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规程补充规定和赛事信息更新

欢迎您参加：由世界太极科学联合会主办（WTSF），美国武术联合会（USAWKF）授权
和美国功夫直销网（Kungfudirect.com）赞助的《2022 年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美国国家
功夫代表队选拔》。为了保障大赛的顺利进行，大会组委会现公布竞赛规程的补充规定和
赛事信息更新, 具体信息如下：
场地安全重要提示

一、防疫安全
1. 如果参赛人员出现“新冠疫情症状，或者检测成阳性”请勿参本次活动，比赛报名
费用可全额退还。
2. 在赛场内，除上场比赛运动员外，建议佩戴口罩。
3. 短时间无赛事的运动员可根据时间间隔在室外场地或回酒店短暂休息。
二、比赛安全
1. 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特别是在准备活动和比赛期间应严格注意活动和比赛区域范
围，遵守大会各项安排，避免造成意外受伤。组委会在赛场设有急救站，安排有专
职人员，提供初步应急救护。
2. 比赛期间，大会还将安排两个安保警察，有突发状况请及时向安保人员以及组委会
联系协助。
赛事规程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如与前期内容有不同，以最新公布内容为准。
一、

入场门票
领队、教练和运动员凭借组委会发放的证件和手环免费进出比赛场地。 观众门票
可在门口直接购买。建议各运动队由领队和教练员带领，运动员的家长尽可能减少
出席。

二、

项目编排
参赛人数少于 3 人的项目, 组委会选择相同年龄和性别的类似项目，进行合并；同
时，也对人数众多的项目进行了细化分组。所以，部分运动员的项目编码会有部分
变动，并应以调整后系统中显示的项目编码为准。

三、 开幕式
1. 开幕式时间： 9 月 4 日 7:30am 各代表队体育场集合； 8:00am-8:40am 入场式；
8:40am 首场比赛检录；9 点钟比赛开始。
2. 5 人以上的代表队可联系组委会制作入场牌，5 人以下的团队可集中在入场队伍的
最后一个“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个人参赛”一起入场。

3. 每个团队需推荐本队两名入场引导员，其中一名负责手持入场牌固定引导，另一人
负责指挥或作为旗手。入场牌制作申请和引导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请提在 8 月 20
日之前报给组委会。
4. 入场顺序是根据各队名称的首个英文字母按照 A-Z 排列，列队绕场。入场式列队
和入场路线示意图会通过入场引导员和组委会另行公布。 建议各队统一服装或穿
表演服装入场。
5. 开幕式结束：跟随各队引导员列队出场，及时退场就座，保证首场比赛按时开始。
四、 赛事时间
1. 场地项目初步时间表已经设置完成， 请到 Gowushu.com 网站 News 栏目查询，详
细时间表将在 8 月 20 此 NEWS 栏目更新。
2. 场地比赛时间为预估时间表，运动员须至少提前 1 小时到场准备， 确保不会错过
比赛。
3. 运动员两个项目比赛时间非常接近时，可依据时间差别的具体情况，提前向两个场
地的裁判长申请延期或提前比赛，裁判长可酌情调整比赛顺序。如果整个组别比赛
结束时仍未能参加比赛则视为弃权。
4. 裁判组可根据项目风格和特点，在确保评判质量和场地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同时上场
的比赛方式。
5. 太极拳项目项目时间在 3-6 分钟，裁判员会在 3 分钟时吹哨示意。 并建议听到示
意后的 1 或 2 分钟之内结束，并确保套路总的演练时间不超过 6 分钟。超时的运
动员，裁判长有权终止运动员演练。太极器械的演练时间可以少于 3 分钟，器械
演练时间建议不超过 4 分钟。
6. 当评分出现明显不合理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之前，裁判长可给予加分或减
分。裁判长加分或减分的范围至 0.1 分，无需经过总裁判长同意。
五、赛事奖项
1. 比赛证书为电子证书，运动员可在比赛报名账户中直接下载，教练或学校代为报名
的，请与教练和学校联系下载证书。
2. 现场比赛奖牌和奖杯可在现场领奖处直接领取；选拔赛证书将在比赛结束后， 经
美国武术联合会审核确认后统一邮寄。
3. 全能项目比赛结果，只能在全部年龄组比赛结束后公布。全能奖杯可在现场领取。
*全能奖杯尺寸大，如运动员是乘坐飞机，请提前了解托运要求信息，如需组委会
代为邮寄，请联系组委会，邮寄费用由运动员承担。
4. 网络比赛的奖牌，可在赛后到大会组委会（美国功夫直销网办公地点领取），其他
国家、省州和地区可以通过团体或个人邮寄方式领取， 邮寄费用自付，（请在
kungfudirect.com 搜索“奖牌“ 办理邮寄）。
5. 大赛比赛成绩将通过比赛网站 gowushu.com；报名网站 bowuu.com；主办单位网
站 wtjsf.org, 以及主办单位各种网络平台公布，并通过其它新闻媒体统一报道。
六、裁判队伍要求
1. 本次大赛仲裁委员会、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均为国际级武术裁判或极具经验的裁
判领袖担任。

