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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
2022 美国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
美国功夫代表队选拔赛
（线下实地比赛和线上网络比赛）

赛事授权
美国武术联合会

赛事主办
太极科学联合会
李书东武术学院

官方赞助

KungFuDirect.com
美国功夫直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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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介绍
2022 年美国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美国国家传统功夫代表队选拔赛， 将于 9 月 3 日在
美国加州联合市隆重举行。 这一赛事是由美国武术联合会授权，由太极科学联合会和
李书东武术学院主办，现已经连续举办十三届，这一赛事平台先后主办和承办过泛美
洲武术锦标赛、美国全国武术锦标赛、美国国家武术队选拔赛等洲际和国家级重要官
方赛事活动，是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武术赛事之一。今年的武术锦标赛将包括线
下实地比赛和线上网络比赛两个部分，项目包括：太极、武术、传统功夫、健身气
功、对练和集体等。同时，今年的美国国家传统功夫代表队选拔赛也将一并举行。

日期地点
比赛日期：2022 年 9 月 4 日，美国加州联合市 James Logan High School GYM
比赛报到：2022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2 点- 5 点， 报到地点同上。
报名时间：4 月 30 日-6 月 30 日 （线下实地比赛和线上网络比赛报名时间相同）
网络比赛：成绩公布时间为 9 月 4 日
赛事授权
美国武术联合会(USAWKF)
主办单位
太极科学联合会
李书东武术学院
大会主席
吴廷贵
国际武术联合会副主席
泛美洲武术联合会和美国武术联合会主席
大会执行长
李书东
美国太极养生基金会主席
美国武术联合会副主席
太极科学联合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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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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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年龄分组

1.实际年龄计算按照出生日期和实际比赛日期（9月3日）计算
（A组）:6岁及6岁以下（2016年及2016年之后出生者）；
（B组）:7岁至8岁；
（C组）:9岁至10岁；
（D组）:11岁至12岁；
（E组）:13岁至15岁；
（F组）:15岁至16岁；
（G组）:17岁至18岁；
（H组）:19岁至25岁；
（I组）:26岁至35岁；
（J组）:36岁至55岁；
（K组）:56岁至69岁；
（L组）:70岁及70岁以上；
2. 全能分男女，分不同年龄组，分为传统武术、现代武术和太极气功三个组别。
1) 传统武术全能分组和现代武术全能分组的年龄组相同。
a)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2 岁以下为 - 全能 A 组；
b)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3-15 岁之间为 - 全能 B 组；
c)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6-18 岁之间为 - 全能 C 组；
d)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9-25 岁之间为 - 全能 D 组；
e)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为 - 全能 E 组；
f)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56 岁以上为 - 全能 F 组。
• 现代武术全能比赛项目中，运动员至少参加一项现代武术拳术、一项现在武术短兵器和一项
现代武术长兵器，方可参加现代武术全能的比赛；
• 传统武术全能比赛项目中，运动员至少要报一项传统拳、一项传统短兵器或软兵器一项传统
长兵器。才能参加传统全能比赛。
2） 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类全能分组
a) 全能 G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
b) 全能 H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
c) 全能 I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56 岁以上。
• 运动员至少要报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类的一套拳术和一套器械项目。所有全能项目的不单独
进行比赛，而是将运动员每类项目比赛的最高分之和来评选。

III.

参赛办法

1. 团体或个人均可报名参加，请在团队名称之前加上国家和省或州。个人参赛选手将以报名

联系地址标注的国家和地址为准。
2. 超过20人的代表队可以申请一个具备国际级或者国家级武术裁判员资格的裁判。在组委会
批准以后可参加比赛的裁判工作。
3. 每个运动员均可以参加项目表中的任何项目的比赛，包括线下实地参赛和线上网络比赛，
参加项目数量不限；
4. 对练和集体项目无性别和年龄限制，每个集体最少6人，集体项目少于6人的每少1

人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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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竞赛要求

1. 时间限制
1） 十八岁以下运动员， 参赛套路的时间不作限制。
2） 十八岁以上的运动员， 传统功夫套路不少于1分钟，规定套路和现代武术套路以原套路关于时间
长短的要求为准。
3）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个人和集体项目时间要求在3-6分钟；功夫集体在30秒（比如五步拳）-4分
钟； 对练项目不少于40秒；
4） 规定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套路顺序演练，不得增减和改变动作。
2. 音乐要求

