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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赢或者不赢，团队都在那里，

不怨不悔。

我开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

不悲不喜。

我安康或伤痛，父母都在那里，

不离不弃。

感谢你们，成就了今天的莉佳，

我梦想像六百年前的郑和一样，

让中国航海在世界扬名。

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贵或平，

帆船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玩。

让我们载着中国体育的强国之梦，

扬帆远航，踏浪前行！

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父母与长辈；

育我载我的国家和家乡上海；

助我挺我的队友、朋友及幕后工作者们。

徐莉佳  2012 CCTV 体坛风云人物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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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沧海一粟”。至今全世界已经有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了帆船运动，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入到

这一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运动中来。中国为什么就不能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生活呢？

在倡导低碳的今天，帆船能给大海带来纯净。因

为它只借助风力和洋流，不会对海洋造成污染。可见

帆船是一项对个人来说很健康、对城市来说很“绿色”

的运动项目。发展帆船经济，就是发展可持续的环保

产业。2008 年和 2012 年奥运会上，我国在帆船帆

板项目上实现了夺金突破，使国人了解到原来还有帆

船这样一个竞技运动项目，在海上竟然也可以上演如

此精彩的比赛画面。一代代的中国航海人在用实际行

动向全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我们中国人、我们亚洲

人不仅能在传统优势项目中摘金夺银，也一样能在之

前我们并不擅长的领域和被欧美统治的帆船项目中大

有作为，闯出属于我们黄皮肤人的一片天下。可是，

走下奥运，没有玩船的人，没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如

何能成为航海大国？

可喜的是后奥运时期，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群加入

到帆船、航海这个大家庭中来。从富贵阶层到普通市

民，不乏帆船发烧友和爱好者；俱乐部与学校设置的

帆船课程也在逐步被大众接受并采纳。我想用自己小

小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广帆船文化，展示航海魅力，

帆船是项集竞技、娱乐、观赏、探险于一体的运

动项目，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沿海地区都广为普及

并喜闻乐见的一项体育与休闲活动。在新西兰，人们

拥有帆船与游艇的比例雄冠全球，平均 4 个人就拥有

一艘船；400 万人口，100 多万艘帆船，普及率甚至

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家用汽车。在澳大利亚，人们热爱

大海，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帆船及各类水上运动，

同时接近 1/3 的家庭也都拥有各式各样的帆船。每到

周末或节假日，便会举家或携亲朋好友一起去海边沙

滩玩乐放松。中国在 600 年前是个亲海的国家，是富

有冒险精神的国家。当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造船

业和航海技术，但很可惜这种海洋精神渐渐消失了，

并逐渐成为内陆型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有四分之三是水，大

海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连接纽带，而帆船就是进入大海

的一种最好方式。在 2008 年奥运会之前，没有多少

人知道帆船这个项目，从事该项运动的也就是一些像

我这样的专业航海员。对于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和 3.2

万公里海岸线的泱泱大国，只有区区几百人会跑帆船，

海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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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佳

