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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体操运动发展概览

报告人：国际体操联合会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史

蒂文（BUTCHER Steve）

时间：2013年 9月 7日晚

地点：大连市委党校二层会议室

参加人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人员、《青少年

体操大纲》编写组成员，《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

编制组成员，第 12届全运会体操竞赛高级裁判组成员，以

及裁判员等。

翻译：王童洁

会议主持：王童洁

首先我感谢国家体育总局的罗超毅博士邀请我来到中国，另外也要感谢你们

各位在一天的繁忙劳累的比赛之后来听我的演讲。我的演讲大概有一小时，然后

我会很高兴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演讲后我也会跟各位分享我的 PPT。

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体操项目的发展规划、美国男女体操发展的大体概况、

美国竞技体操的竞赛体系和娱乐体系。

这是我的个人背景：首先，我曾经是一名体操运动员，而且一直达到了国家

级运动员。其次，我还是一名成功的教练，尤其是成功的裁判。正如大家所知，

我是现任的国际体联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而且我还为一家拥有 15个体操俱乐

部的公司工作；这些俱乐部教授体操、啦啦操、体育舞蹈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就是我每年还要在美国举办一场大概有 35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大型体操

比赛；我曾经担任过男女队的教练，并带领队员参加过 1996年的奥运会，这些

就是我的大概简历。

以下是我今晚演讲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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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美国体操协会的竞赛系统、美国体操的计分系统、目前

参与竞技体操项目的人数、美国体操高端项目、体操参与者人数的历史发展、男

女的高水平运动员竞赛计划、协会授权的赛事介绍、大学、高中的体操教育体系、

娱乐体操与学前体操教育体系、为什么要让孩子练习体操、男子体操运动员生涯、

美国大学体操教育计划、美国体操训练营。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的体操教

练员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在想，我们怎样才能像中国体操一样，我们非常羡

慕中国体操发展的高水平，在伟大的世界体操发展史上有你们很多中国人。但是，

人们是会很想知道别的国家的体操协会都在做什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美国体操协会竞赛系统

这个图表是美国体操总体竞赛体系发展的一张图表（见表），一级、二级、

三级都是最最基础的规定动作，他们在四级之前基本都不会练习踺子。虽然这些

都是最基础的，但这个比赛都是很有意思的。四、五、六级都会稍微难一些，但

也都是规定动作的比赛，但有一点要告诉你们的是，所有参加竞赛计划的比赛都

是要付费的，没有免费参赛的。所有家长都会让参加体操训练的孩子去参加比赛，

我们称这个为青少年奥运竞赛项目。

青少年及成人精英(奥运会和世界体操锦标赛代表队从中选拔)

水平 10 女子最高级别项目

天才选拔动作及身体准备测

验。

男子未来之星项目

天才选拔动作及身体准备测

验。

水平 9

水平 8

水平 7

水平 6 （必修）

水平 5（必修）

水平 4（必修）

水平 3（必修）

水平 2（必修）

水平 1（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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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级到 10级，开始比赛自选动作，并运用我们修改过的国际体联规则。

参加这个级别最高等级的运动员就要准备去参加更高级别的女子体操比赛，这个

项目叫“女子最高级别项目”，男子叫 “男子未来之星项目”（实际上指的是美

国最高水平的男女体操竞赛项目）。由谁来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通常是由教练来

推荐。我们通常由这两个级别的运动员，通过选拔代表美国参加比赛。在这两个

级别赛事中，运动员通常要进行成套动作比赛，并进行身体素质测试。他们参加

这两个级别赛事的同时必须要参加 7、8、9、10这几个级别的比赛。我想要强调

的是，刚才所说的 1—4级比赛不是很难的比赛，但并非特别简单，这些比赛主

要是为比较普通的运动员能够参与，这些运动员通常是没有希望参加高水平赛事

的。所以，这些孩子的分数应该不错，家长也会很开心。这些运动员中会有好的

运动员，参加以后高水平赛事，这个是美国能够从海量人数中挑选优秀运动员的

基础。大家要记住：这些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的俱乐部，

这些私人的俱乐部主要目的是赚钱，这些俱乐部大都是前退役体操运动员创办

的，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学校会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所以，这些运动员能够参加