1) 除规定必须配乐的项目外，其他参赛套路不要求配乐；
2)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比赛项目可自选配乐，不限于原配音乐。但所配音乐需依据国际武术联
合会2019年禁赛规则中关于配乐的规定；配乐不得使用含有口令、词的音乐。
3. 视频要求（仅限于网络比赛）

1) 比赛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参赛视频时，组委会有权不予评分，报名费用不退。
2) 视频必须在竞赛规程公布时间至报名截止期间拍摄，参赛视频片头运动员需手持普通打印
纸可清晰显示和识别的运动运员“姓名、比赛项目编号和项目名称，须同时中文、英文或
西班牙语宣读。
3) 运动员应在视频中线位置起收式，起收式时须面对镜头行并步抱拳礼。
4) 除视频拍摄片头介绍运动员外，视频演练过程应一气呵成，套路演练开始到结束运动员需
全身入境；比赛视频的拍摄只能使用一个摄像机，在1.2米至1.6米的高度从运动员正面中
间位置拍摄；可左右适度调整镜头焦距但不可上下移动镜头和切换画面；允许多次录制，
择优报送。
5) 参赛视频必须同步使用实景视频和音频、不可后期剪接和编辑音、像效果。

6) 场地
a. 视频拍摄场地非加减分内容，由参赛选手完全自主判断选择场地，室内、室外均可，以安
全可靠、适合整体套路连贯演示和拍摄；
b. 场地足够高、大, 因场地不足中断或非套路动作移动或触碰周边物体的按出界扣分,建议
使用各个武馆专业场地拍摄；
c. 视频拍摄的灯光和亮度足够适合裁判员评判；
d. 视频背景不允许出现商业广告、宗教、政治宣传。允许出现武馆标志，国家和地区旗帜；
e. 不能使用虚拟背景。
4. 其他要求

1) 每个年龄组人数不足3人时，该组将合并至类似比赛项目或高一年龄组。
2) 比赛服装必须按照2019年国际武术联合会锦标赛规则要求，比赛器械长度和重量不做具体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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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竞赛规则
1. 竞赛形式
所有线下实地比赛均为个人、对练、集体和个人全能的单项比赛，不设团体总分比赛；
线上网络比赛均为个人、对练和集体比赛， 不设全能和团体总分比赛。
2. 竞赛规则
武术比赛采用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的2019年《国际武联竞赛规则》及本规程的有关规 定；传
统功夫项目的比赛将按照2019年《国际武联推出的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及本规程的有关
规定；健身气功竞赛规则按照《健身气功竞赛规则2012》及本规程规定；现代武术项目均采
用无难度评分，所有竞赛规则中不适用网络比赛评分的部分条款在本次比赛中不做扣分内
容。
3.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人选由大会组委会统一安排。职责范围按2019年《国际武联推出的传统武术套路
竞赛规则》《仲裁委员会条例》及本规程规定执行。线上比赛依适用情况执行。
4. 竞赛管理
本届比赛将在组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比赛，竞赛规程和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于组委会。对竞赛
规程和规则的英文解释有争议时, 则以中文版为准。

VI.

服装器材

1. 所有运动员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均应按2019年国际武术联合会竞赛规则规定穿着武术比
赛服。
2. 所有武器须符合规则规定的要求，但长度和重量不做限制。

VII.

名次与奖励

1. 名次与奖励
1) 线上网络比赛设等级奖：按各单项、各年龄组、男、女分别设一等金牌奖、二等银牌奖、三
等奖铜牌奖。其中20%为一等奖、30%为二等奖、30%为三等奖，其他为鼓励奖（参赛证书）。
得奖比例均按照实际参赛人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颁发电子获奖证书或奖牌（如要奖牌
需自行支付国际国内邮费及可能的关税等费用）。
2) 线下实地比赛设名次奖：单项得分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对应的电子
名次证书，其他运动员奖颁发电子参赛证书。
3) 对练项目按2人和3人、徒手和器械和对两项目的分类分别录取名次，录取比例和颁奖办法同
上。
4) 集体项目按传统拳术类、传统器械类、太极拳术类、太极器械类和健身气功类等。设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颁发电子证书获奖或奖牌（运动员如需要需支付国际国内邮费）。录
取比例同上，均按照实际参赛队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
5) 各单项各组别男、女报名人数在3人（含3人）以下时，按同类项目相近年龄组别合并，如仍
不足5人，则按不同项目相同年龄组别合并，男、女分别录取。
6) 全能项目比赛根据全能比赛的报名要求，武术功夫三项最高分之和，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两项
最高分之和排名，前三名分别颁发全能奖杯，金、银、铜牌和对应证书。
7) 美国国家功夫代表队选拔赛（仅限于美国武术联合会会员）：运动员参加本次线下实地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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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项目中，得分超过8分， 或者名次为前三名者即可入选。 获选后可以代表美国传统功
夫代表队参加世界和国际武术锦标赛。
2.

