的大
好季节，钓者应爱惜荷藕，不要因为
钓鱼的方便而去折断荷秆、扯烂荷
叶。大自然给了你钓鱼的快乐，你就
应该爱护大自然。

(滨州钓友 张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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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钓石鲷
海边潮涨潮落，礁石上钓石

鲷，是海钓人的乐事儿。石鲷：鲈
目鲷科鱼，对钓鱼爱好者又称为
“梦幻之鱼”。幼鱼时有鲜明的7

道黑条，随着成年后逐渐消失，呈
灰青色，全身的鳞较细小，体形为
椭圆形，适合水温为15-22度，产
卵期一般在7-9月。根据地区的不
同，一般 5月开始产卵的地区也
有，所以钓石鲷季节应选择6月初
到 8月底 (前期 )、 1 0月到 1 2月 (后
期)。前期钓数量，后期钓个头较
大的为主。到目前为止，外国重矶
钓获记录是长86 . 7公分，重量为9 . 3

公斤(约18 . 6斤)。钓石鲷可分为轻
矶钓及重矶钓法，在此介绍的为轻
矶钓法。

鱼竿：钓石鲷有专用的石鲷

竿，但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都以打重
矶的石鲷竿为主，重量都达到600

克以上，若拿重矶竿来玩轻矶钓
法，则因太重而受不了。所以一般
采用4号或者5号的矶竿，重量最好
是在300克—350克以下的鱼竿。

抄网：一般矶钓用的抄网是
5 . 5米或者是6米的长度，钓石鲷时
最好准备7米长且硬调的，因钓石
鲷的钓位一般都选择打浪位或较险
峻的地方，抄网太软，会被大浪打
的抄不到鱼。

钓位：选择大主流经过的地
方，且有较大的浪花的地方，或者
选择直壁直落水深较深的地方。

钓饵：6-8月可选择青虫、小
螃蟹、淡菜(海红、青口)、毛蚶、
红虫、海胆等，10-12月可选择青

虫、淡菜(海红、青口)。
钓组钓法：6-8月可用浮游矶

钓法 : 3号阿波、8号主线8-12号子
线、4号矶竿、子线1 . 5米、钩上40

公分处加3B咬铅、9-11号黑毛钩，
钓打浪位的尽处，钓棚7-9米；10-
12月可用打沉底钓法：5号矶竿或
者4 . 2米以上的竿、6号PE线或者是
10号主线、70公分长的12号子线、
水流快时用100克的中通铅，水流
慢时用70克的中通铅，水流再慢时
可改为浮游矶钓法钓棚9-12米。

控鱼：中鱼后千万不要着急收
线，因大型石鲷中钩后会紧靠着石
礁上，只要顶住，它自己就会一层
一层往上游，该放线时要适当的放
线，才可顺利的将鱼取到。

钓友湖中藕：您好，之前您给
本栏目来信询问：内地去哪里能买
到海钓用品？问题刊出后，得到了
四面八方朋友们热情的帮助，读者
们纷纷向我们来电、投稿。小编整
合了海钓达人、渔具商家以及品牌
电商的建议，为钓友们挑选了最适
宜内地钓友们购买海钓用品的几
种渠道，供您自行选择。

去沿海海钓用具专卖店购买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济南市拥

有上百家渔具店但大多都是专卖
淡水钓用具的门店，专业的海钓用
具少之又少。沿海地区的渔具店则
大多经营海钓用具，钓友们不妨在
进行海钓之前，直接到要出海的城
市购买。弊端：一、购买前要先考察
好当地渔具店的位置。因为对城市
的不熟悉，在查找时会浪费时间。
二、钓友们一定要在回程时留好装
运钓具的空间。海钓用具装备齐全
需要占用很大一部分空间，若是没
有买到合适的竿包，钓竿在携带起
来会非常不便。三、选购用品有局
限性。大部分钓友在选购用品时，
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将所有的渔具
店都考察一遍，但一家渔具店里的
产品不一定很齐全，所以在价格和
样式的选择上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通过购物网站购买 当今的
互联网发展成熟，各式各样的物品
在购物网站上都可以买到，包括海
钓用具。熟悉网购的朋友们，可以
在网上自主选购钓具。购物网站上
的便捷购物，省去了钓友们大部分

“跑腿”的时间，通过各个产品的图
片与文字介绍很快就能选购好自
己需要的钓具。弊端：一、在购物网
站上购买无法实际体验钓具，有时
还会造成实物与“想象中”不符的
情况。二、购买不合适时，还需将产
品退还给商家进行调换。快递的时
间差严重影响了钓友们使用钓具。
三、钓具有损毁的时候，不能及时
修补。如果卖家没有良好的售后，
钓友们还需另找其他的方式修复。

通过专业品牌电商一站式购
齐 现在的渔具制造商不再局限于
实体店经营，而是将网络展示与实
体体验相结合，给钓友们最直观的
介绍与触手可及的体验。钓友们可
以在专业品牌商家的网站上挑选好
合适的钓具，然后去实体店体验，最
终享受一站式购齐的购物经历。电
商与实体经营相结合这是当下最省
钱、省时、省力的购买方法，钓友们
不前来尝试下。详情请咨询：0531-
85196880或浏览www.bogan.cn。

