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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将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在京举行。这是继

2008 年奥运会后北京举办的又一次综合

性国际体育赛事，对于弘扬北京奥林匹

克精神，促进武搏运动文化在北京、在

中国乃至在世界的传播都将起到重要促

进作用。

举办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是为了

建设世界城市，推进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是巩

固和深化奥运成果，展示首都城市文明



形象的重要契机。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关心、支持、参与武搏运动会，从你我

身边小事做起，从呼喊加油助威口号做

起，以一流的文明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

貌，展示北京市民文明、礼貌、热情、

真诚的良好形象，营造热情有序、文明

和谐的赛场环境，为武搏会的成功举办

贡献力量！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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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明观武博  懂行观赛事

北京举办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将

进一步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北京奥

运精神，扩大武搏文化影响，推动群众

体育活动的开展。

武
搏
知
识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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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3 月 26 日，在美国举办

的世界武搏运动会的申办仪式上，北

京获得了 2010 年首届世界武搏运动

会的举办权。比赛时间定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 至 9 月 4 日， 共 8 天。 届

时，预计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武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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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0 多名运动员来北京参加首届

世界武搏运动会。

武搏运动会是一项新式的综合性

体育比赛，由世界体育总会创办，每

4 年举办一次，比赛项目由世界体育

总会认定的武术和格斗类体育项目组

成，有武术、合气道、拳击、柔道、

柔术、空手道、剑道、自由搏击、泰

拳、桑搏、相扑、跆拳道、摔跤共计

13 个比赛项目，每项比赛都将吸引

全世界最顶尖的武术搏击高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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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搏会吉祥物

首 届 世 界 武 搏 运 动 会 吉 祥 物

“冬冬”，以“虎”和“鼓”为核心

创意元素。2010年为中国12生肖年之

虎年，在古代中国，人们常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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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称呼勇士。以虎作为设计元素，

不仅体现武搏盛会举办的时间印记，

更以“虎将”的文化内涵传达各国各

地区参赛运动员的精神气质。鼓为我

国传统打击乐器，古时被广泛运用于

战场以及各类节日庆典，起到鼓舞士

气、烘托气氛的作用。以鼓作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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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既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又

体现出参赛运动员勇往直前，武搏盛

会鼓乐喧天热闹非凡的场景。

在整体设计中还融入中国民间艺

术——布老虎的造型特点和商代鼓器

方底正圆鼓面的特征，中国味十足。

“冬冬”谐音于鼓声“咚咚”，朗朗上口，

与整体设计造型表现相呼应。冬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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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身体突出表现其强健的体魄，炯

炯有神的眼睛和面带微笑的表情显示

了它自信、活泼、充满活力。整个设

计展示了本届主办国——中国积极乐

观、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面貌，是“鼓

舞东方”之精神内涵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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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搏会会徽

会徽的设计采用了充满中国节庆

特色的大鼓和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的青花瓷鼓两大元素。鼓形的翻转

与地球的旋转再现出武搏会 13 个搏

击运动项目的特征，并将充满智趣的

七巧板设计组图围合在鼓围之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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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装饰有序的视觉运动图形，特别是

将世界武搏总会的标志置入侧视的

鼓面上，示意举槌击鼓，伴随着鼓

声，世界各地的优秀选手竞技在中国

北京的各个赛场上。整个标志给人铿

锵有力、欢呼雷动的视觉观感，尤其

是 13 个生动有序的运动图标与大鼓

的立体效果，更增强了该标志的视觉

张力和美感。



第三章  文明观武博  懂行观赛事

为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同场

竞技，获得美好愉悦的感受，要求每个

观众自觉了解和遵循现场观赛礼仪，做

热情、懂行、文明的高素质观众。本章

将介绍观看赛事的基本礼仪。

赛
场
礼
仪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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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比赛颁奖仪式上，当主持

人宣布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全

场观众应该起立站好，面向国旗行

注目礼。 

中国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们要肃

立行礼，其他国家的国旗升起的时候，

我们同样要肃立行礼，以表示对主权

国家应有的尊重。

1. 升国旗、奏国歌时要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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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体育比赛，观众应该提前到