比赛成绩公布

得奖的运动员成绩名单，除由大会组委会统一在赛事网站公布外，还将通过专业媒体协办
单位以及多媒体网络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报道。

VIII.

报名及费用

1. 运动员可以通过比赛网站注册报名 gowushu.com/register 或 通过邮箱：
kungfudirect@gmail.com，电话：001 4085828269 或 微信： USAHQF 报名
2. 视频上传根据比赛报名网站账户内上传视频操作上传或 Email 视频，视频的名称需注明：
运动员姓名、ID 和该视频的项目代码及项目名称。视频格式为 MPEG4）
3. a.线上网络比赛；报名费每名运动员$55），之后每多一项加收$20美元。
b.线下实地比赛费用： 报名费$60美元， 每增加一项$25。
4. 全能比赛和传统功夫代表队选拔赛报名费用为 $50,详情请参看“传统功夫选拔赛竞赛规
程”。
5. 集体比赛：$25/每个集体项目（无需报名费），对练比赛 $25/每人每项（需要有报名
费）。
6. 报名截止后，任何更改报名（包括延迟报名）的请求，将按以下方式处理。
a. 延迟报名：须经组委会批准，须缴付30美元的延迟报名费。
b. 更换人员：须经组委会批准，每位收取30美元的更换费用。
c. 如果由于注册信息不正确需要进行更改，须经组委会批准，如果接受，每更改一项收取30
美元的费用。
d. 抽签完成一天以后，一概不予更改。
e. 观众门票：$30/每天

IX.

比赛抽签

所有团队和个人在抽签日期前均需仔细检查所有个人和团队参赛信息，确认无
误后由领队、教练或运动员本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在线抽签。“抽签”是网上登
记系统的最后一道工序。抽签时间将通过比赛网站、email 和微信公众号通知。请
登录 Gowusu.com 报名账户点击抽签。不抽签的团队或运动员将由组委会随机抽
签。
各参赛队在抽签截止日期后 1 天内应仔细检查比赛抽签顺序和项目内容。发现
顺序错误可做调整。完成抽签 1 天以后不再做任何修改。

X. 付费信息
各团队需于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网上直接支付，或汇款（转账）方式向组委会支付
所有比赛款项。接受支票支付，但必须在报名截止之前现金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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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转账
408-582-8260, Shu Dong Li
Wells Fargo Bank（富国银行）
8888558338
Li’s Wushu Academy
WFBIUS6S
10260 S De Anza Blvd, Cupertino, CA 95014
支付给 Lis Wushu Academy
邮寄地址：1020 Commercial Street, Suite 102, San Jose, CA 95112
微信号： USAHQF
Pay@Gowushu.com

Zelle
银行名称
账户号码
账户名称
SWIFT Code
银行地址
支票支付
微信转账
Paypal

* 信息: 所有服务和转账费用由转款团体负担.

XI.

其他事宜

（一） 肖像权
组委会有权使用所有参赛团体和个人的照片、视频和姓名介绍等信息用于组委会的赛
事的宣传和推广等活动。
（二） 安全保险

参加人员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参加人员及协助人员均为完全自主判
断各种因素，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参赛人员报名，既视为参赛运动员完全同 意比
赛组织方的免责声明，并自愿放弃追诉权利。
（三） 退费和支票退返
运动员因故不能参加的报名费用不退，支票退回的需补交银行费用$35美金。
酒店信息
Crowne Plaza Silicon Valley – Union City
32083 Alvarado-Niles Rd, Union City, CA 94587
(510) 489-2200
Price: Double and a single bed, two-person breakfast included, fee $119 room/night. or $109 not
including breakfast.
预定酒店链接在比赛官网查询 www.gowushu.com

联系我们
大会组委会
组委会主任：李书东博士
美国电话：001 4085828260
001 4085828260
Info@gowushu.com
www.Gowu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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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USAH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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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INPERSON AND ONLINE COMPETITIONS
REGISTRATION FORM
For easiest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go to www.GoWushu.com. (No PROCESSING FEE for online registration).

