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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结束的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
会上，攀岩首次以竞技项目的形式出现在
省运会上。在这个备受关注的全新项目
中，各个地市都是首次组队参赛，青岛队一
马当先，金牌数位列全省前列，交出一份漂
亮的成绩单，而这背后，是青岛攀岩运动的
厚积薄发——全民健身带动更多青少年加
入这项运动，体教融合、市队区办培养更多
好苗子。青岛攀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对标奥运会、全运会，如今攀岩早已不
再是小众人群的冒险游戏，翻转、腾挪、向
上、再向上，这项运动用独特的魅力诠释了
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

青岛攀岩疾速向上
在腾挪跳跃间挑战自我

省运会点燃攀岩新风尚 体教融合全民健身再“攀”高峰

飞檐走壁 首战交出漂亮成绩单
穿好安全带、攀岩鞋，系好保护绳，涂上防
滑镁粉，调整好状态，一切准备就绪后的队员
熟练地用双手抓住起步手点，等待起步发令，
发令音一响岩壁上的队员像安装了马达一般，
飞速而上，一眨眼已经登顶，兼备灵活与力量，
速度与激情，让人忍不住鼓掌叫好。
这是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攀岩比赛中
青岛队的优秀表现，
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
表现非常亮眼。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运动攀
岩首次亮相奥运赛场，
东京奥运会攀岩项目一共
设置 2 枚金牌，包括速度赛、难度赛和攀石赛的
男女个人全能比赛。2024 年的巴黎奥运会，攀
岩比赛进一步扩大规模，金牌总数变为 4 枚。
针对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设置，本届省运会也
新增了攀岩比赛项目，12 个市的 180 多名选手
参赛，对 6 枚金牌发起冲击。其中青岛攀岩队
总共拿下 3 枚金牌，
金牌总数位居全省第一。
年轻的青岛队员们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喜
悦里，一周后他们就投入到了第六届全国少年
攀岩锦标赛的比赛中，并获得了一金一银一铜
的好成绩，这也是攀岩项目进入奥运之后，青
岛竞技攀岩拿下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小将出战 抗压能力提升逆风夺冠

首战告捷，对于青岛攀岩队教练安明来说
既 欣 慰 又 骄 傲 ，因 为 这 支 队 伍 的 组 员 都 是
2006—2009 年出生的年轻小将。2018 年青岛
攀岩队组队，当时还是国家攀岩队速度组教练
的安明，在结束了国家集训队备战 2018 年亚
运会的任务后来到青岛，受命担任青岛攀岩队
主教练。2019 年，攀岩确定进入省运会竞技项
目，但当时参赛选手的年龄段分组一直没有定
下来，导致青岛队在挑选人才时也格外谨慎，
“我们不敢招 2006 年前出生的队员，怕到时候
超龄参加不了比赛。”一直到 2021 年，比赛组
别确定为 2002 年以后组，这也就意味着，青岛
队的平均参赛年龄比规定要小 4—7 岁。
年龄小并没有挫伤队员们的意志，比赛
中，几位青岛小将斗志满满，在男子速度接力
预赛中，青岛队队员失误滑脚，好在三位年轻
队员及时调整心态，逆转翻盘，并一路冲进决
赛夺得冠军。

体教融合 市队区办走出青岛模式
早些年攀岩算是比较小众的运动，群众基
础弱，当时青岛队成立时，市体育局与城阳体
育发展中心签订“市队区办”协议，由城阳体校
负责组队选才、组建青岛攀岩队、承担省运会

“金毛猫王”赵希勇是青岛
攀岩“教父级”的人物。

“市队区办”
“体教融合”的模式让更多岛城青少年能够加入到攀岩这项运动中来。
备战任务，这些队员都是从城阳的小学和初中选拔的零基
础学生，每天利用下午放学后和周日的时间训练，城阳体
校则提供训练场地、食宿，解决队员升学问题，保证队员高
质量完成学业。体教融合、市队区办的青岛模式，解决了
家长和队员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学业训练两不误。
日常训练中，安明严格又细心，一人一案的训练方案，
让队员们把控细节，全身心投入。
“对于备战比赛的队员来
说，每一分钟每节课都非常重要，我一直告诉他们，先不管
成绩如何，
首先要用心，
要投入，
要有信心，
多沟通多互动。”
安明认为，从“白纸”开始接受最系统、最专业的训练，就可
以少走弯路，
三四年就能出成绩，
六七年就能出大赛成绩。
”
这样的坚持，和安明的自身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是山
东莱州人，12 岁那年，山东省体校看中了他，从此他在攀岩
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
“那时候没有很好的训练条件，去
外地打比赛、买装备都要自掏腰包。”那时攀岩属于非奥运
项目，很多队友坚持不下来，默默放弃了，安明却始终坚持
着，靠的是对攀岩的热爱和对这项运动的“不甘心”，想要
证明自己，在热爱的项目上出成绩。
2017 年，安明被选入中国国家攀岩队跨界跨项选才集
训队，
担任教练，
随后又进入国家攀岩队亚运会备战速度组
的教练工作，2018 年 9 月来到青岛。如今，青岛队在他的带
领下迅速成长，这位 29 岁的小伙子也在青岛结婚成家。对
于青岛攀岩，他给予很高的期望。
“青岛攀岩民间也发展得
不错，
如今也有正规岩馆着力青少年攀岩方向，
这也就意味
着，
攀岩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
我们选才的面也扩宽了。”在
省运会结束后，
安明给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
放眼全国乃
至全球，
为青岛奥运争光计划贡献攀岩的力量。

