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 WWC 实战咏春拳大赛

赛事规程



一、指导单位：浙江省武术协会

二、主办单位：杭州市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萧山区武术协会

三、承办单位：杭州市萧山区武术协会瓜沥分会

杭州市龙牙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杭州市义咏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比赛时间与地点

（一）比赛时间：2019 年 8 月 23日-25 日

（二）比赛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瓜沥文体中心体育馆

【2022年杭州亚运会武术主场馆】

六、竞赛项目

（一）单练项目：小念头、寻桥、标指、基本功自选套路、木人桩、八斩刀、咏春双刀、

六点半棍

（二）对练、双人项目：小念头、寻桥、标指、黐手、基本功自选套路

（三）集体项目：小念头、寻桥、标指、黐手、基本功自选套路、木人桩、八斩刀、咏

春双刀、六点半棍

（四）对抗项目：常规对抗项目、单黐打项目、双黐打项目

七、参加办法

（一）每队参赛人数

每个参赛队伍可报领队、教练若干，运动员须 5 人（含）以上，男女不限。境内不接受

个人报名（国外、港澳台除外）。

（二）随队裁判

参赛运动员达 10 人（含）以上的队伍，可报随队裁判 1人。随队裁判年龄在 55 周岁以

内，随队裁判需有咏春或其他武术项目执裁经验者（含跆拳道、空手道等），能操作电脑。有

裁判和组织能力的骨干，且身体健康，年龄可放宽至 60周岁。随队裁判须取得 WWC 赛事裁

判员培训合格证书并经过组委会确认后，需缴纳 600元会务费，其路费自理（随队裁判不能

兼报领队、教练和运动员），方可作为本次大赛裁判，吃住由组委会统一安排。

（三）志愿者裁判

取得 WWC 赛事裁判员培训合格证书者可申请本次比赛志愿者裁判，经本次 WWC 赛事

组委会审核确认的志愿者，接到通知书后（短信或纸质通知书），自交 600元会务费汇入组委

会账号，其往返路费自理，吃住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志愿者裁判不能兼报领队、教练和运动

员；志愿者裁判申请表，详见附 1）
（四）运动员报项规定

1．每位参赛运动员至多填报 4 个项目。

2．集体项目可报数量根据人数确定，以 10人为倍数，10 人以内可报 1个团队项目，20
人的队伍可报 2 个团队项目，以此类推。

3．团队项目人数不少于 6 人。

4．个人全能：凡个人报拳术、器械合计 3 项单练者，则可计算个人全能成绩（不包括对

练、对抗和集体项目）。



5．总团体：凡代表队中个人全能人数达 6 人（含）以上，则可计算总团体成绩。

（五）运动员年龄、健康状况均由各代表队自行审核，以报名单上盖章或负责人签字后，

作为确认依据。如因年龄不实，一经查实则取消该运动员竞赛资格。竞赛期间因健康情况而

引发的伤病等，均由各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费用自理。参赛人员均须签署《责任声明书》。

《责任声明书》每队 1 份，并在报名时上交，凡未签署的选手不能参赛（18岁以下人员还应

有监护人签名；《责任声明书》，详见附件 2）。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好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未办理者不能参赛。凡

委托大会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必须在报名表上注明委托保险；凡自行办理“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者，报名时须同时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其他医疗保险等均

属无效。凡已由学校团队做了意外保险的学生，必须由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期内的团队名单保

险原件复印件。

（七）参加对抗赛的运动员必须出具报到之前 15 日内县级以上医院的（包括脑电图、心

电图、血压、脉搏）的健康证明。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大赛为套路赛和对抗赛两项比赛。

（二）竞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2012 年审定的《传统武术竞赛规则》

及本赛程的有关补充规定。

（三）套路赛分别按照年龄、性别及派系进行分组，对抗赛根据年龄、性别、体重进行

分组。

套路赛项目年龄分组

1.幼儿组：六岁以下（2014 年 1 月 1 号后出生）

2.少儿组：

A组：6 ～ 7 岁（2012 年至 2013 年间出生）

B组：8 ～ 9 岁（2010 年至 2011 年间出生）

3.少年组:

A 组：10 ～ 12 岁（2007 年至 2009 年间出生）

B组：13 ～ 15 岁（2004 年至 2006 年间出生）

C组：16 ～ 18 岁（2001 年至 2003 年间出生）

4.青年组：

A组：19 ～ 21 岁（1998 年至 2000 年间出生）

B组：22 ～ 24 岁（1995 年至 1997 年间出生）

C组：25 ～ 27 岁（1992 年至 1994 年间出生）

D组：28 ～ 30 岁（1989 年至 1991 年间出生）

5.成年组:

A 组：31 ～ 34 岁（1985 年至 1988 年间出生）

B组：35 ～ 38 岁（1981 年至 1984 年间出生）



C 组：39 ～ 42 岁（1977 年至 1980 年间出生）

D组：43 ～ 46 岁（1973 年至 1976 年间出生）

E组：47 ～ 50 岁（1969 年至 1972 年间出生）

F组：51 ～ 54 岁（1965 年至 1968 年间出生）

G组：55 ～ 58 岁（1961 年至 1964 年间出生）

H组：59 ～ 62 岁（1957 年至 1960 年间出生）

对抗赛项目分组年龄划分

1.少儿组：

A组：6 ～ 7 岁（2012 年至 2013 年间出生）

B组：8 ～ 9 岁（2010 年至 2011 年间出生）

2．少年组:

A 组：10 ～ 12 岁（2007 年至 2009 年间出生）

B组：13 ～ 15 岁（2004 年至 2006 年间出生）

C组：16 ～ 18 岁（2001 年至 2003 年间出生）

3．青年组：

A组：19 ～ 21 岁（1998 年至 2000 年间出生）

B组：22 ～ 24 岁（1995 年至 1997 年间出生）

C组：25 ～ 27 岁（1992 年至 1994 年间出生）

D组：28 ～ 30 岁（1989 年至 1991 年间出生）

4．成年组:

A 组：31 ～ 34 岁（1985 年至 1988 年间出生）

B组：35 ～ 38 岁（1981 年至 1984 年间出生）

C组：39 ～ 42 岁（1977 年至 1980 年间出生）

D组：43 ～ 46 岁（1973 年至 1976 年间出生）

E组：47 ～ 50 岁（1969 年至 1972 年间出生）

对抗赛项目重量级划分

18 公斤以下公斤级、18 级、 20 公斤级、22 公斤级、24 公斤级、26 公斤级、28 公斤级、

30 公斤级、32 公斤级、35 公斤级、38 公斤级、41 公斤级、44 公斤级、47 公斤级、51 公斤

级、56 公斤级、60 公斤级、65 公斤级、70 公斤级、75 公斤级、80 公斤级、85 公斤级、85 公

斤以上级



（四）各竞赛的名次按照区域划分：

1.中国大陆

2.各国及港澳台地区

（五）各项比赛的时间规定

1.单练项目和对练（双人）项目时间不得超过 3 分钟，但不少于 1分钟。

2.集体项目时间不得超过 6 分钟，但不少于 3分钟。

3.完成套路时间超出或少于规定，按照竞赛规则相关扣分细则进行扣分。

4.对抗赛每场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比赛 2 分钟，局间休息 30秒。

（六）各项比赛的相关细则

1.对抗赛中禁止使用非咏春的技术，若有违反将按照竞赛规则相关扣分细则进行扣分。

2.对抗赛所报级别若只有一人报名，允许上升一个级别，进行比赛。

3.所有集体项目均要求有队形图案的变化，音乐与内容、节奏的统一，创编具有思维、

情景、动作、音乐、服装融为一体的咏春艺术表演项目。

4.集体项目内容、形式不予限制，可将咏春动作与其他武术元素结合；体现团队整齐度、

视觉效果和团队精神，原则上咏春动作占比 70%以上。

5.集体项目上场人数不得少于规程规定的人数，每少一人，按竞赛规则相关扣分细则进

行扣分。

6.集体项目可跨年龄组参赛，以所报运动员的平均年龄确认年龄组别（不分性别）。

7.配乐

（1）集体项目必须伴奏无伴唱的纯音乐，如不合要求，按竞赛规则相关扣分细则进行扣

分。

（2）比赛音乐一律使用 U 盘录制（单独一首曲目），比赛时各队必须派 1人到本场地播

放音乐处负责指挥播放。

（3）单练项目和对练（双人）项目，对抗项目不能配乐。

（七）服装及器械要求

1.参赛运动员服装、器械自备。

2.须穿符合运动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项目特色的武术服装、武术鞋比赛；不允

许赤背、或穿戴宗教、戏曲化色彩的服饰上场，如比赛服装不符合要求，按竞赛规则相关扣

分细则进行扣分。

3.对抗赛运动员需自备五指手套、护肘、护脚、护裆，护头和护胸由大赛统一安排（护

具佩戴完整方可上场）。

（八）个人全能、总团体计分办法与同分处理。

1．个人全能计分办法：

（1）全能成绩计算方法：个人以 3 个单练项目（必须包含拳术和器械）成绩之和计算，

得分最高者为冠军，次为亚军，余类推。

（2）全能成绩如遇同分时，则以计算全能成绩的 3 个项目中获第一名多者列前；再同时，

以获第二名较多者列前，余类推。如仍相等，则以参赛项目中最高得分高者列前；再同时，

以获次高得分高者列前；余类推。如仍相等，则以拳术单练项目得分高者列前。如仍相等，

则以参赛全部项目中(包括 3 项以外的单项参赛项目)获第 1名多者列前; 再同时，以获第 2名

较多者列前，余类推。如仍相等，则以参赛项目数（含全部参赛项目）多者列前。如再相等，

则以选手本人抽签决定名次。



2．总团体成绩计分办法：

（1）总团体成绩计算方法：以代表队中 10位最高个人全能成绩之和计算。得分最高者，

为总团体冠军，次者为总团体亚军，余类推。

（2）总团体成绩如遇同分时，则取计算团体分的 10人中单项获第一名项目数量多者为

冠军；再同时，以获第二名多者为准，余类推。再同时，则以各代表队派代表抽签决定。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单练项目和对练（双人）项目分别按年龄组、性别、项目类编号参赛人数的前 30％
为一等奖、40％为二等奖、30％为三等奖，分别颁发金、银、铜奖章及名次证书。

（二）对抗赛按年龄、性别和公斤级进行单败淘汰赛制，分组录取前 6 名，前三名分别

颁发金、银、铜奖章及名次证书，第 4 至 6 名颁发名次证书。

（三）集体项目：

1.集体项目不分区域、不分性别、按年龄组别，录取前 6 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2.凡代表队运动员达 15名（含）以上，将颁发“特别贡献奖”奖牌。

（四）凡在比赛中能遵守赛场纪律，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胜不骄，败不馁，成绩

卓越的参赛代表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由各代表队提名，经竞赛监督委员会和专家组确认

授予最佳运动队、最佳领队、最佳教练员和最佳运动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五）对在执行被判工作时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有责任心的裁判员，由裁判

组和代表队推荐，经竞赛监督委员会和专家组确认，授予最佳裁判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六）凡报名参加大赛的代表队人员，均发给大赛纪念品。

（七）个人全能大奖

1.个人全能不分区域，不分组别，按性别分别录取前 6 名，第 1至第 3 名，颁发奖金、

奖杯、证书；第 4 至第 6 名，颁发奖金、证书。

2．个人全能大奖奖金：冠军获人民币 800元，亚军获人民币 600元，季军获人民币 500
元，4-6名获人民币 200元。

（八）总团体大奖：

1．总团体大奖：总团体不分区域、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组别，录取前 6 名。第 1至 3
名颁发奖金、牌匾和获奖证书，第 4 至 6 名颁发奖金、牌匾和获奖证书。