把蓝色的生活方式及可持续环保的理念介绍给更多的

人们，进而开启一个充满激情、活力和时尚气息的中

国航海文艺复兴时代。    

帆船如人生，能玩出各自的表情与性格，也能把

人对环境的洞见和判断力锻炼得炉火纯青。运动的过

程就是人与自然对话的过程。大海表面风平浪静，海

底却暗潮涌动。海底有太多未知的东西，让人敬畏。

驾驶着一叶扁舟行进在未知的大海上跟所有的未知较

量，凭借的不是繁华世界给予我们的一切，而是靠探

索的激情、冒险精神以及对大自然的敬仰。一经“触

帆”，还能发现另一个自我，发现一个可以去忘我探

寻的世界。从室内挪到船上，人晒黑了，食欲好了，

工作学习效率更高，人际关系也更融洽。或许有些女

生不愿意尝试航海，怕皮肤被晒黑，其实这项健康阳

光的运动所换来的精神愉悦，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

比拟的。

来到无边无际的水上后，一个人的需求和欲望都

会减低，从运动中体会到了责任，知道这个世界上不

存在只有“我”的私念。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

思想不受束缚。这种海与自我的交流，在我们各自的

人生运行轨道上交替着。从此岸航行到彼岸，始于帆

船，但不止于此。你可以不玩帆船，但是你照样可以

欣赏它，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海天间翱翔的自由与静谧。

尽情享受帆船带来的欢乐、友谊、刺激和独有的人生

体验！

这本书是我创建海洋课程、向全国帆船爱好者和

青少年学生们传授帆船知识梦想的第一步。希望能以

此来进一步推广帆船文化，展示航海风貌，提高中国

人对保护海洋和环境的意识。你可以在“附录 2 中国

帆船俱乐部名录”中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地点接受航海

培训，从零开始系统学习。当你做好了一切准备，便

能享受帆船带给你的自由与快乐，体会海天间无拘无

束的感觉。阳光、海风、浪花，听一万遍不如你自己

去亲身体验一番。在与大自然和风浪的相处、搏斗中，

你能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并懂得常怀谦卑、热

忱和无私奉献之心，积累开拓进取和冒险创新的精神

内涵。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帆船运动能成为现代人亲近

大自然、保护地球环境和健康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

也成为一种咱们晋升内核、修炼自我的全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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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佳出生于上海，中国女子帆船运动

员，奥运冠军。徐莉佳 10 岁开始练习

OP 级帆船，15 岁时便连续两年取得了

世界帆船锦标赛 OP 级帆船比赛的女子

冠军，2008 年北京奥运会获得激光镭迪

尔级季军。2012 年伦敦奥运会获得帆船

激光镭迪尔级女子单人赛冠军，是中国

帆船史上在镭迪尔级中的首枚奥运金牌。

2012 年 8 月 13 日，徐莉佳成为伦敦奥

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2013 年成

为国际帆联运动员委员会 8 名委员之一。

微博：http://www.weibo.com/xulijia11

 http://t.qq.com/sailingxulijia

徐莉佳
2012 奥运帆船女子冠军

席  滢
国内知名漫画家

作
者
简
介 国内最具都市魅力的资深漫画家，超人

气绘本女王，现居上海。作品风趣幽默，

时尚明快。代表作有畅销绘本《70 分婚

礼》《我到上海第一年》《小女生的三八

事》《唐僧情史》等。2004 年凭《传奇

世界》获得日本“每日新闻杯”海外漫画

特别奖；近年创作多为环保及体育内容，

有漫画《健身 D 日记》系列，2014 年参

与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蓝

天自造方案”征选，并荣获全国二等奖和

最具人气方案奖。

微博：http://weibo.com/xixixixi

 http://t.qq.com/xixixixi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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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杯帆船赛
首届美洲杯帆船赛于 1851 年在怀特岛举办，是为庆祝英国世博会

举行的一项挑战赛事，至今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也是一个汇集了竞技、科技和经济同场

较量的聚焦舞台。每 4 年举办一届。美国队曾 25 次捧杯；1983

年澳大利亚挑战成功；同年路易威登开始赞助此项赛事至今，并吸

引了全球各大品牌商的进驻与投资。新西兰和瑞士分别赢过 2 次美

洲杯。系列（航线）赛第一名为挑战者，与上届的冠军打对抗赛。

胜者决定下届举办地点并制定规则，并且直接进入决赛。早期是

65 ～ 90 尺的单体帆船；2010 年开始使用 AC72 的双体高速竞赛船，最快船速可以达到 40 节。拥有上亿电视观众，

曾获得美国最高电视艾美奖 5 项提名。下一届将于 2017 年 9 月在百慕大举行，谁将挑战美国甲骨文号呢？让我

们拭目以待。

http://www.americascup.com

附录 1  三大帆船赛事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创建于 1973 年，迄今已有 40 多年历史。每 3 年举办一届，使用

沃尔沃 65 尺统一级别船体。全球累计共有 20 亿观众观看过此比

赛。荷兰队是最大赢家，曾 3 次问鼎。位于总部的西班牙阿里坎特

沃尔沃帆船赛博物馆于 2012 年开放，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前往参观。

2008-09 赛季首次登陆中国，三亚号、东风号是代表中国参赛的

两支船队。2014-15 赛季共经过 11 个港口城市，全程 3.9 万海里

（约 7.2 万公里）。每条船由 9 名成员组成，全女子队可上 11 人。

船上没有新鲜的食物，所以船员都以风干和压缩食品补充能量，只

有在下雨时才能洗澡。水手们需要接受温度 -10 到 40 度四季变换的天气、30 米高的海浪和 60 节风速的极限挑战。

http://www.volvooceanrace.com/en/home.html

奥运会帆船赛
1896 年，帆船被列为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比赛项目，但因气候恶劣