岩馆练手 全民健身点燃攀岩热
安明所指的民间发展，正是分布在青岛各区大大小小
的岩馆，他们或侧重竞技攀岩，或侧重兴趣普及，为青岛攀
岩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目前青岛共有四家正规岩馆，其
中 Up 岩馆、岩舞者侧重竞技攀岩，不乏“比赛型”选手，以
青少年和成年为主，玩崮攀岩、菁英攀岩侧重兴趣普及，会
员以 4 岁以上儿童为主。
在黑龙江南路的菁英攀岩馆，负责人李秀美正和教练
一起检查室内岩壁、岩点，这家岩馆设有室内抱石区和户
外高岩壁区。户外高岩壁区配备有自动保护器、安全绳，
主要锻炼速度和胆量，室内抱石区分儿童和成人区，用不
同颜色的岩点代表不同线路，铺设厚厚的海绵垫保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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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锻炼灵活性、协调性和判断力。
“今年我们光是新增的会员就有 300 个，其中 80%都是孩
子，4—10 岁最多。”李秀美告诉记者，这里的会员时间最长
已有三四年，从五岁开始攀岩。除了在岩馆练习，他们还会
组织户外攀岩活动，在过去的暑假平均每周一次，让不少热
爱攀岩的孩子过了一把瘾。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引进攀岩，2008 年前后开始蓬勃发
展，
2014—2017 年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9 年 8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其中全民
健身更普及、
更亲民，
大家对攀岩、
滑雪、
皮划艇等多种户外运
动也有了更多了解。2007 年左右，
全国一共不到 50 家攀岩馆，
到了 2012年左右，
发展到四五百家岩馆，
如今已有一千多家。
“很多人一提到攀岩，就会和极限、危险等挂钩，其实攀
岩是一项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都可以参与的全民运动。”
李秀美说，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垂直攀爬十分符合他们的天
性，从小学习完全没问题。考虑到安全、专注力等因素，建议
四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来尝试。
“不仅可以锻炼柔韧性、协调和
平衡感，还可以变得更为自信、勇敢和果断。更重要的可以
教孩子预判环境是否安全，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2013年成立的菁英攀岩最早是青岛攀岩教父级人物
“金毛
猫王”所开，是青岛很多人的攀岩启蒙地，李秀美也是其中一
员，
2014 年，
她第一次尝试攀岩，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越
“爬”
越上瘾，如今她也成为岩馆负责人，为更多人爱上攀岩而努
力。
“现在青岛每年都以全民健身的名义举办一两次攀岩比赛，
也时常有街道、
社区参与其中，
为攀岩的全民推广打下基础。
”

山在城中 在攀爬中寻找向上的力量

说起青岛攀岩，就不得不提一位“教父级”人物——“金
毛猫王”，他本名赵希勇，如今是青岛世宝特山地救生队队
长，是青岛最早一批接触攀岩的人。
2004 年前后，赵希勇工作之余时常爬山，青岛的山石头
多，总让他忍不住尝试攀爬，但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常常望石
兴叹。机缘巧合下，他遇到青岛和韩国岩友开辟的成熟路线
和岩场，又认识了别的爱好者，在大家的热情指导下，赵希勇
很快入门攀岩。
“无兄弟，不登山，户外攀岩一定要有很好的玩伴，互相
保护。”赵希勇告诉记者，在攀岩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联系更
多的爱好者，扩大青岛的攀岩圈子，
“ 野兽”
“ 骑士”
“ 神仙姐
姐”
“ 二哥”……这些都是青岛攀岩响当当的“老人”，从 2004
年前后的不到十人，到现在的几千人，赵希勇见证了青岛攀
岩的成长扩大。而他也从一名攀岩人转型成为救生队队长，
强大的攀岩技术、绳索技术，成为他救援时的利器。
在竞技攀岩方面，赵希勇也见证了这项活动从冷场到火
爆——一开始举办比赛，参与人数寥寥，现在有时都报不上
名，全民健身的攀岩活动促进山东攀岩的良性发展，也赋予
青岛攀岩更多内在动力。
“如今攀岩进入奥运会、全运会和省
运会赛场，无疑是给体教融合提供新的思路，相信将来会有
更多青岛孩子进入这个领域。”
在很多外地岩友眼里，青岛是一座令人羡慕的城市——
山在城中，不用驱车几小时，抬脚便可到。山间巨石、海边礁
石随处可以开发路线，从入门到高手，都有适合自己的线
路。天然的优势，无疑为青岛攀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刚开始攀岩时，我很崇拜那些大神，仰望他们，但慢慢地我
发现，攀岩并不是一个需要和谁去比较的运动，在岩壁上翻
转腾挪，在攀爬中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或许就是攀岩最大的
意义。”赵希勇说道。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