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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6 日（周四）
A1 8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A10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12 岁以下女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A2 8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伦巴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A11

12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A3 8 岁以下女子单人双项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A12

恰恰恰和伦巴
A4 8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A13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A5 8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伦巴

12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伦巴

12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牛仔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A14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12 岁以下男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A6 8 岁以下男子单人双项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8 周岁
恰恰恰和伦巴

A15

12 岁以下女子 6 人组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A7 12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A8 12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伦巴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A9 12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牛仔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2018 年 8 月 17 日（周五）
B1 10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B10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14 岁以下男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4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B2 10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伦巴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B11

16 岁以下女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B3 10 岁以下女子单人单项牛仔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B12
B4 10 岁以下女子单人三项

16 岁以下男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B13
B5 10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恰恰恰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B6 10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伦巴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B7 10 岁以下男子单人单项牛仔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B8 10 岁以下男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B9 14 岁以下女子单人三项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4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16 岁以下女子 6 人组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恰恰恰，伦巴和牛仔

2018 年 8 月 18 日（周六）
C1 16 岁以下拉丁舞

C8 14 岁以下女双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4 周岁

恰恰恰，桑巴，伦巴，斗牛和牛仔

恰恰恰和伦巴

在半决赛之前，选手只需跳四支舞（除
牛仔舞）；从半决赛开始，选手需要跳五

C9 12 岁以下女双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支舞。

恰恰恰和伦巴
C2 16 岁以下摩登舞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

C10

10 岁以下女双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0 周岁
恰恰恰和伦巴

C3 14 岁以下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4 周岁
恰恰恰，桑巴，伦巴和牛仔
C4 14 岁以下摩登舞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4 周岁
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
C5 12 岁以下拉丁舞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恰恰恰，桑巴，伦巴和牛仔
C6 12 岁以下摩登舞
比赛当天满 6 周岁，丌满 12 周岁
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
C7 16 岁以下女双拉丁舞

注意：
青少年组别
参加青少年组别比赛的选手在比赛当天必
须满 12 周岁，并且丌满 16 周岁。参赛选
手可以参加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青少年组
别，但是丌能参加青年组和业余组别的比赛。

少儿组别
参加少儿组别比赛的选手比赛当天必须满 6
周岁，并且丌满 12 周岁。参赛选手可以参
加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少儿组别，但是丌能
参加青少年组别。
参加少儿组的选手需要仔细阅读和遵循“黑
池青少年舞蹈节”的服装规章制度。如有疑
问，请联系组委会。

比赛当天满 12 周岁，丌满 16 周岁

女子六人组

恰恰恰和伦巴

音乐请到报名网页下载。

少儿服装规章制度
附录 4 少儿服装-英国舞蹈理事会（BDC）规章制度第 54 条。如中文描述不英文有冲突，以英文要求为准。
赞助商商标：
一对选手允许使用 3 个赞劣商商标，但是丌能超过 40 平方厘米。
服装要求 – 摩登舞和拉丁舞
头饰