内地购买海钓用品途径有三

由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山东
省渔业协会、山东省休闲垂钓协
会、山东省滨州市海洋与渔业协会
休闲垂钓分会主办的2015年山东
“太公级别”赛青岛地区晋级赛，
将于8月23日在滨州市沙河生态园
隆重举行。

据悉，比赛人数预计160人，
以休闲淡水钓比赛规范为标准，比
赛选手除按规定完成比赛外，还需

参加开幕式、闭幕式，才可获得名
次与积分。比赛共一天时间，四场
比赛(分别为混合鱼、对象鱼各两
场)。此次赛事奖励总成绩排名在
前20名的选手。总成绩前三名选手
将获得分别设有金、银、铜的“渔
翁奖杯”荣誉证书、及相应奖金。
排名在4至20名选手按照比赛相关
规定进行奖励，并同时还可获得
2015年山东太公级别赛总决赛参赛

资格。未获得名次的所有参赛选手
均有纪念奖。

本次比赛倡导爱护绿色环境
休闲文明垂钓。希望钓手积极参与
的同时保护好我们身边的环境献上
清洁的爱心。向我们最高的荣誉：
“太公级”奖杯冲击！本赛事报名
截至日期8月22日结束。

赛 事 咨 询 电 话 ：
18266590555、13954391719。

2015年省休闲“太公级别”赛

滨州站即将开战

我跟老爸去钓鱼
老爸一直住在乡下的老房子

里，院子里有一个水池，池子里面
养着鱼，这些鱼都是老爸业余时间
钓来的。池子四周布满了花花草
草，把养鱼的水浇花，花长得特别
旺盛。大学放暑假了，我回到了
家。在城里住惯了，回到农村显得
有些不习惯。老爸大概看出来了，
便提上渔具，“走，我们爷儿俩钓
鱼去。”

我们家离石马水库不远，骑上
摩托车不到10分钟，水库已在眼
前。夏天，来这里钓鱼的人很多，
老爸钓鱼有经验，他不急于下竿，
围着水库走上一会儿，才选择一个
地方安营扎寨。

老爸一般都选择一个荫凉地
带，水面还能见到阳光，他说鱼儿
也是要选择环境的，这种地方才能
吸引到鱼儿。老爸边说边打窝，把
鱼饵大大方方地撒到湖面上，我说
鱼儿吃饱了，还能上钓吗？老爸

说，这你就不懂了，水库里的鱼多
的数不胜数，这点鱼饵怎么能让水
库的鱼儿都吃饱呢？窝打好了，我
们坐下来，老爸沏上一壶茶，边喝
茶边跟我聊天，眼睛却一直盯着水
面。一会儿功夫，水面上便泛起波
浪，老爸说：“鱼儿来啦！”刚说
着，便见几条鱼儿跃起水面，溅起
朵朵浪花，老爸说：“我们就看好
戏吧！”话音未落，鱼竿的线一下
子猛地扎入水中，我大呼，“老
爸，有大鱼，瞧，水线扎到水里
了。”老爸把鱼拉上岸，我从来没
有过这样的兴奋，跑过去抓住那鱼
儿，鱼儿在我手里来回地折腾，一
种快感传至心中，原来钓鱼竟然这
样快活，怪不得老爸不乐意去城里
住呢，没想到这乡下竟然有如此有
趣的活儿。

我把鱼儿扔到水桶里，老爸看
了一眼鱼儿，竟然把那尾鱼重新扔
到了湖中。我奇怪地盯着老爸，老

爸说：“这尾鱼肚子鼓鼓的，怀了
鱼仔，这种鱼我们是坚决不能要
的。你想，倘若它肚子里的孩子都
变成了鱼，那么，该给这个湖增添
多少风采呀。”我恍然大悟。还有
一次，鱼儿上钩了，我拿起鱼竿，
顿时觉得这鱼竿似乎有千钧之力，
想必是一尾大鱼。我听着老爸的指
挥，把鱼竿左转右转的，等把鱼钓
上来，竟然是一尾七寸丁，虽说鱼
小，可那种乐趣比中了几百万彩票
还要高兴。

临走，水桶里的鱼已经不少
了，欢快地在水桶里跳跃。回到
家，我想，这次老爸该做鱼慰劳我
了。可一进家门，老爸便把这些鱼
撒进了池中，老爸说：“这些鱼儿
我要养起来，今天带你去钓鱼，是
看你闷的慌，想让你体会一下钓鱼
的快乐罢了。”当看到老爸兴奋的
样子，我理解了老爸的用意。

(济南钓友 彭震)

启事：凡
愿意宣传渔具
店或坑塘垂钓
者，可直接与
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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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1-85196880

邮箱：qlwbkldy@163 .com

欢迎来稿提供垂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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