2. 各组裁判长、副裁判长和评分裁判员，分别由国际级、泛美、国家级和国家一级专
业裁判员担任，并优先选择无学员才赛裁判员评分。
3. 裁判轮换：本次比赛中将分别在中午和下午，进行两次不同场地的裁判员轮换。
4. 无效分：五名裁判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三个分数平均；
如果只有四名裁判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两个分数平均；
如有短暂特殊情况，只有三个裁判评分则取三个分数的平均分。这样可以确保裁判
评分精确有效。
5. 为保证赛事的公平严谨，除比赛期间教练员和运动员按照仲裁程序反馈意见外，
您也可在赛事期间或之后发送邮件到 clubtaichi@yahoo.com 向组委会进行反馈和
投诉。组委会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后期裁判人选和改善办法。
七、领队和教练欢迎宴会
主办单位邀请各参赛队的领队 1 人和教练 1 人， 参加 9 月 3 日星期六晚上 7:009:00pm 赛事指定酒店 联合市皇冠酒店宴会厅举办的《大赛欢迎宴会》。请各代表
队在 8 月 20 日之前联系组委会报名参加。
时间表以及赛事组织架构和裁判队伍名单， 将于 8 月 20 日以后公布。
更多信息请查看赛事网站新闻栏目, 也可联系大会组委会查询。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大会组委会主任李书东
clubtaichi@yahoo.Com
4086828260
微信：USAHQF

初步比赛时间表
（详细比赛时间表将于 8 月 20 日后在 gowushu.com News 中更新）

场地 1-1
场地 1-2
场地 1-3

9am-12:30pm
1pm-5:30pm
6pm-9pm

初步比赛场地时间表
所有太极个人项目
0-6 岁所有项目；7-8 岁拳术
7-8 岁所有器械

场地 2.1
场地 2-2
场地 2-3

9am-12pm
12:30pm-4:30pm
5:00pm-8:30pm

9-10 岁所有拳术
9-10 岁所有短兵器和软兵器
9-10 岁所有长兵器

场地 3-1
场地 3-2
场地 3-3

9am-12:30pm
1pm-4:10pm
4:40pm-9pm

11-12 岁所有拳术
11-12 岁所有短兵器
11-12 岁软兵器和长兵器

场地 4-1
场地 4-2
场地 4-3

9am-12:30pm
1pm-5pm
5:30pm-9pm

所有太极集体比赛；个人健身气功；13-14 岁所有拳
术
13-14 岁所有短兵器和软兵器
13-14 岁所有长兵器

场地 5-1
场地 5-2
场地 5-3

9am-12:20pm
12:50pm-4:10pm
4:40pm-9:20pm

15-16 岁；17-18 岁所有拳术
15-16 岁；17-18 岁所有短兵器
15-16-软兵器；15-16，17-18 所有长兵器

场地 6-1
场地 6-2
场地 6-3

9am-1pm
1:30pm-4:50pm
5:30pm-8:30pm

所有功夫集体比赛；19 岁以上所有拳术
所有对练；19 岁以上短兵器和软兵器
17-18 岁软兵器和 19 岁以上所有长兵器

场地 1
场地 2
场地 3

网络比赛场地时间表
8 月 20 日至 25 日（第一裁判组评分）
所有现代武术项目
8 月 20 日至 25 日（第二裁判组评分）
所有传统功夫项目
8 月 20 日至 25 日（第三裁判组评分）
所有太极、气功，个人和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