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海钓

中国南海诸岛
南海海洋有鱼类大约 1500多种袁大

多数种类在西南中沙群岛海域都有分

布袁主要有马鲅鱼尧石斑鱼尧红鱼尧鲣鱼尧
带鱼尧宝刀鱼等遥

日本北海道
北海道以鱼尧贝类种类繁多而著名遥

大马哈鱼尧海胆尧毛脚蟹尧扇贝尧墨斗鱼仅
仅是代表性的海产遥同时袁在寒冷的海洋
里生长的鱼贝袁含有脂肪袁身体紧凑袁美
味超群遥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鱼类

基地袁 也是极少数没有受到污染的海洋
区域袁 盛产品种丰富的纯天然野生的海
洋鱼类袁包括三文鱼尧黑鳕尧真鳕尧大比目
鱼尧鲽鱼类以及海参尧海胆等海产品遥

夏威夷
夏威夷群岛由 8个大岛和 120多个

小岛组成遥区内栖息着 7000种不同的鱼
类以及海洋哺乳动物袁 其中至少有四分
之一为夏威夷群岛所独有袁 包括夏威夷
僧海豹以及夏威夷绿海龟等珍稀物种遥

北海
北海地处亚热带,阳光充沛袁雨量充

足,植被丰茂遥全年花繁叶绿袁四季瓜果飘
香遥 北海所濒临的北部湾是中国沿海四
大渔场之一,有经济鱼类 600多种尧虾类
10多种袁海产品十分丰富遥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平均水深 2490米袁是南北

美洲的航行要道遥 1914年巴拿马运河凿
通后袁 这里更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航道
的要冲遥加勒比海的海水盐度适中袁海洋
生物丰富袁盛产金枪鱼尧沙丁鱼等鱼类袁
是拉丁美洲的三大渔场之一遥 海底还蕴
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遥

孟加拉湾
孟加拉湾位于印度半岛尧中南半岛尧

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之间遥 湾内有
安达曼群岛尧尼科巴群岛遥孟加拉湾淡水
河塘面积和沿海捕鱼面积广大袁 沿河口
一带袁有鲨鱼尧鲳鱼等 120多种鱼类遥

阿拉伯海
阿拉伯海是印度洋西北部水域遥 面

积 386万平方公里袁 平均深度 2734米遥
海水中含有大量营养盐袁 使鱼类繁殖迅
速遥远洋鱼类有金枪鱼尧沙丁鱼尧长吻鱼尧
刺鲅和鲨鱼等遥

|本报记者 刘恒涛 |

在 波光粼粼的海湾袁坐在小船上悠然垂钓袁或
者在行驶的游艇上举一杯啤酒袁拖着鱼杆袁

看三文鱼在船尾追逐鱼饵袁间或一条沉甸甸的大鱼
上钩袁奋力拉上来遥 在海天相连的地方袁体会着悠
然尧惬意的心情袁过几天捕猎打捞的生活袁这几乎是
每一个男人的梦想遥目前袁在国内外袁海钓作为一种
极佳的休闲娱乐活动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遥

坐水上飞机去海钓
美国风险投资人安普若袁就是一个喜欢海钓的

人遥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他袁目前定居芝加哥袁是
美籍华人袁常年奔波于中美之间袁考察投资国内新
兴产业遥 每次完成一个大的项目袁他和朋友总要安
排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来放松自己遥他至今对几年前
秋季在温哥华的那次海钓记忆犹新遥

野在温哥华北面袁 就靠海边了袁 再往上走就是
山袁 从温哥华出去开车一两个小时就没有公路了袁
就是山区遥 钓鱼的地方在河和海的交汇处袁入海口
的地方袁每年三文鱼在秋季的时候要去那里产卵遥冶
安普若说袁那里不通公路袁不通飞机袁只有坐水上飞
机从西雅图飞两个小时到那里袁飞机降落到河上遥

野那里在河边上建了一溜小房子袁 都是木头搭
的袁当地有专门的厨师来做饭袁吃得还相对不错遥但
是没有电袁手机也没有信号袁只有一部卫星电话袁供
有急事的时候使用袁几乎与世隔绝遥 冶每天早上袁天
不亮野渔民冶就把安普若和朋友叫醒了遥 吃完早点袁
就准备野出海冶了遥

野那河在早上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遥 每个人都
有一只小船袁 发给一桶鱼饵要要要都是特别大的鲫

鱼袁活的袁把鲫鱼头切了袁把鱼钩钩到鲫鱼的肚子
里袁扔到水里袁开着船拖着鲫鱼袁鲫鱼会动袁大的三
文鱼就会去咬遥冶钓到中午袁大家就开着船回来吃午
饭袁下午要歇一歇袁傍晚太阳下去的时候再去钓袁钓
到天黑遥 野真的是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遥 冶安普若说遥
到晚上袁因为没有电袁就几个人在那小屋子一