场，在比赛开始之前找到座位，并且

在座位上坐好。如果迟到了，应该等

到比赛休息的时候再入场。入场时尽

量不要打扰别人，别人给你让路，你

应该说“谢谢”。

2. 观看比赛要提前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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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看比赛入场要守秩序

观看体育比赛，观众应该排队按

顺序进入场馆，不要拥挤，不要喧哗，

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携

带危险物品进入场馆，请自觉向工作

人员出示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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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体育比赛，既要热情地为运

动员加油、叫好，也要懂得观赛礼仪，

有的比赛项目在运动员精神高度集中

的时候，观众不要发出声音打扰他们，

手机要关机或设置在振动、静音状态，

不要随便使用闪光灯拍照，以免分散

运动员的注意力，影响比赛。场馆内

禁止吸烟。

4. 观看比赛既要热情也要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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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比赛时，要理智对待双方的

输赢，要知道赛场胜负是短暂的，而

北京的赛场文明留给世界的印象是永

恒的。不要因为自己喜爱的运动员失

利而过分冲动，要为运动员的拼搏精

神叫好、喝彩！

5. 观看比赛时，要理智对待

双方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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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要热情地

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加油、叫好的时

候，不要起哄，不要乱叫，更不能向

场内扔东西。

观看体育比赛要有国际胸怀，不

仅要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更要表

现出对所有运动员的热情，为他们的

努力喝彩，为“更快、更高、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喝彩。

6. 观看比赛时，要为双方加
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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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队在入场、助威和退场时要

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使用的口号、

标语及所呼喊的内容要健康，不要有

污言秽语，不要恶语伤人，不要做变

相广告。要尊重裁判，理智对待比赛

结果。要了解比赛项目的有关知识，

7. 观看比赛时，拉拉队要文
明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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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助威、喝彩。要掌握时机，如果

使用锣鼓、乐器助威，要注意节奏，

有张有弛。不与其他拉拉队人员发生

争吵。经过允许带入场馆内的口号牌、

横幅尺寸不宜过大，在不影响正常比

赛和其他观众观看比赛的前提下方可

亮出。



第三章  文明观武博  懂行观赛事

不同的比赛项目有不同的赛制，赛

场文明体现了体育赛事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所积淀的文化内涵和体育精神，也反

映了现场观众的文明素质和当地的文明

程度，是体育赛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障。

文
明
观
赛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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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套路运动员听到上场比赛的点名

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听到

宣布最后得分时，也应向裁判行“抱

拳礼”，以示答谢。

散打运动员上场后，先面向裁判

1. 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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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原地行“鞠躬礼”；再转向观众行“鞠

躬礼”。场上裁判检查护具完毕，双

方运动员面对，互行“鞠躬礼”。当

听到宣布最后胜负时，应先向裁判长

行“鞠躬礼”，然后转向观众行“鞠

躬礼”，再面向对手行“鞠躬礼”。

持械比赛的运动员，应向裁判和

对手行“持械礼”。

（1）抱拳礼

行礼的方法 ：并步站立 ；右手成

拳 ；左手四指并拢伸直成掌，拇指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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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左掌心掩贴右拳面 ；双臂于胸前

屈臂成圆 ；肘尖略下垂 ；头正、身直、

目视受礼者 ；面容举止大方。 

抱拳礼的含义：左掌表示德、智、

体、美、劳“五育”齐备 ；屈拇指

表示不自大 ；右拳表示勇武顽强 ；

左掌掩右拳，表示“勇不滋事”、“武

不犯禁”。

（2）鞠躬礼

行礼的方法 ：并步站立 ；两手垂

置于体侧，手心向内贴于腿的外侧 ；

上体向前倾斜 15 度。 

（3）持械礼

抱刀礼 ：并步站立 ；左手抱刀，

屈臂使刀斜横于胸前，刀背贴于小

臂上，刀刃向上 ；右手成立掌，以

掌根附于左腕内侧 ；两臂外撑，目

视受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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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剑礼 ：并步站立 ；左手抱剑，

屈臂使剑身贴于小臂外侧，斜横于胸

前 ；右手成立掌，以掌根附于左腕内

侧 ；两臂外撑，目视受礼者。

持棍礼：右手握棍，屈臂于胸前，

棍身直立，棍梢向上 ；左手成立掌， 

掌心与右手指根节指面相贴 ；两臂外

撑，目视受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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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赛礼仪：