2．总团体奖金：冠军获人民币 3000元，亚军获人民币 2000元，季军获人民币 1000元，

第四名至第六名各获人民币 500元。

十、相关费用

（一）报名费:所有代表队、报名人员（含领队，教练及随队人员）均须缴纳报名费，每

位人民币 200元。

凡报名运动员人数（不含教练、领队）达 10人（含）以上的团队，可免任何 1人的报名

费；运动员人数达 20 人（含）以上，可免 2人报名费；以此类推。

（二）参赛项目费

1.单练、双人、对练、对抗项目每位每项人民币 100元（已报两个项目的，第三个项目

开始每项 50 元，每人限报四项）

2.集体项目每位每项收取人民币 50元

（三）委托保险费

委托保险费:委托大会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选手，保险服务费人民币 20元（请在报名时



“委托保险”栏内打“V”）。
（四）随队裁判员会务费:符合规定可报随队裁判 1人的代表队，经审核确定的裁判员，

每位自交部分会务费人民币 600元（食宿均由大会统一安排），路费自理，其它不足部分全部

由大会补贴。

十一、报名及报到

（一）本次比赛报名一律在 http://bm.5u5s.com/login.aspx?SSID=49上“第二届 WWC实

战咏春拳大赛报名管理系统”中进行网络注册报名，不接受纸质或电子邮件或传真报名， 报

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8日 17 时截止，本次比赛参赛人数限定 800人，满 800人后报名

提前截止。

（二）报名截止日后 2 天内将：①运动员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户口本、护照、任

选其中之一则可）②《责任声明书》（附件 2）③报名费、参赛项目费和委托保险费的汇款单

据复印件（也可以微信发送图片后，此项可以不复印）④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据复印件

（自己办理保险者必须交，委托大赛保险者免交）⑤健康证明（50周岁及以上的运动员和所

有参加对抗赛的运动员须上交），并快递邮寄至组委会，否则取消报名资格。

（三）更改报名内容的处理

1.报名后，在报名截止日前各参赛队均可修改报名内容。

2.报名表报出后，如因特殊情况必须改动内容，务必在 2019 年 8月 10 日以前递交书面

申请，并缴纳相应的手续费。每更改一项内容（包括项目号、套路名称、姓名、性别年龄组

别等）手续费为人民币 100元（以邮件形式递交“更改申请”和“手续费汇款凭单复印件”

的时间为准）。2019 年 8 月 13日 17时后不受理更改申请。

（四）退赛的处理：2019 年 8 月 15日 17时以前因故不能参加比赛者。凭书面申请和县

级以上医院证明，组委会可将参赛项目费，委托意外伤害保险费全款退还（报名费除外）。但

此日期后因故不能参赛者所有费用概不退还。

（五）各代表队最佳运动队、最佳领队、最佳教练员和最佳运动员提名推荐表最迟须在

8 月 10日以前交到大赛组委会邮箱，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六）报到时间、报到地点将另行通知。

（七）各代表队食宿不作统一安排，由运动队自行联系解决。也可选择由大会协助安排

住宿，凡要求由大会安排住宿的代表队须提前 10 天（2019年 8 月 13日 17 点前）与会务组

联系（联系电话 15348390231；15397150717；0571-83683688 联系人：刘霞芳)。并预缴住宿

费。凡已委托会务组订房的代表队，如因故提出退房者，均应承担实际产生的房费损失。

比赛中用餐，由组委会协助联系正规的有资质快餐公司提供大赛期间的快餐供应，凡需

要订购快餐的代表队，可在报名时直接购买餐券。本次比赛当天不再售票（特别提醒）。

（八）领队、教练联席会时间另行补充通知。

（九）为使报名报项准确无误，组委会接到各队报名表后将随时与各队沟通。核对报名

表内容。希望各队报名时详细填写联系人姓名、地址、电话、手机微信号和电子邮箱等相关

信息。

（十）对抗赛运动员称重时间、地点另行补充通知（不参加称重的对抗赛运动员取消比

赛资格）。

（十一）报名材料发往地址和联系方法：

单位:WWC实战咏春拳大赛组委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200号华瑞汇金中心 C座五楼



