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 U.S.传统武术队选拔赛
竞赛规程 暨赛事介绍
2019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美国传统武术队选拔赛是由美国国家武术总会（USAWKF）授
权，美国太极养生基金会（NTCWF）、美国武学院、李书东武术馆主办的国际武赛事。适于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团体与个人参加。比赛分为男女以及不同年龄组，设有传统武术、现代武术、
健身气功、少林与太极、 以及集体与全能等比赛。

日期与地点
日期: 2019 年 4 月 6 日
地点: 加州圣荷西市独立高中 701 N Jackson Ave (体育馆入口). San Jose, CA 95133, USA
报名时间：1 月 15 日至 3 月 24 日 2019*
*报名费用有提前报名优惠和延迟报名价格不同。

锦标赛和美国队传统选拔参加资格：
1)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国际及各地区的武术、太极、健身团体均可
2) 美国传统国家武术队选拔：有效的 USAWKF 会员，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
（报名参加选拔赛的运动员，在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的传统项目和太极拳项目中，获得
前三名或者得分在 8 分以上的运动员可以获参加传统代表队）
3) 美国国家传统武术队可以代表美国队参加 2019 年 6 月份的第 8 届世界武术传统锦标赛
（比赛地点：峨眉山，中国）和 7 月份的第三届北美洲武术锦标赛（比赛地点：San
Jose, CA）

项目和年龄分组
1) 项目设置: 详情请看附件中 “项目表”
2) 年龄分组: 年龄计算以 1 月 1 日起到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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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单项比赛分组 (包括健身气功、太极拳、武术项目)
组别 1: 6 岁及 6 岁以下, 分男女, 2012 年或以后出生, 编号 (M1/F1)。
组别 2: 7-9 岁，分男女, 2011- 2009 年出生, 编号(M2/F2)。
组别 3: 10-12 岁，分男女, 2008- 2006 年出生, 编号(M3/F3)。
组别 4: 13-15 岁, 分男女, 2004-2002 年出生, 编号(M4/F4) 。
组别 5: 16-18 岁, 分男女, 2001-1999 年出生, 编号(M5/F5)。
组别 6: 19-25 岁, 分男女, 1998-1992 年出生, 编号(M6/F6)。
组别 7: 26-55 岁, 分男女, 1991-1962 年出生, 编号(M7/F7)。
组别 8: 56 岁以上, 分男女, 1961 年以前出生, 编号(M8/F8)。
4) 全能项目的分组
a. 武术类全能
i. 分男女, 不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2 岁以下为 - 全能 A 组。
ii. 分男女, 不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3-18 岁之间为 - 全能 B 组。
iii. 分男女, 不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9-25 岁之间为 - 全能 C 组。
iv. 分男女, 不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为 - 全能 D 组。
v. 分男女, 不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56 岁以上为 - 全能 E 组。
全能 A 组到 C 组中，至少在传统或现代武术类比赛中至少参加一套拳术、一套短器械和
一套长器械的运动员，可以有资格在报名表中选择全能总冠军的评选。
全能 D 和 E 组中, 至少在传统或现代武术类比赛中参加一套拳术和一套器械的运动员(至
少两套) 就有资格在报名表中选择参加全能总冠军的评选。

b. 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类全能分组
i. 全能 F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
ii. 全能 G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
iii. 全能 H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56 岁以上。
所有太极拳健身气功类全能比赛至少要报名一套拳术和一套器械即可报名全能比赛。

锦标赛竞赛要求
1) 时间要求
a) 传统拳术、器械不超过 2 分钟 (太极类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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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规定和自选拳术、器械不少于 1 分 20 秒(太极类项目和 18 岁以下组别除外)。
c) 初级套路(五步拳，初级长拳，初级刀等) 和 18 岁以下组套路时间不限。
d) 对练项目不少于 40 秒。太极拳对练不超过 3 分种。
e) 太极拳类、集体太极拳类、健身气功的个人或集体项目: 4-6 分钟，5 分钟时裁判长鸣
哨提示。
f) 太极器械 3－4 分钟, 3 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2) 音乐要求
a) 所有配乐不得使用含有口令、词的音乐
b) 所有集体项目均需配乐
c)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比赛项目的配乐由大会选择（不一定为套路原配音乐）
3) 分组与合并
a) 每个年龄组人数不足 4 人时，该组将合并至类似比赛项目或高一年龄组比赛
b) 每组人数超过 10 人时，将平均分为 A 组和 B 组进行比赛。
4) 集体项目要求
集体类比赛无年龄与性别限制, 人数不少于 6 人, 可报多个集体项目。