（1）介绍运动员时应鼓掌欢迎，

比赛时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2）套路比赛中，运动员完成难

度较大的动作，或完成比赛时应鼓

掌喝彩。

（3）散手比赛中，看到漂亮的击

打，无论是否得分都可以大声喝彩，

喝彩时要用文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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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练习合气道，特别注重礼仪与气

度，如果在格斗中不重礼节，则等同

2. 合气道



第三章  文明观赛

29

于野蛮的行为。行礼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立式礼，即鞠躬礼 ；一种是坐

式礼，即跪拜礼。

行跪拜礼时，应按正确的跪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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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先坐好，然后先将左手平放于道垫

上，再放下右手，双手指尖相对，轻

轻伏下身体。在对开祖像、师范、教

练、国旗等行礼时，均应低下头。在

格斗中有时会抬起头直视对手以应对

对手的突然攻击。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闪

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物

品。 

（3）在一方运动员使出精彩的招

数时，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4）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者

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不文

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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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拳击源于西方，它对于比赛礼

仪上的要求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施

礼，在比赛开始时和结束后，都能

够和对方击掌拥抱。拳击比赛最重

3. 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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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尊重、礼貌对待对手，这被

认为是拳击比赛中最大的礼节。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

闪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

物品。 

（3）观众要用一个平和的心态观

看拳击比赛，体现高尚品德。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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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给双方运动员加油。 

（4）在一方运动员击中对手的时

候，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5）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者

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不文

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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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柔道是一项非常重视礼节的运动

项目，无论是在练习时还是比赛时都

4. 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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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始于礼而终于礼。礼，作为柔

道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尊重、敬佩

和礼貌。

（1）运动员进入和离开场地均要

面向主席台行鞠躬礼。

（2）运动员沿着比赛场地的边沿

走到中间位置时，转身面向场地行鞠

躬礼后进入场地，到达各自比赛开始

时的标志线时，再次行鞠躬礼。

（3）首场比赛的两名运动员在各

自标志线面对面站好后，在裁判员的

示意下转身面向主席台行鞠躬礼，礼

毕后回身面对面相互行鞠躬礼。

（4）在听到裁判员宣布结果后，

站在各自标志线后的运动员同时后退

一步，彼此间行鞠躬礼。然后在裁判

员的示意下转身面向主席台行鞠躬

礼，礼毕后退到比赛场地边沿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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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再次向对手和主席台行礼后离

开比赛场地。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

闪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

物品。 



第三章  文明观赛

37

（3）在一方运动员使出精彩的

招数时，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4）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

者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

不文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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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柔术是一项极为讲求礼节的项

目，结合了东方人的礼节与秩序和西

方人的自由与开拓。竞赛规则中对参

5. 柔术



第三章  文明观赛

39

赛的队员及裁判员的礼节有着明文

规定。

（1）尊重对手及训练伙伴。柔术

在没有训练伙伴或对手时是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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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

（2）努力学习柔术的内涵，忘记

其他。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闪

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物

品。 

（3）在一方运动员使出精彩的招

数时，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4）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者

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不文

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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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空手道特别注重礼仪礼节，强调

选手的自身修养。其次是控制欲望，

具体来说就是要尊重对手，通过技艺

取胜而不是通过伤害对手来取胜，在

这一点上与其他对抗性项目形成了鲜

6. 空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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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对比。

在组手比赛中，对头部的击打是

点到即止，要在高速击打对手时在离

对手头部仅一厘米处突然收手，最多

也只能轻轻碰触对手，亦即是“寸止”。 

体育化空手道组手比赛的魅力在

于，它比的是技艺而不是蛮力，它不

是以击倒对手为目的，而是控制自己，

通过技艺取胜。

 

观赛礼仪：

（1）在空手道比赛中，主要以腿

法为主，动作强调击打要有力度和准

确性。双方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并

且在进攻和防守时鼓励运动员发声扬

威。因此，空手道比赛时，场上场下

喊声不断，看到漂亮的击打，无论是

否得分，观众都可以大声地喝彩。



第三章  文明观赛

43

（2）运动员向观众敬礼以示尊重

时，观众应给予掌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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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剑道有“始于礼，终于礼”的说

