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亚洲区传统武术网络大赛
竞赛规程
（一） 主办、协办和支持单位
联办单位：亚洲武术联合会、马来西亚武术总会
协办单位：马来西亚森美兰武术龙狮总会、大马武术学院
支持单位：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马来西亚奥林匹克理事会、
马来西亚国家体育理事会

（二） 参赛对象
一、 会员资格
(1)

所有亚洲武术联合会会员皆可派队参加；

二、 国家、地区
(1)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参赛国家 / 地区的公民；

(2)

具有双重（多重）国籍的参赛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国家 / 地区参赛。

三、 年龄要求
(1)

运动员没有参赛年龄限制。

（三） 报名、比赛时间
一、 网上报名、视频上交时间：即 2021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
二、 裁判评分：9 月 20 日 — 30 日
三、 成绩公示：10 月 4 日
（四） 参加办法
一、 每国家、地区限报 1 队，以各国家 / 地区的武术总会为单位进行报名。各单位务必
对报名运动员进行审核和监管，并在报名表上盖章。不接受其他团体或个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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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队可报：
(1)

领队、教练各 1 名

(2)

个人单项运动员人数不能超过 6 人（性别不限）。

(3)

集体项目运动员人数不得少于 6 人（性别不限），少于 6 人时不予编排。

三、 每名个人单项运动员限报拳术 1 项、器械 1 项。
四、 每队限报集体项目 1 项，个人项目运动员可兼报集体项目。
（五） 竞赛项目
一、 个人单项
(1)

传统拳术

(1.1) 太极拳类：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请注明具体套路名称）。
(1.2) 南拳类：咏春拳、洪拳、蔡李佛、其它南拳（请注明具体套路名称）。
(1.3) 其它拳术类：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通臂拳、劈挂拳、翻子拳、
地躺拳、象形拳、查拳、花拳、炮拳、红拳、华拳、少林拳、武当拳、
峨眉拳等其它单项拳种的传统拳术（请注明具体拳种和套路名称）。

(2)

传统器械

(2.1) 单器械：刀、剑、棍、枪、朴（大）刀、扇子、匕首、鞭杆、杖、棒、
拐、铲、叉、太极剑（含 42 式太极剑）、太极刀、太极枪、南刀、南
棍、其它器械。

(2.2) 双器械：双刀、双剑（含长穗双剑）、双鞭（含刀加鞭）、双钩、双
匕首、双钺、其它双器械。

(2.3) 软器械：九节鞭、双节棍、三节棍、流星锤、绳镖、其它软器械。
二、 集体项目
内容以拳术或器械或拳术加器械为主要体现形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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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竞赛方法
一、 比赛执行国际武术联和会印制的 2019 年版《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试行）》及
相关补充规定。

二、 项目时间
(1)

传统拳术、器械不超过 2 分钟（太极类项目除外）。

(2)

太极拳和太极器械不超过 4 分钟。

(3)

集体项目不超过 4 分钟，须配乐，音乐伴奏中不能出现说唱等内容，若出
现说唱或未配乐者裁判长总扣 0.1 分。

(4)

个人单项参赛者须配乐，配乐不得带有歌词和说唱。若出现说唱或未配
乐者裁判长总扣 0.1 分。

(5)

如套路动作较多，允许参赛者直接连接收势，提前结束演练。

（七） 场地
没有场地限制。运动员必须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训练与拍摄参赛作品。

（八） 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 按各单项各组别男、女（所有项目没有分年龄组别）分别设：
(1)

一等奖 30%

(2)

二等奖 30%

(3)

三等奖 40%,

(4)

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将获颁发电子获奖证书和奖牌。录取比例均按照
实际参赛人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

二、 集体项目设：
(1)

一等奖 30%

(2)

二等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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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等奖 40%。

(4)

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將獲颁发电子获奖证书和队伍奖座。录取比例均
按照实际参赛队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

三、 各单项各组别男、女报名人数在 5 人（含 5 人）以下时，则按不同项目合并，男、
女分别录取。

四、 组委会将会挑选获得一等奖的优秀作品在主办方的官方网站进行展播。
（九） 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一、 大会不设仲裁委员会，裁判团的决定为最后决定。
二、 裁判团由主办单位邀请拥有国际裁判证的裁判员的组成。
（十） 视频要求
一、 参赛作品要求为参赛者本人近期演练的影像视频。
二、 参赛者录制参赛视频须遵守本人所在地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演练和录制。

三、 视频拍摄必须是连续完整的视频，横拍，一镜到底，不得剪接。
四、 视频格式标准：MPG、MPEG、AVI、MP4。视频要求清晰流畅，图像稳定。参赛
视频质量差或不符合标准的，谢绝参赛。文件名称须清楚注明英文姓名、国家和组
别。
例如：LeeXiaoMing(MAS)MaleTaijiquan.mp4

五、 凡有悖社会公德、含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图像、图片、文字、声音的将被取消参
赛资格。

六、 参赛作品版权、肖像权自负，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
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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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参赛作品提交后原则上不予撤换或更改，更改参赛视频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4
日 17:00（马来西亚时间）前。

（十一） 报名办法
一、 参赛须知：参赛者应身体和精神健康，有经常性参加武术锻炼或训练的基础。参赛
者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能力，选择参赛项目。选手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一旦感
觉身体不适，应立即中止录制。

二、 报名方式：报名时请将参赛队伍报名表格、个人责任声明书及参赛运动员的参赛视
频发送至以下电邮信箱：wushuunioncup@gmail.com

三、 报名咨询：朱兴豪 +6016-2358845
规程咨询： 李景祺 +6012-3913621

（十二） 其他事项
一 、 本赛事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
二、 参赛作品的所有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三、 竞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本次比赛组委会。
四、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 联系方式
一、 马来西亚武术总会
Wushu Federation of Malaysia
No.60B, Jalan PJS 1/46, Petaling Ut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Fax No.: 03-7773 1730

Email: wushumas@hotmail.com

二、 马来西亚森美兰武术龙狮总会
Persekutuan Wushu Tarian Singa Dan Naga Negeri Sembilan
No.371, Tingkat Satu, Jalan Tuanku Antah, 701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Fax No.: 06-6327223

Email: nswush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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