1—10 的比赛，并能够被选入最高级别的比赛，并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比赛。

2.美国体操的计分系统

在美国，女子体操仍然采用 10 分制，因为这个是世界通用体制。当国际体

联要改变计分办法时，她们不同意，仍旧采用这个计分办法。她们没有改变，大

学女子体操中也是采用 10 分制，但是男子就不同。美国男子青少年奥林匹克竞

赛项目，采用国际体联体系。他们认为，随之改变会让观众更好地关注与了解体

操。你们可以看到，美国男子参与体操训练的人数大概是女子的五分之一。美国

大学男子体操体系也是采用国际体联现行的计分系统。

3.美国体操参与者人数的历史发展

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参与体操竞技项目的人数。你们可以看到，美国参与体

操比赛的运动员大概有 102595多人，教练和裁判大概有 2992名。也就是说，教

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加起来大概有 13万多人。这些人只是在美国体操协会注

册的人数。另外，还有一些大学、高中、私人的运动员是没有在美国体操协会注

册的。所以，在美国实际参与体操的人数远远比这个多。美国体操协会每年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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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操比赛有 4000多个；在美国体操协会注册的俱乐部有 3000家以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参加体操比赛的运动员人数。可以看到，在 2012-2013

年度，美国女子体操人数是最多的，达到了 73839人；男子有 12961人，其他项

目人数要少得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在下图中显示的是从 1980 年开始在美国注册的教练员和

运动员人数情况。从 1980 年到 1981 年，我们协会没有对教练员和裁判员进行登

记，运动员有 30275 人，后面的年份人数都是逐年在递增的。协会必须有办法去

促进人数的增长，在 20 年前大概有 100 个男子比赛项目，现在大概有 20 多个，

是在走下坡路的；协会要花费很多精力来鼓励男子项目的发展。他们马上做的事

情是，以前男女体操比赛是分开举办的，现在他们考虑把男女比赛放在一起举办，

因为以前男子比赛没有电视转播，是没有人看的。现在因为跟女子在一起比赛，

在美国体操协会，女子体操的预算要比男子体操多 5 倍，你们看到，参与人数比

例女子占 72%，男子占 13%。据我所知，世界上大多数体操协会中，男运动员

人数要比女运动员多。所以现在有电视转播了，对男子体操的推广也在逐步加大

力度。所以，男子练习人数越来越多，尽管在大学中练习体操的人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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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精英计划

精英计划，也就是说是国家队。在 20 年以前，大概 2-3 个俱乐部或者大学

体操队来提供高水平的男女运动员。这个像集中训练的情况。15 年前这个情况

开始发生变化。协会就比较强调不让运动员离家很远的地方去集训，而是要呆在

离家附近的俱乐部训练。也就是说，运动员不用跑到其他城市去训练。这个变化

的原因是很多家长不愿意培养高水平的运动员，因为这样他们的孩子不能呆在身

边。因为家长说我如果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世界冠军，我必须要把我的孩子送到

1000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我的孩子参加足球训练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参加

奥运会，所以家长会在这个时候做出选择。幸运的是，美国体操受益于世界各国

体操教练员的大力协助，他们帮助我们提高了水平。我非常感谢你们中国也给了

我们很好的教练。刚才讲了这些运动员不去别的地方俱乐部，但是，美国体操协

会以主办很多体操训练营去培训全美国的体操教练。比如说，像男子，成年和青

少年精英运动员每年必须要参加 5次美国的男子体操训练营。这些训练营的时间

大概 4-7天。在训练营中，教练员可以相互交流，运动员得到很好的训练提高。

女子是不一样的，她们的训练营更多，美国女子体操领导者体操玛塔，每次都会

在女子国际大赛前夕，都要检查每一名运动员是否都达到了要求。因为她有权在

出发前一天晚上决定是否换人，如果这名运动员没有做好参赛准备，她就会把这

名运动员换下来。但男子我没有钱给他们买张换人的机票，还做不到这一点。所

以，男女体操队都会要求你来训练，来参加训练营，或者男子在 18 岁以上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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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训练营。在科罗拉多有一个男子的集中训练营地，有些运动员在大学以后想