法，从日常的训练到级别考试和比赛，

对礼节的重视都贯穿始终，并关系到

比赛的成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精神和对礼法的重视，来自于中国古

7. 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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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孔孟之道。在剑道袴，也就是裤

裙的前面有五条褶皱，剑道用的竹刀

也有五条竹节，这代表儒家的五常，

即“仁、义、礼、智、信”，也是剑

道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紧密结合的

明证。

（1）进场馆时须向场内行礼，然

后除去鞋袜。

（2）场馆内除休息室外严禁吸烟

或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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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他人面前经过时要打招呼，

不可冲撞或是推搡。

（4）行走时不可跨越竹刀、木刀

和护具。

（5）离开场地时向场内行礼。

观赛礼仪:

欣赏和观看剑道可从外在的技术

和内在的心理两方面来看。在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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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动作利落，姿势优美，气势及精

神饱满，是强壮有活力的表现。就心

理方面而言，观看其临场情绪表现是

否冷静，交战中是否有敏锐正确的判

断力，如何采取合适的对策，如“先

发制人”、“以逸待劳”或“反击致胜”

的战术运用等，便可看出习剑者的智

慧与修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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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自由搏击没有具体规则可言，几

乎所有自由搏击比赛中都采用“无限

制自由比赛”的方法，不限制参赛选

8. 自由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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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资格，在规则上与泰式比赛规则

类似，比赛双方均赤裸上身（或着短

袖衫、背心），下穿长裤，手戴拳套，

脚穿护具（或不穿），进行全接触搏

击比赛。 

自由搏击不拘泥于任何固定的套

路招式，而是提倡在实战中根据战况

自由发挥，灵活施展拳、脚、肘、膝

和摔跌等各种立体技术，长短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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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施展，以最终击倒或战胜对手为

目的。

观赛礼仪:

（1）自由搏击比赛是一种对抗性

十分强烈的搏击项目。选手的招式变

化多端，给人一种刺激和愉悦感。由

于比赛由裁判员判分，存在一定的主

观性，所以观众更要注意尊重和理解

裁判，理智面对输赢，不可粗言恶语，

更不能向场地掷物。

（2）观众可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助

威，激发他们的比赛热情，形成台上

台下的良性互动。

（3）场内不得使用闪光灯拍照，

不得接打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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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泰拳是一种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

武术 , 非常重视礼仪。泰拳拳手在实

战比赛前要向对手行合十礼，即手合

9. 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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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鼻尖前，表示自己对对手的尊敬

和友好，或以碰拳作为比赛开始的标

志 , 这些动作的作用是示意以友好的

态度比试拳击技术。

泰拳比赛是有战乐陪衬的。拳手

们在擂台上根据战乐的节拍，作出不

同程度的攻击，或是进攻，或是防守。

战后胜方要给败方行跪拜合十

礼，作为对对手浴血奋战的尊敬。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闪

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物

品。 

（3）在一方运动员使出精彩的招

数时，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4）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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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不文

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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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桑搏一语来自俄罗斯语，意思是

“不带武器的防身术”——徒手防身

10. 桑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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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人认为它来自柔道，事实上它

和柔道有很多地方确实非常相似，但

是它也吸收和发展了柔道没有的技

术，如腿部的关节技应用非常多。

桑搏得分规则同柔道比较相似，

如果能干净、迅速地将对手摔倒在地

上，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桑搏比赛

中，不允许将对手手臂折向后背，不

可以对头部进行按压或扭动，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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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剜眼或手掐对方的喉咙。

观赛礼仪：

（1）比赛过程中观众不能使用闪

光灯给运动员拍照。 

（2）不能向运动员挥舞和抛掷物

品。 

（3）在一方运动员使出精彩的招

数时，给予掌声和欢呼声。 

（4）不能向失利的一方起哄或者

发出嘘声、吹口哨甚至做嘲笑的不文

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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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从力士登场到真正开始比赛有一

段颇为复杂的“行礼”程序 ：

（1）出场，力士被叫名后，从休

息室沿着一条叫“花道”的通道走进

11. 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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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中央。

