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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一群中国帆船爱好者集资从法国 NAUTITECH 船厂定制了一艘 12 米

长的新型双体帆船，并从名著《堂吉诃德》中得到灵感，将帆船命名为“骑士”号。“骑士”

号从法国拉罗谢尔港口起航，穿越半个地球，横跨欧非亚 7 个海区，航行 1.1 万海里。

其间途径 26 个国家和地区，在 45 个港口留下了中国帆船经过的印记，而整个航海活

动被称为“纵横四海”，这也成为中国民间首次洲际远航活动。此后，这些最早接触

到航海运动的中国航海骑士萌生出一个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帆船赛事的想法。

到今天，中国杯帆船赛不仅有大帆船赛事。2014 年，我们首次设立中国杯青少年

OP帆船表演赛；自2015年开始，表演赛升级为中国杯青少年公开赛，成为正式赛事。

小帆手们在这里参加刺激激烈的帆船赛：他们扬帆驰骋在蔚蓝海洋、结交来自世界各

地的新朋友、登上中国杯大赛领奖台领取属于自己的勋章和奖牌……

总有人解读我们从事的是奢侈的运动，殊不知，帆船运动不过是中产阶级的生活

方式之一。而关于奢侈，我的定义从来都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时间上的。对于一个人

的一生而言，花十年的时间做一件事也算得上奢侈，而十年，对于整个中国的航海来说，

才刚刚起步，而我终极的梦想就是希望这样一项“奢侈”的运动变成一种平常，因此

每周末看到众多小朋友气定神闲的驾驶帆船迎风启航，我想青少航海可能是实现中国

最早一批航海者追海逐梦的最好路径。

当年我为中国杯写下一句愿景，“追心中的海，逐世界的梦”，每一个人心中都

有一片海洋等你去挑战，而在这个百分之七十都是海洋的地球上，我们与世界应该保

持一种共通、交融，无论是用帆船还是其他。

中国杯帆船赛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 创始人  

万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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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在本书中你将常常见到我们的身影，

现在由我来给你做介绍吧。

教练君、小御和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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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时能吃苦，

还会照顾新朋友。

好吧，我也是一个话唠。

我，小御
帆龄 3 年的小水手，

同时也是助理小教练。

我喜欢开帆船，

喜欢阳光和大海，

贼喜欢自己的小麦色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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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专业帆船教练，上课时认真细心，课后高冷。

不讲废话。

络腮胡是他的个人标志，任何人都碰不得。

但悄悄告诉你，他其实是一枚暖男，能细心照顾到每位同学的需求。

你好，

我的原则很简单。

安全第一，好玩第二。

教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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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纯种中华田园犬，简称土狗。

水性好，很调皮。

拥有定制救生衣，可谓狗中豪杰。

坚信狗生的意义是吃、睡、玩。

汪！出海咯！

我的小狗：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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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看这里：

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最早发明出帆船。帆船是什么？即是有帆的船。

帆船最早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就像海里的公交车和私家车。

到现在，帆船运动更多的是我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我猜，你一定去过海边，站在浪花边上看着茫茫大海，思考世界的浩瀚。

地球有 71% 的表面积被海水覆盖，

你是否想过真正去到海的中央，与浪花同游，与微风相伴？

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那么帆船就是你的最佳选项。

“可是我不知道帆船怎么开。”你也许会这样说。

在这本为你精心准备的书中，你将了解到关于帆船的许多信息，比如：

帆船里有哪些东西；

船上的帆要怎样控制；

帆船比赛是什么；

世界上有哪些厉害的航海家；

……

我想，你看完这本书后会发现开帆船其实并不难，

并且好像还挺有意思。

其实呀，事实也就是这样。

欢迎你来到蔚蓝大海的世界，与我同行。

Enjoy the book!                                             

小御

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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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朋友看这里：

小御同学热情邀请我为本书向大朋友们写点什么，看到她那么积极，我得话唠几句。

要说帆船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足以展现中华民族曾经辉煌的航海文化。

而高度国际化的今天，帆船又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休闲竞技运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7 年首届中国杯帆船赛在深圳大亚湾举办，国内每年只有 3 场大帆船赛事。十年后的

2016 年，国内每年大大小小的业余帆船赛事已逾百场。

大人们玩船的同时，我们的第一批“帆二代”也在快速成长。他们和新西兰、欧洲、美

国的小朋友一样，从六七岁就开始接触 OP 帆船，参加帆船夏令营，出征青少年帆船赛……

两只小手一手握住副舵柄，一手紧抓主帆缭绳，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海域，孩子们在海上与