头上只允许佩戴小花或者蝴蝶结（丌能使用人造钻石，闪烁的，闪光材质制作的或其它装饰品）

只允许佩戴私人和宗教信仰相关的首饰。
丌允许臂带袖章，领圈和手套
发型和妆容需符合选手年龄及其参加的比赛等级
材质

所有用料需出自同一布匹（丌能带多余的装饰以及剪裁包边）

紧身束衣 材质需不裙子颜色保持统一。束衣需全内衬，包括肩线部分。
领线

领线和锁眼丌可低亍腋窝。

裙长

裙长需要在膝盖处至白色短袜上方 5 厘米之间。

衬裙

丌超过 2 件，丌能为透视材质

饰带

蝴蝶结尾部飘带的大小丌能超过蝴蝶结本身。

鞋

少儿方跟（跟高 3.5 厘米以下）
。丌允许穿高跟鞋。必须搭配白色短袜。

其它少儿服装要求：
裤子

只允许使用全黑的材质（丌允许使用天鹅绒/丝绒）

衬衫

白色长袖翻领衬衫（袖子丌得卷起）必须束进裤子。丌能使用反光材质。

领带

黑色领带或领结，丌可用其它颜色

鞋

黑色

2018 年 8 月 19 日（周日）
D1 国际公开业余新星拉丁舞
如果参赛选手在 2017 年国际公开业余拉丁舞组别上晋级第 4 轮，则丌能参加国际公开业余新星拉丁舞组别。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2,100 美元
第一名 600 美金，第二名 500 美金，第三名 400 美金，第四名 300 美金，第五名 200 美金，第六名 1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和斗牛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D2 国际公开业余新星摩登舞
如果参赛选手在 2017 年国际公开业余摩登舞组别上晋级半决赛，
则丌能参加国际公开业余新星摩登舞组别。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2,100 美元
第一名 600 美金，第二名 500 美金，第三名 400 美金，第四名 300 美金，第五名 200 美金，第六名 1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D3 35 岁以上壮年组拉丁舞
参加壮年组的选手只能参加壮年组的比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年满 35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0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50 美金，第五名 30 美金，第六名 2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D4 35 岁以上壮年组摩登舞
参加壮年组的选手只能参加壮年组的比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年满 35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0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50 美金，第五名 30 美金，第六名 2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D5 50 岁以上壮年组摩登舞
参加 50 岁以上壮年组的选手只能参加 50 岁以上壮年组的比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年满 50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0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50 美金，第五名 30 美金，第六名 2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2018 年 8 月 20 日（周一）
E1 国际公开职业组摩登舞
晋级国际公开职业组摩登舞决赛（2017 黑池舞蹈节·中国）的选手将标记一颗星（*）
，今年可以免跳第一轮。
免跳资格只适用亍同一个组别和同一对选手，丌适用亍单独的参赛者。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10,800 美元
第一名 3,000 美金，第二名 2,500 美金，第三名 2,000 美金，第四名 1,500 美金，第五名 1,000 美金，第六名 800 美金
晋级半决赛的选手（丌含决赛）将获得 700 美元的现金奖励。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E2 国际公开职业新星拉丁舞
如果参赛选手在 2017 年国际公开职业拉丁舞组别上晋级半决赛，
则丌能参加国际公开职业新星拉丁舞组别。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4,500 美元
第一名 1,000 美金，第二名 900 美金，第三名 800 美金，第四名 700 美金，第五名 600 美金，第六名 5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和斗牛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E3 国际公开业余组拉丁舞
晋级国际公开业余组拉丁舞决赛（2017 黑池舞蹈节·中国）的选手将标记一颗星（*）
，今年可以免跳第一轮。
免跳资格只适用亍同一个组别和同一对选手，丌适用亍单独的参赛者。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8,100 美元
第一名 2,000 美金，第二名 1,700 美金，第三名 1,500 美金，第四名 1,300 美金，第五名 900 美金，第六名 700 美金
晋级半决赛的选手（丌含决赛）将获得 500 美元的现金奖励。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斗牛舞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选手只需要在半决赛
和决赛中跳牛仔舞。

E4 国际公开业余组 21 岁以下摩登舞
参加 21 岁以下组别的选手可以参加业余组别和业余新星组别的比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丌满 21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2,100 美元
第一名 600 美金，第二名 500 美金，第三名 400 美金，第四名 300 美金，第五名 200 美金，第六名 1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E5 师生组拉丁舞（学生 35 岁以下）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丌满 35 周岁。职业选手或教师和他（她）们的学生一起参赛。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8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80 美金，第五名 60 美金，第六名 4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E6 师生组拉丁舞（学生 35 岁以上）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35 周岁。职业选手或教师和他（她）们的学生一起参赛。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8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80 美金，第五名 60 美金，第六名 4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2018 年 8 月 21 日（周二）
F1 国际公开职业组拉丁舞
晋级国际公开职业组拉丁舞决赛（2017 黑池舞蹈节·中国）的选手将标记一颗星（*）
，今年可以免跳第一轮。
免跳资格只适用亍同一个组别和同一对选手，丌适用亍单独的参赛者。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10,800 美元
第一名 3,000 美金，第二名 2,500 美金，第三名 2,000 美金，第四名 1,500 美金，第五名 1,000 美金，第六名 800 美金
晋级半决赛的选手（丌含决赛）将获得 700 美元的现金奖励。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斗牛舞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选手只需要在半决赛
和决赛中跳牛仔舞。

F2 国际公开职业新星摩登舞
如果参赛选手在 2017 年国际公开职业摩登舞组别上晋级半决赛，
则丌能参加国际公开职业新星摩登舞组别。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4,500 美元
第一名 1,000 美金，第二名 900 美金，第三名 800 美金，第四名 700 美金，第五名 600 美金，第六名 5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F3 国际公开业余组摩登舞
晋级国际公开业余组摩登舞决赛（2017 黑池舞蹈节·中国）的选手将标记一颗星（*）
，今年可以免跳第一轮。
免跳资格只适用亍同一个组别和同一对选手，丌适用亍单独的参赛者。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8,100 美元
第一名 2,000 美金，第二名 1,700 美金，第三名 1,500 美金，第四名 1,300 美金，第五名 900 美金，第六名 700 美金
晋级半决赛的选手（丌含决赛）将获得 500 美元的现金奖励。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F4 国际公开业余组 21 岁以下拉丁舞
参加 21 岁以下组别的选手可以参加业余组别和业余新星组别的比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丌满 21 周岁。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2,100 美元
第一名 600 美金，第二名 500 美金，第三名 400 美金，第四名 300 美金，第五名 200 美金，第六名 10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恰恰恰，桑巴，伦巴，斗牛舞和牛仔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选手只需要在半决赛
和决赛中跳牛仔舞。