（2）等候，坐在指定座位上等待

前场比赛结束。

（3）登上土表，“踏四股”，力士

平行于身体高抬一腿，缓缓放下，以

此“驱邪避魔”。

（4）洒“力水”，从取胜的力士

手里接过一瓢“力水”，用以清洁“神

圣的土表”。

（5）下蹲，平展双臂“切尘”，

意为“向对方示意未持任何凶器”。

（6）撒盐，自古有盐起清洁作用

之说，而土表为“净土”，故撒盐以“净

之”。

（7）擦汗，膀大腰圆的力士们体

内热量高，行一行礼往往大汗淋漓，

故需要擦汗。

（8）力士双方目视对峙，以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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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增强斗志。

（9）比赛结束后，败者鞠一躬，

退出赛场 ；胜者平蹲于土表上，接受

“行司”（裁判）发奖。

 

观赛礼仪：

（1）观赏相扑比赛前研究分类的

相扑力士，确定相扑力士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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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扑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

其实相扑力士们已经进入了战斗状

态，相扑选手用水冲洗嘴巴，然后下

蹲拍手以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这时

观众不应左顾右盼，应当集中精力准

备欣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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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跆拳道注重礼仪，进入道场、面

对国旗和比赛前后都要行礼。

（ｌ）比赛开始前运动员依照主

12.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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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立正”、“敬礼”令，立正向裁

判席行标准礼，标准礼为鞠躬的自然

姿势，两手握拳贴于双腿两侧。

（２）运动员依主裁判“向左向

右转”的口令，内转相对，立正站好，

再依“敬礼”的口令，相互敬礼。

（3）比赛结束时，运动员在各自

的位置相对站立，依主裁判“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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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的口令，相互敬礼。

（4）运动员依主裁判“向左向右

转”及“敬礼”的口令转向监督官，

向监督官行标准礼。

 

观赛礼仪：

（1）在跆拳道比赛中，主要以腿

法为主，动作强调击打要有力度并准

确。双方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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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和防守时鼓励运动员发声扬

威。因此，比赛时场上场下喊声不断，

看到漂亮的击打，无论是否得分，观

众都可以大声地喝彩。

（2）由于比赛由裁判员判分，存

在一定的主观性，所以要求观众更加

注意尊重、理解裁判，为选手助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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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热情有度，不能感情用事，不可出

言不逊，不发出嘘声和吹口哨等。

（3）比赛中对阵双方处于对峙状

态时，会通过看对方的眼神作出预判，

也有选手习惯看对手的脚肩或者步伐

来作判断，以寻找战机，此时，应保

持安静，一定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

以免干扰运动员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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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礼仪：

摔跤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竞技

体育运动之一，世界各国都有其独具

13. 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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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点的摔跤形式和礼仪。目前国

际式摔跤比赛形式有古典式和自由式

两种，比赛时按体重分级进行。上场

后，双方选手互行鞠躬礼。比赛开始

后，运动员手臂抱对方的头、颈、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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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

触及垫子者为胜。摔跤靠的是健壮的

身体和灵敏的反应，比赛时不得抓衣

服，不允许进攻对方的下肢，不许使

用反关节、窒息动作。

观赛礼仪:

（1）在观看比赛时，不要对比赛

形势和队员表现指指点点，影响他人

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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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油助威时，要使用文明的

语言，同时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3）在介绍运动员的时候，观众

应该给予掌声鼓励。 

（4）观看摔跤比赛时，观众和场

上运动员会有互动，这也是摔跤运动

特殊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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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竞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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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体中心
体育馆

武术

拳击

泰拳

自由
搏击

北京科
技大学
体育馆

柔道

柔术

空手道

跆拳道

剑道

中国农
业大学
体育馆

相扑

合气道

摔跤

桑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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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训练和离开 开闭幕式

比赛日期 表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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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搏会口号

迎武搏盛会，展首都风采

以武会友，以搏励志    

以武求道，以和为贵    

当好东道主，办好武搏会

汇四海深情，迎八方宾客

做文明观众，展首都风采

弘扬奥运精神，喜迎武搏盛会

热烈欢迎各国体育健儿

爱首都讲文明树新风—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祝2010年北京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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