风浪搏击的样子每次都能让我感动。

我常告诉小朋友，帆船即是有帆的船。在这个解释背后，帆船又到底是什么？

帆船本身只是玻璃钢、碳纤以及其他材料制成的一个载体，但它不仅承载人的重量，还

承载许多重要的特质。帆船运动能培养一个人的自立性、问题解决能力、团队精神、好奇心、

身体协调能力等。与此同时，帆船又是一门“国际通用语言”。作为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

一项水上运动，帆船运动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宽度与深度并存的国际化交流平台。

就像音乐不分国籍，体育自古以来也是包容与多样化的体现。在许多青少年帆船的国际

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帆手们在同一片海域上，驾驶同样级别的帆船，运

用全世界通用的帆船竞赛规则进行帆船比赛。他们从中收获的可不仅仅是健康的小麦肤色。

能看到他们逐渐变得独立，并且始终保持一颗探索不止的心，从而拥有一份美好的未来，

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而帆船在这条路上，则是一个优秀的载体。

编写本书是为了向心向大海的小朋友们就小帆船进行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作为长辈

的您也可以与小朋友一起阅读这本书。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一段欢乐的时光。

教练君

1 1



白马千群浪涌，银山万叠天高。

这是清朝诗人宋琬笔下描写潮汐的句子，

说汹涌的潮水，

像千群白色骏马奔涌而来，

那浪花又像银色的山峰堪比天高。

哟呵，潮水有这么厉害？

在这一章里，你不仅能找到关于潮汐的有趣内容，

还能看到关于帆船和航海的各种物语讲解。

长知识的时候到了，

ARE YOU REDAY?

第一章
航海物语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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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走路时“清风拂面”，有时又讲“狂风暴雨”，可想而

知人们对风力大小是有界定的。有一首直观轻松的打油诗来表示风力

等级的不同：

零级烟柱直冲天，一级青烟随风偏；

二级轻风吹脸面，三级叶动红旗展；

四级枝摇飞纸片，五级小树随风弯；

六级举伞有困难，七级迎风走不便；

八级风刮树枝断，九级屋顶飞瓦片；

十级拔树又倒屋，十一二级陆上很少见。

空气不安分，跑起来就成了风。空气这个好动症的毛病，有时

候要怪太阳：太阳光跑到地球表面上使地表变热，这里的空气受热

后兴奋地蹿上天，原来的位置迅速被周围的空气占据。这样奔跑的

空气就是我们所说的风。后来，蹿上天的空气逐渐冷却开始下降，

到地表受热后又蹿上天，周而复始。

奔跑的空气 风



1 5

tips

居住在海边的空气每天会

跑步运动两次，太阳升起时从

海面跑到陆地，太阳落山时从

陆地跑回海面。因为昼夜交替，

并且方向也固定有序，海陆风

的好动症病情不算严重，一般

仅深入陆地 20 － 50 千米，

又称海滨风。

这是盛行风由于季节变化

而改变的好动症，可以理解为

海陆风的升级版。冬季，干燥

的空气从陆地跑回海上，这叫

冬季风；夏天，它又从湿润的

海上跑回陆地，叫夏季风。季

风给我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冬

干夏湿的季风气候特色。

季风

海陆风

在夏秋季节的高温热带海

面，海水蒸发到空中引发空气的

好动症，空气在地球旋转的带动

下也开始旋转，这个空气漩涡在

高温加热下越转越大，最后形成

台风。它的好动症有一项特殊情

况，那就是旋转性。

听起来台风好像是个善意的

好家伙？不不不，台风是个破坏

力极强的捣蛋鬼，从海上跑到陆

地时会造成大量物品损坏。台风

来临前，要做好准备和保护措施；

捣蛋鬼登陆时关好门窗，避免户

外活动，在室外也要远离建筑工

地。安全问题不可儿戏！

夏季

冬季

就像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

奔跑的空气也跑出了不同的种

类。现在我们来看看三种空气好

动症的情况：

在帆船运动中，我们管自己叫“靠天吃饭的人”。风吹帆，帆带船。风是帆船的动力来源，是帆船的粮食和水源。在航

行中的水手们需要时刻知道风从哪里来，来确定自己的航向。风向可以通过你的皮肤感知、寻找飘动的旗子等方法来判断。

空气的好动症说来就来，想走就走。在航行中，风力有时会突然增大或者突然完全消失，不用惊慌或着急，只需冷静乐

观地对待它们。我们都知道天气因素不受人力控制，在自然面前保持乐观和敬畏，也是帆船教会我们的好心态呢。 

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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