邮编:311202
电子邮件:wwcleague@163.com
赛事咨询联系人：刘霞芳（手机号同时也是微信号，领队、教练必须添加，方便沟通，

大部分通过微信群发）

手机: 15348390231；
座机：0571-83683688

（十二）报名费、参赛项目费、委托保险费或食宿预付款汇款方式(任选一种):
1.支付宝转账（备注参赛队名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支付宝支付账号：769600490@qq.com
支付宝支付二维码：

2.从银行汇款至下面地址填写：

转账用户：邱桂骥

开户行：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622858 019906 3963002
联系方式：18606516268
（款汇出后请发短信告知参赛队名、联系人联系方式、汇款时间、汇款金额及汇款单号

至手机 15348390231 核实，联系人：刘霞芳）

十二、其他

（一）国外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参赛人员经费

本规程中所列各项费用均属中国大陆地区参赛人员的费用。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结算

费用和统计表。（详见附件 3）
（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1.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2.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另行通知。

（三）对大赛有赞助需求，可以联系组委会，联系人：刘霞芳 15348390231
（四）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五）本规程解释权归 WWC 实战咏春拳大赛组委会。

mailto:769600490@qq.com


附件 1：

2019 年第二届 WWC 实战咏春拳大赛

志愿者裁判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号码

裁判证号 电话

工作

单位

执

裁

经

历

注：取得 WWC 赛事裁判员培训合格证书者可申请本次比赛志愿者裁判，经本次 WWC 赛事组委会审核确认的

志愿者裁判，接到通知书后（短信或纸质通知书），自交 600 元会务费汇入组委会账号，其往返路费自理，

吃住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志愿者裁判不能兼报领队、教练和运动员）



附件 2：

2019 年第二届 WWC 实战咏春拳大赛

责任声明书

运动员姓名： 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请各位运动员阅读，了解并同意遵守下列事项：

1、清楚了解，任何意外伤亡事故，参赛运动员必须负完全的责任；

2、主办和承办方对在比赛时所发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及灾难，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摄取任何药物（兴奋剂）或毒品；

4、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参与或涉嫌任何非法活动；

5、参赛运动员保证在身体上及精神上是健康健全者，适合参加竞技比赛；

6、参赛运动员须自行保管个人财物与贵重物品，在赛场内所发生的任何遗失、偷窃或损坏事

件，主办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清楚了解承办单位在赛事中提供的有关医疗救援的一切措施，是最基本的急救方法；在进

行急救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责任均由参赛运动员承担。

8、参赛运动员同意以及遵守由国家和主办单位制定的一切有关赛事规则、规程， 如有任何

异议，均需遵照大会之仲裁条例进行。

9、参赛运动员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练习、比赛及各活动，可能被拍摄或录影或电视现场直播等，

同意由主办单位以全部或部分形式、或以任何语言、无论有否包括其他物资，在无任何限制

下，使用本人的姓名、地址、声音、动作、图形及传记资料以电视、电台、录像、媒体图样、

或任何媒介设备，乃至今后有所需要的时候，本人将不做任何追讨及赔偿。

本人在此签字承认，同意及确定我已经阅读，明确了解并同意遵守以上所列的所有条款/事项：

申请人姓名：签名 家长（监护人）的姓名：签名 日 期 :

日期：

(未满 18 岁的运动员请由家长签名)