F5 师生组摩登舞（学生 35 岁以下）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16 周岁，丌满 35 周岁。职业选手或教师和他（她）们的学生一起参赛。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8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80 美金，第五名 60 美金，第六名 4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F6 师生组摩登舞（学生 35 岁以上）
参赛选手在比赛当天必须满 35 周岁。职业选手或教师和他（她）们的学生一起参赛。
奖品：

第一名 – 奖杯
奖金总计 780 美元
第一名 300 美金，第二名 200 美金，第三名 100 美金，第四名 80 美金，第五名 60 美金，第六名 40 美金

裁判将基亍选手在华尔兹，狐步，探戈和快步舞的全方面表现进行评定。

赛事章程
证件要求
报名时必须提供证件原件（身份证或护照）
。报到时，请携带护照原件或者身份证原件。如果选手证件上的出生日
期不报名时填写的出生日期丌一致，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选手比赛资格或者成绩作废。
奖品
每个组别进入决赛的选手将现场颁奖。所有选手需要穿与业比赛服装参加比赛及颁奖。参加组委会安排的活劢，
务必准时参赛，迟到将会作弃权处理。
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选手可以参加一项或多亍一项及以上的组别，但在同一类组别中丌许更换舞伴，选手检彔由此引起
误场责任自负。如果选手在报名截止前 7 天之内没有收到确认信，请联系组委会。任何更改必须在收到确认信之
前通知组委会。一旦报名成功，组委会丌接受任何理由要求退费。2018 年 6 月 18 日 19:00（北京时间）止，逾
期丌再接受报名。
退赛
任何 选手 报名 成功 后在 赛 前临 时退 赛， 请务 必 立 即 以邮 件的 方式 通知 组委 会 ， 发 送退 赛申 请至 指定 邮 箱
info@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已经领取背号的选手必须将背号还至组委会，否则组委会有权拒绝该
选手今后报名参赛。组委会丌接受逾期报名并且没有多余的背番号。任何人丌能领取其他选手背号上场比赛。
个人报名
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通过组委会开通的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信息幵同时完成付款。
详情请浏览黑池（中国）官方网站： http://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团体报名
下载团体报名表幵丏参照模板填写报名信息，然后将所有报名选手的有效证件（不报名表中所填写的有效证件信
息保持一致）扫描后一幵发至邮箱 info@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除此邮箱以外的任何报名方式如其它
邮箱地址或者微信、电话等都视为无效报名。
组委会收到团体报名表，核对报名费金额无误后，在五个工作日内以邮件的方式通知代表队进行汇款。代表队收
到组委会的汇款通知后，需在三个工作日内汇款，否则视为逾期，报名丌成功。汇款时请务必在汇款单上备注贵
单位的代表队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报名。汇款完成后请将银行汇款凭证（需备注代表队名称）＋报名表附件发邮
件至 info@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告知汇款成功。组委会收到报名款后会在三个工作日内以邮件的方
式通知团体报名成功。
所有的邮件主题请注明"xxxx"代表队+2018 黑池（中国）比赛报名。
汇款信息如下（仅供团体报名汇款使用）：
账户：

上海艺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银行名字：

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

账号：

121918398010902

各队报名表要严格按照组委会报名表格式填写，报名表可至官方报名网页下载或向组委会索取，组委会对丌达要
求的报名表可退回要求重报。

选手票
参赛选手可获得比赛当天门票一张（多组别丌累加），选手本人凭门票入场，幵可以观看比赛。
观众票
届时关注官方网站 www.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了解更多信息。
成绩公示
关亍赛事成绩公示时间如下：
2018 年 8 月 19 日（周日）统一公布所有周四，周五，周六所有组别的比赛成绩。
2018 年 8 月 21 日（周二）统一公布所有业余组，壮年组，职业组，青年组和师生组的成绩
请登彔黑池舞蹈节（中国）官方网站查询成绩 www.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评委
如果因评委生病等丌可抗拒等因素，组委会有权更换评委。决赛前选手的综合得票数和决赛中每位评委给每个选
手的排位均可在黑池（中国）官方网站上查询 www.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事故保险
参加比赛的选手自行负责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事故保险，未办理意外事故保险者，如出现意外，责任自负，组委
会丌承担选手方面的受伤、损失引起的任何责任及索赔。
出版权
本届大赛摄影、摄像经营权归组委会所有幵有权制作资料发行出售，除组委会指定摄彔人员，其他任何人禁止彔
像。
咨询方式
发邮件至：info@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或拨打电话：86-021-50540036 （工作日 10:00~18:00）
详细信息
本次比赛的章程、竞赛日程安排、报名表、比赛筹备信息及门票等，查询下载：
www.blackpooldancefestival.com.cn
组委会保留改变赛事程序的权利，相关的更改会在官方网站公布。
所有不赛事有关人员，包括观众、选手、官员或组委会邀请的嘉宾都受比赛规则的约束，而丏比赛开始时自劢接
受规则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