而取消比赛。因此首次奥帆赛出现在 1900 年的巴黎奥运会。早期

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帆船都比较大而且笨重，适于远航。二次大战后，

由于玻璃钢造船技术的问世，造船的成本大大降低，船也越做越轻，

让大众都有机会参与这项运动。此后，帆船运动从王公贵族和上流

社会走向平民百姓。当今的奥运会帆船设项也多数为稳向板型的小

级别，共进行 10 个项目的角逐：男女单人艇、双人艇、帆板，芬兰人、

双体船 Nacra 和高速艇 49 人级。比赛是以 10 轮航线赛 +1 轮奖

牌轮决赛来相加，得分最少的获胜。下届里约热内卢奥运将于 2016 年 8 月举行，再下一届于 2020 年在日本东

京举行。

http://www.sailing.org/olympics/london2012/home.php



北京

北京航海中心【IYT】

运河游艇会【A2E】

A2 水上运动中心

奥帆帆船俱乐部

365 航海中心

蓝途航海俱乐部

 
河北 / 秦皇岛

蔚蓝海岸航海俱乐部【IYT】

飞驰海上运动俱乐部

 
山西 / 太原

海帆者帆船俱乐部

 
辽宁 / 大连

名岛游艇帆船俱乐部【ASA/IYT】

圣汐湾游艇俱乐部【A2F】

拓恩帆船俱乐部【ASA】

百璐威游艇俱乐部

航海家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金佰利游艇俱乐部

金海岸游艇俱乐部

蓝海游艇俱乐部

瑞盈游艇俱乐部

五洲帆船游艇俱乐部

星海湾国际游艇俱乐部

幽蓝德游艇俱乐部

展翔游艇驾驶培训学校

政达游艇俱乐部

 

附录 2  中国帆船俱乐部名录

辽宁 / 沈阳

沈阳梦帆者俱乐部

沈阳向日葵帆船俱乐部

 
上海

白浪航海中心【ASA】

海尚帆友俱乐部【ASA】

君领游艇俱乐部【ASA】

美帆游艇俱乐部【IYT】

爱帆俱乐部

大都会游艇会

佳豪国际游艇会

晶华游艇有限公司 

莱悦游艇俱乐部

同诚游艇俱乐部

新巴富仕游艇会

扬帆游艇俱乐部

上海邮轮游船游艇业行业协会

 
江苏 / 南京

风之曲帆船俱乐部

 
江苏 / 无锡

太湖山水国际游艇俱乐部【ASA】

水恩思迪帆船中心

 
江苏 / 苏州

涵园国际游艇俱乐部【ASA】

梦萊茵游艇俱乐部

太湖水星俱乐部

 
江苏 / 南通

通州湾游艇俱乐部

 
浙江

杭州傲帆游艇会

宁波莱悦游艇俱乐部

舟山阿尔法帆船俱乐部

舟山浙商航海帆船俱乐部

 
福建 / 厦门

风和水帆船俱乐部【ASA】

蓝海游艇俱乐部【ASA】

保利侯爵航海俱乐部

德菲娜航海俱乐部

老男孩帆船俱乐部

顽石航海俱乐部

香山国际游艇会

中奥游艇俱乐部

 
山东 / 青岛

银海国际游艇俱乐部【A2E】

宾果国际航海体育俱乐部 

乘风破浪帆船俱乐部

风帆国际航海俱乐部

福日游艇俱乐部

飞鱼帆船俱乐部

高博国际帆船俱乐部

恒信蓝帆运动俱乐部

海之帆航海俱乐部

加勒比海帆板帆船俱乐部

际达航海俱乐部



本俱乐部大全由“我要航海网 51hanghai.com”