住袁大家喝喝酒吃点东西就睡觉了遥 住的屋子能洗
澡袁没有电袁晚上就点个蜡烛遥

野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袁 然后再回来就像回到
人间一样遥冶安普若说袁他那次钓到了一条很大的三
文鱼袁足有半个人那么长遥野海钓确实有一些在都市
找不到的那种乐趣遥 而且远离都市袁在那个几乎与
世隔绝的地方过一过自然淳朴的生活袁可以调整你
自己袁让你重新思考一些问题遥 冶

和鱼斗，其乐无穷
不光在国外袁 目前国内钟情海钓的人也越来

越多遥就职于某会计师事务所的李先生就是一个海
钓的忠实爱好者遥 在钓鱼过程中袁与鱼的斗智斗勇
让他感觉其乐无穷遥 他最近在尝试用野拟饵冶渊假鱼
饵冤钓鱼的方法遥

野比起淡水鱼鱼饵袁海钓鱼饵范围小尧空间窄袁
不外乎沙蚕尧小鱼小虾尧贝肉鱼肉之类等等遥因为出
钓时受保管条件的限制袁 备到的海饵又因为是鲜
的尧活的袁不容易保存袁鱼饵容易腐败变质遥因此袁拟
饵在海钓中能起到的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遥 冶
见到记者觉得奇怪袁李先生解释说袁鱼也是有

嗅觉的袁 它们一般是被气味吸引游向小鱼群区域遥
进行追赶捕捉觅食时袁小鱼慌忙逃窜袁此时速度就
是捕食获取的决定因素遥野因此袁海鱼在长期的捕捉
猎食过程中养成了只要形体相似袁一旦活动起来就
去快速追赶尧猛然吞下的特点遥正是根据这一特点袁
给我们用没有气味的拟饵垂钓留下了很好的机会

和空间遥 因为海鱼大多是快速吞咽袁口感对它们并
不重要袁等到发现不对时悔之晚矣遥 冶
李先生说袁他在一位老海钓的指导下袁曾经把

锡纸条绑在钩上进行拉拽袁钓到一条大鲅鱼遥野拉动
起来的锡纸条银光闪烁袁在水中与逃窜的小鱼极为
相似遥 鲅鱼在水中猎食的冲刺速度相当快而且准
狠袁 达到了顾及不到形体是否真实就吞食的状态遥

因此袁用锡纸条钓鲅鱼能达到其他钓饵包括万能饵
沙蚕所不及的神奇效果遥 冶

野在地球表面袁含负离子最高的地区是海边遥在
海边垂钓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袁 既能促进健康袁
又能陶冶情操袁可谓乐趣无穷遥冶一位叫飞雪的网友
这样描述遥 几年前袁他经一位同事的介绍第一次接
触海钓袁立刻喜欢上了这种运动袁在自己的博客里袁
他甚至把海钓比做自己的野情人冶院她是那么迷人袁
让人流连忘返噎噎
飞雪对拟饵有自己的独特感受遥 他觉得袁拟饵

不只是一件钓鱼用具袁 它也是钓鱼人的智慧结晶袁
也是最能代表垂钓艺术的艺术品遥 他告诉记者袁世
界上有很多喜爱收集拟饵的钓鱼人袁尤其是一些形
状特出尧色彩迷人袁或是绝版的旧拟饵遥当他们发现

一种新的拟饵时袁就会一口气买下全套袁一些拿来
钓鱼袁一些则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遥

野鱼形拟饵的形状一般上都是大同小异袁 最大
的分别在于它们身上的色彩遥很多人都想知道哪种
色彩最有效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袁因为我们通常都
是根据水质尧天气或饵鱼的颜色来决定要使用何种
色彩的拟饵遥 冶飞雪告诉记者袁根据自己的经验袁拥
有条状斑纹的颜色的鱼形拟饵最有效遥

野为什么这种斑纹拟饵会特别吸引掠食性鱼类
呢钥依我推测袁原因有两个院一是因为显眼的斑纹即
使是在混浊的水中袁也比单色的拟饵较容易被大鱼
发现遥二是因为有斑纹的拟饵看来比较有挑衅的意
味袁能散发出一种激怒耶恶鱼爷的魅力遥 冶他得意地把
自己的经验告诉记者遥

钓鱼讲“钓德”
在网上袁关于海钓的网站有很多袁大家常常聚

在一起发帖交流经验袁分享乐趣遥 很多人还在网上
组织去全国各地集体海钓遥
喜欢海钓的大连人朱志强常常会留意鱼市场

所卖的海鱼袁在那里他能得到很多启示遥野因为气温
对鱼类生殖尧索饵尧越冬洄游等诸多因素关系最密
切遥每种鱼最早出现在几月份袁旺季出现在几月份袁
结束在几月份袁都可以在鱼市场显示出来遥 可以根
据这个来选择最佳钓鱼期遥 冶他把这条经验发到海
钓网上袁很多网友觉得很受用遥
飞雪最近则喜欢上了夜钓袁野由于夜间相对安