锦标赛竟赛规则
1) 大会期间的所有赛事均为单项比赛，不设团体总分比赛。
2) 武术比赛采用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的 2005 年《国际武联竞赛规则》和中国武术管理中
心审定的 2006 年《传统武术竞赛办法》及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3) 健身气功比赛采用国家体育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审定的《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竞赛评分方
法与标准》及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4) 竞赛规程和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于本次比赛的组委会; 对竞赛规程和 规则的英文解释有
争议时, 则以中文版为准。

锦标赛名次、奖励
1) 比赛国际组和国内组，所有来自美国以外的运动员将单独取名次。
2) 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成绩以得分高低排列名次。报名人数超过 10 人的奖励前 8
名, 不足 10 人或 10 人者减 2 录取, 不足 5 人或 5 队时减 1 录取。 得分相等时并列。个
人单项前 3 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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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能项目根据各年龄组报名的不同要求，分别以两项或三项单项的最高分之和排名（具
体要求参看全能项目的报名要求）前三名颁发全能奖杯和证书。
4) 集体比赛的团体可获一个集体奖杯，证书。
5) 第一次参赛者：
凡是首次参加的运动员都会得到一个奖牌。

锦标赛比赛费用
1) 个人单项、对练比赛报名费 $60/个人, 每一项比赛$20。
2) 集体比赛项目$20/每人
3) 全能比赛项目费$30。
4) 美国家传统队的选拔赛$50 ( 只需在报名的时候加选)
5) 比赛门票$15／天, 儿童 10 岁以下免费。

报名办法与要求
锦标赛报名办法
a) 团体报名: 由各团体统一填写报名表, 收集报名费，使用传真或邮寄报名。
b) 网路报名: 团体或个人可通过网路快捷方式报名：网址 www.GoWushu.com
c) 美国传统武术队必须在报名表上选择要参选传统武术队
比赛报名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截止标准：邮寄报名以邮戳为准，网路报名以完成付费为准。
a) 提前报名优惠截止时间： 2/15/2019 注册费用 30 美元，每项 20 美元，如果比赛 2
个项目，就是 70 美元。
b) 正常报名截止时间： 3/11/2019 注册费用 60 美元，每项 20 美元，如果比赛 2 个项
目，就是 100 美元
c) *延迟报名截止时间：3/24/2019， 注册费用 70 美元，每项 20 美元，如果比赛 2 个
项目，就是 110 美元
锦标赛报名要求
b) 参加人员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并须填写并签名比赛的免责声明方可报名，
网路报名时必须点选同意我们的网路免责声明方可进入报名系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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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接受逾期报名, 报名截止后, 已报名的运动员如须更改报名项目, 则必须向组委会申
请, 在组委会同意后交纳罚金方可改动和补报参赛项目, 每改动或补报一项需要交付
$35 罚金, 赛前 15 天不予受理任何补报和改动。
b) 每个团体可报领队 1 人, 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教练员和领队可凭证件出入无需购
票、教练员和领队需在报名截止前向组委会申报。15 人以上的团队可申报一名随队
裁判,要求有裁判证书或裁判经验，由大会确认后可担任比赛裁判。
c) 运动员在赛前 5 天, 需要通过网路抽签来决定比赛顺序, 网路抽签系统在报名系统的
最后一个步骤, 赛前 5 天会即时开通。
d) 各队的运动员证由专人统一领取分发，个人参赛的运动员可在报到处领取.

指定酒店: 组委会没有特别预定比赛制定酒店，运动员可以在附近的酒店预定房间
1) Biltmore Hotel and Suites Santa Clara Hotel
2151 Laurelwood Rd, Santa Clara, CA
竞赛管理
1) 各项赛事在组委会的统一指导下组织竞赛工作。
2) 获选运动员必须参加世界武术锦标赛及对应的赛事活动，美国国家武术总会有权最终
确定代表队人选。

3) 所有参赛者有义务参加比赛的开幕和闭幕式(今年比赛将安排各代表队正式入场仪式)。
4) 参加开幕式的团体建议携带下列物品及资料：
a) 团体旗帜 (1 米×2 米) 或横幅
b) 网上报名截止后打印出的报名表（备份一份）
c) 比赛用的音乐 CD 或 IPod
d) 团队统一服装

组委会联系办法
美国国际武术锦标赛组委会
联系电话 or Text : 408 5828269
传

真: +1(408) 97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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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Clubtaichi@yahoo.com
QQ: 910939314
微信:USAHQF
比赛网站: www.GoWushu.com
美国国家武术总会： www.USAWKF.com

*未尽事宜将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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