见证人（代表队负责人）：

见证人姓名：签名/日期

注：本声明每人 1 份，独立填写。



附件 3：

境外代表队参加2019年第二届WWC实战咏春拳大赛

相关费用说明

境外组队报名参加“2019年第二届WWC实战咏春拳大赛”的相关费用如下：

一、报名费：人民币 200 元/位，(领队、教练、运动员、随队人员均应缴纳报名费)。二、参

赛项目费：个人单项、双人组合、团队表演及对抗项目：人民币 100 元/每位·项，若

该运动员已报两项（团队表演除外），第三项开始每项人民币50元，封顶四项。团队

表演项目：人民币 50 元 /每位·项；

三、保险服务费：人民币 20 元 /每位 (参赛运动员须由大会统一办理相关保险，随

报名费上缴)。

四、综合服务费：

1.综合服务费：人民币 2200 元/每位（8月23日入住）【含3 天住宿（四星标准）及

全天餐饮、外宾礼品、市内交通和大会期间的活动费用；8月26日12 时前离会。中途离会的，

不退综合服务费】；

2.凡交纳综合服务费的团体，组团队人数超过 10人（含10 人）可免其中 1 人全额综

合服务费；超过 20 人（含 20 人）可免其中 2 人全额综合服务费,依此类推。

3.宾馆住宿安排双人标准间，每房间安排两位。

4.如需其他住房标准，报名时请提出书面申请，其大会的综合收费标准如下：

（1）双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300 元；

（2）单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700 元；

（3）单人住标准间：每人每天增缴人民币 280 元。

5. 凡食宿自理的境外代表队和个人无须缴纳综合服务费，不享受大会综合服务待遇。

五、已交纳综合服务费的代表队直接抵达杭州，请预先告之到达时间车次和人数，以

便接送。达 6 人以上的团队接送是免费的；非团队人员要求接送者，须收取车辆运行成本费；凡

须到杭州、上海机场接送者，可与大会联系安排车辆，大会收取成本费。

六、要求大赛前后安排观光旅游的代表队可与接待部联系，大会将根据各代表队要求给予安

排，费用自理。联系人：刘霞芳，电话：+8615348390231 。

七、随队观摩、旅游人员的费用：



凡随队前来观摩、旅游的人员（报名时注明随队人员），交纳综合服务费后，在大会比赛期

间均可享受大会综合服务的优惠待遇（无须缴纳报名费和项目费）。并可免费安排观摩比赛，

还可获得大会赠送的礼品。

八、以上费用为各代表团与大会组委会结算价。各国武术团体组团产生的手续劳务工本费用，

可根据各队具体情况，由组织者自己确定。

九、向大会缴纳的报名费、项目费、保险费、综合服务费银行汇至：

1.支付宝支付

2.从银行汇款至下面地址填写：

转账用户：邱桂骥

开户行：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622858 019906 3963002

联系方式：18606516268

（款汇出后请发短信至手机15348390231，15397150717核实，联系人：刘霞芳）

3.若不能通过以上方式支付，可于比赛现场进行缴费

汇款说明：国际通用货币匀可汇入，与汇款当天人民币汇率计算。汇款时请在备注栏写明参赛队

名及联系人、电话。汇款后将凭据复印件发电子邮件至wwcleague@163.com，或发送至手机

15348390231（同时也是微信号）。

（国外、港澳台地区报名费用计算表附后）



1

2019年第二届WWC实战咏春拳大赛随队裁判报名表国外、港澳台报

名费用计算表（人民币结算）

注：代表队参赛费用计算填写此表，可先按表 1 报名序号填写；外币结算以结算当天的

汇率为准。参赛人多,可复印此表。

序号
姓
名

代表队
中身份

参赛项目费

报名

费200

元

保

险

服

务

费

20

元

综合服务费

合计
（元）

个人赛
双人组

合赛

团队表

演赛
对抗赛 3天2200元

其他标准

双人套

间 300

元 / 人

单 人 套

间 700 元

/人增

单人标间

280 元 /

人增

1 Rosen 运动员 100^2 50 200 20 2200 2670

全队合计


	第二届WWC实战咏春拳大赛
	赛事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