协助提供

注：俱乐部名称后面带有【ASA】或【IYT】【CYA】

【A2F】【A2E】【RYA】等后缀的，表示该俱

乐部提供对应的培训体系。

扫 描 二 维 码 查 看 完

整、实时更新的俱乐

部信息和帆船培训体

系说明（俱乐部亦可

通过该二维码免费提

交、申请收录俱乐部

信息）。

蓝海畅想游艇俱乐部

领航帆船俱乐部

司南帆船俱乐部

盛世飞洋游艇帆船俱乐部

蔚蓝游艇俱乐部

驭风游艇帆船租赁

中国海洋大学帆船俱乐部

 
山东 / 烟台

宝达游艇俱乐部

 
山东 / 威海

海御帆船俱乐部

 
山东 / 日照

开心航海俱乐部

日照水上运动协会

天风水上运动俱乐部

 
湖北 / 武汉

海军工程大学帆船俱乐部

海狼行帆船俱乐部

 
广东 / 深圳

七星湾游艇会【ASA】

万航帆艇【IYT】

纵横四海航海俱乐部【CYA/A2F】

ALOHA 海滩俱乐部

汇豪游艇俱乐部

蓝帆俱乐部

深圳湾游艇会

御风者航海俱乐部

中帆航海俱乐部

 
广东 / 广州

宾尼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风帆航海俱乐部

广州市帆船协会

莱茵游艇会

亚奥游艇俱乐部

亚太游艇俱乐部

 
广东 / 珠海

海帆航海俱乐部

珠海市水上运动协会

 
广东 / 汕头

海逸游艇俱乐部【A2F】

恒基金伟业游艇有限公司

 
广东 / 惠州

东部湾游艇会

华南游艇会 

盛企游艇俱乐部

巽寮湾国际游艇会

 
广东 / 东莞 

虎门港邮轮游艇会

 
广东 / 清远

德立水上运动俱乐部

 
海南 / 三亚

蓝途航海俱乐部【ASA】

中仁海洋运动帆船学校【ASA】

自由航海学校【ASA】

鸿洲国际游艇会俱乐部

陆客帆船俱乐部

悦航海

游牧虎帆船俱乐部

 
海南 / 海口

风帆国际航海俱乐部

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

 
重庆

长寿湖青典游艇俱乐部

骄阳游艇俱乐部

 
云南 / 玉溪

抚仙湖·云帆会 

 
香港

香港游艇会【RYA】

白沙湾游艇会【ASA】

双体船会有限公司【ASA】

香港游艇俱乐部

 
台湾 / 高雄

帆船学校【ASA】

乐活海洋国际航海学校【ASA】

台南帆船学校【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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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队在共同驾驶帆船完成一次航行的同时，也是在经历

一个完整的领导力发展过程。在帆船和海洋精神里，包含了卓越

领导者的全部五种特质，在我看来，莉佳和席滢的这本书不仅是

一本专业的帆船运动手册，也是一本前所未有的领导力发展指南。

——人力资本会董事合伙人 /CEO  陆宇驰

卷尾语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海帆人生�
	作者简介�
	目录页�
	角色介绍�
	Chapter 1  基础知识与准备工作�
	Lesson01  走进帆船�
	Lesson02  航海装备�
	Lesson03  了解器材�
	Lesson04  绳结打法�
	Lesson05  航行原理�
	Lesson06  热身运动�

	Chapter 2  操控技术和进出码头�
	Lesson07  单人操作�
	Lesson08  横风航行�
	Lesson09  迎风换舷�
	Lesson10  迎风航行�
	Lesson11  顺风航行�
	Lesson12  顺风换舷�
	Lesson13  减速停船�
	Lesson14  五要素法�
	Lesson15  缩帆系统�
	Lesson16  推推拉拉�
	Lesson17  翻船复正�
	Lesson18  落水救助�
	Lesson19  船上下水�
	Lesson20  离向岸风�
	Lesson21  双人下水�

	Chapter 3  规则信号及竞赛要点�
	Lesson22  帆船规则�
	Lesson23  竞赛信号�
	Lesson24  起航信号�
	Lesson25  其他常用�
	Lesson26  起航手表�
	Lesson27  倒退停船�
	Lesson28  航线类型�
	Lesson29  赛前准备�
	Lesson30  风向判断�
	Lesson31  风速测试�
	Lesson32  海风形成�
	Lesson33  利用风标�
	Lesson34  无风策略�
	Lesson35  潮汐原理�
	Lesson36  流水作用�
	Lesson37  潮差变化�
	Lesson38  气象收集�
	Lesson39  维护保养�

	附录1  三大帆船赛事�
	附录2  中国帆船俱乐部名录�
	附录3  参考书目�
	卷尾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