静袁鱼会大胆靠近岸边袁遇到大鱼上钩的机会多遥 冶
他说袁不过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比较多遥出钓前袁应对
当天当地海区的天气尧风浪情况调查清楚遥 若风浪
较大不可垂钓袁还是安全第一遥

野夜钓不可单独行动袁最好三人以上结伴同行袁
每个人的钓位之间的距离要尽可能靠近些袁便于夜
间相互联络和帮助遥 冶目前国内多数渔港附近的水
域污染都相当严重袁 钓起的鱼通常都有臭油味袁很
多爱好海钓的钓友离去前都有默契的将鱼放回海

中遥 野过足钓瘾之余袁带着一身轻松回家袁说不定下
次还会碰到那条鱼呢遥 冶飞雪说遥
李先生说他近年来常常全国各地到处钓鱼袁也

发现了一个问题袁那就是水中尧岸边到处都是用完
鱼料的废塑料袋尧饭盒等等遥野这些钓友扔下的垃圾
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尧蚊虫袁以及各种寄生细菌袁严重
污染了钓场的环境遥 本来愉悦的心情也受到了影
响遥 冶他因此在钓鱼俱乐部的论坛里发帖子呼吁大
家袁并受到了各位钓友的积极响应遥

野钓鱼越来越成为一种高尚的运动袁 在休闲中
为大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袁身心得以更加健康遥 如
果美丽的环境日益被破坏袁以后就再也没有钓鱼人
享受我们生活的美丽地方了遥 水域的污染袁直接污
染到了渔业袁污染了钓鱼人的心灵浴 各位钓友从我
们自己做起吧袁 把这些垃圾装进备好的塑料袋袁再
扔进垃圾收集筒吧浴 冶他在最后这样写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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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钓种类
按垂钓的地点分为矶钓和船钓遥 矶钓

指在凸出水面的岩石或礁石滩上垂钓袁也
有就在沿海周围的礁岩尧矶石边尧防波堤尧
水闸尧 石油平台等伸出海面的人工建筑平
台上垂钓遥但必须保证潮涨潮落能有 2到 3
米以上的落差袁或者至少水深 10多米遥 后
者是比较安全经济的钓法袁 前者有时必须
乘船登陆到海上无人的岛屿礁石之上遥
船钓也分两种院一是指乘船出海袁追寻

鱼汛到某处进行垂钓曰 二是驾船围绕某个
鱼群集中区域打转袁 采用拖钩的方法将鱼
钩挂上来遥船钓的灵活性很大袁可以随心选
择鱼获的品种袁而且不受潮汐影响袁但钓鱼
者必须十分了解不同鱼类鱼群的习性遥

海钓渔具
钓竿必不可少(一般都使用 5.4米的矶

竿)袁此外还有绕线轮尧抄网尧主线尧子线两款
鱼线尧浮漂尧夹铅尧连接环尧结绳尧鱼钩尧诱饵
袋和投饵匙尧冰箱等等遥一看似乎与一般河
塘垂钓差不多袁 但型号类别与强度要求完
全不同遥海钓的一大特色袁是装备之中必须
增加相当的安全防护配件袁 如特制防滑钉
鞋尧救生衣尧雨衣尧防晒帽尧钓鱼手套尧防晒
眼镜等等遥

海钓鱼饵
品种丰富袁可分为环虫类尧贝类尧甲壳

类尧鱼类和植物类等五类遥
1尧环虫类的海蜈蚣尧红海虫尧蓝海虫尧

沙蚕等袁用来钓鲈鱼尧黑鲷尧沙梭尧雀鲷尧黑
毛尧河鱼屯尧乌鱼尧海鳗等等曰

2尧贝类的蛤子尧淡菜尧常节尧石劫尧牡蛎
等袁用来钓石鲷尧黑鲷尧剥皮鱼尧河鱼屯尧鹰
羽鲷等等曰

3尧甲壳类的寄居蟹尧螃蟹尧虾尧龙虾尧南
极虾等袁用来钓加吉鱼尧鲈鱼尧黑鲷尧石鲷尧
黄鸡鱼尧黑毛尧河鱼鲀尧赤宗尧海鳗等等曰

4尧鱼类的秋刀尧青鳞仔尧小卷尧炸弹鱼
等袁用来钓黑鲷尧石狗公尧春子尧乌鱼尧鹤几尧
鲣尧加吉鱼尧海鳗尧石斑鱼尧白带鱼等等遥

海钓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