*You must fill out information clearly. It is essential to supply an active email account. Your lot number will be drawn using your supplied email address.
*Name of Participant
Street
*Email (Print)

*M/F

*Date of Birth

Apt #

*Nationality

, City

Passport #

State/ Zip

*Phone

(only INT)

Country

Marti art school or Group

____

Mail in the registration package post-stamped by the early registration deadline or pay it online.

Fee: In-person registration fee $60, each event $25; Online registration fee $55, each event $20. Registration all ends by June 30, 2022.

All-Around Championship and Traditional Kung Fu Team Trials is $50 each (for In-person only). Group Event: $25 per person/(In-person) and $20 per person(online).
Refer to “Form 1” and enter event codes below.

In-person Events Code:
Online Events Code:
All-Around Championship: Please indicate registration by writing “KFAR” for Kung Fu All-Around and/or "WSAR" for Contemporary Wushu All-Around, and/or “TCAR”
for Tai-Chi (Taiji) All-Around; and “KFTT” for Traditional (Kung Fu) Team Trials in boxes.

Grand Tota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y by Mail, Fax or email this form (408) 973 -8200 and KungFuDirect@gmail.com

Must be received by 6/30/2022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0-1"
Card Holder Name First Name
Billing Address:

Payment by mail Email or fax will be accepted.

Make advance payment by money
order, or check payable to:
World Taiji Science Federation

Last Name
, city

Zip code:

Cardholder Phone #
Card #:

Card SSC

Expiration (Month/Year)

Total Enclosed (+$5 ) = $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ardholder:

/

Address: 1020 Commercial St, #102
San Jose CA 95112
$30 fee for return checks.
$5 processing fee for using this form
pay by credit cards.

NO REFUNDS

Status: All Participants - *Athletes *Team Managers *Coaches *Masters *Observers *Spectators *Volunteer *Judges…

I
knowingly and without duress, do voluntarily submit my entry into The USAWKF Traditional Kung Fu Team
Trials and Golden State International Wushu Championships. These Team Trials, Championships are sanctio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ushuKungfu Federation (USAWKF) and hosted by the Li’s Wushu Academy and World Taiji Science Federation (WTF). Hereafter, USAWKF, Li’s Wushu,
WTF collectively are referred to a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hereby assume all risk of physical and mental injuries, disabilities, and loss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naments or events.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any medical attention or treatment afforded to me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be of the first aid type only. Acting for myself, hei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and assignees, I do hereby release and
forever discharge, and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harmles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ir officers, agents, officials, judges, representatives,
servants, employees, volunteers, sponsors and all other related members from all claims, actions, suits, and controversies at law or in equity by reason of any
matter, cause, or thing whatsoever that I may sustain as a resul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naments or events, use of the Organization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including travel thereto there from, whether due to the negligence, omission, default or other action of any person or entity. I also
understand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naments or events, especially but not limited to fighting point or full contact sparring matches, entails a great risk of injury,
and I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of my actions, intentional or otherwise, during and in connection with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trials. I agree that my
performance,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t the trials may be filmed or otherwise recorded or telecast live. I consent to the use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my name, likeness, voice, poses, pictures, tournaments or events films, and biographical data concerning fully or in parts, in any form or language, with or
without other material,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out limitation, for television, radio, video, theatrical motion pictures, Internet, or any other medium by device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devised, and I do hereby waive any compensation in regard thereof as well as any future rights to the aforementioned. I understand tha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USAWKF and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IWuF) are designed, in part, for the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participants.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IWuF,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which a copy may be obtained by
written request via mail or facsimile.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and I have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Waiver listed above.

Competitor Must Sign or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if Applicant Und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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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Date !"

Group Event
(集体项目)
集体项目名介绍和编码
Group Event Name and Code

参加集体比赛的运动员姓名
Athlete’s Names

注意: 这个报名表格请在6月30日前完成报名 (美国太平洋的时间)
This form must be completed and sent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June 30, 2022

Duilian Competition
(对练项目)
对练项目名介绍和编码
Duilian Event Name and Code

参加对练比赛的运动员姓名
Athlete’s Names

This form must be completed and sent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June 30,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