要参加训练，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吃、住，但现在只有五个人在练。参加训练的

人都必须在 18 岁以上。

5.现在来讲比赛

刚才说到协会每年都会举办 4000 多场比赛，这些比赛可以由在协会注册过

的体操学校或者俱乐部来举办。但对于 8级以上的比赛都由国家、州以上的层面

来举办。但是，美国体操协会都会为这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支付保险费，只收一

部分的钱。如果运动员受伤的话，他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每年都有 6—10个月在

比赛，所以裁判员都会很辛苦。男子有 6个月一直在比赛。女子是分两个赛季，

一个赛季是自选动作的比赛，还有一个赛季是规定动作的比赛。这么一个赛季大

概持续 5 个月，两个赛季加起来大概 10个月，所有参加比赛的裁判员都会得到

很好的报酬。但是你们知道，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要交价格不菲的报名费，有的钱

是很昂贵的。所以比赛是很有钱的。有时候即使去参加全国锦标赛也是要付费的。

所有收来的钱一定要花出去。所以，裁判员是一个很好的团体来分享这些钱。有

很多女裁判，她们什么工作都不做，她们只做体操裁判，他们生活得就非常好（掌

声）。我记得 25年前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时男子有少年、高中、大学的体操

项目，这时我很兴奋，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做很多次的裁判，所以我收到协会分

配给我的全年的裁判任务。我看了一下，第一周我就要做 6天的裁判。这个一周

有四天我做高中体操比赛的裁判，周五我休息一天，周六、日我去做青年奥运会

的裁判和大学比赛的裁判。有时候我觉得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不得不奔波于不同

的比赛之中。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们感受到在美国有多少体操比赛，

裁判的工作量有多大。

刚才说到我们公司有 15个体操俱乐部，我们也举办很多大型比赛。为什么

会有 15个俱乐部？就是为了来赚钱。他们雇佣我时，条件就是要把他们运动员

的水平一定要提高。希望他们的生意在更高层次发展。那时他们这些俱乐部没有

更高级别的、国家级的运动员，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蹦床项目。现在，他们

已经有 20名包括男子体操、女子体操、蹦床和技巧运动员达到了国家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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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目前还没有达到国家级水平的，但是有 2名运动员代表别的国家体操协会参

加国际体操比赛，但是她们在我们俱乐部训练。对于这些俱乐部的老板们来说，

他们就有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作为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俱乐部训练。对他们国

家水平运动员来说，她们都有机会免费上美国的大学。刚才说俱乐部举办了很多

大型的邀请赛，我们举办的这些大型比赛大都是邀请赛。一些家长、教练都是可

以参加。这些比赛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有些比赛也可以说是压力没有大的比赛，

跟国家级的、地区级的、全国性的比赛相比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6.现在跟大家来说一下美国大学竞赛体制

这个美国大学体操竞赛体系叫 NCAA（录音整理者注：美国大学体育总会,

它是由全美国千百所大专院校所参与结盟的一个协会）。我们在美国跟其他地方

很大不同是，他投资了，是可以得到回报的。在国家队的运动员，或者比国家队

水平稍低一些的运动员，他们可以免费去上美国的大学，这是给他们的一种回报，

因为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训练上。另外，就是水平特别高的运动员，如果想

上哈佛、耶鲁等大学，因为这些学校不提供免费的学习，且这些大学进去非常困

难。如果你是一名高水平运动员，可以让你优先录取，但是费用是不免的。还有

一个是奖学金。对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说，每年有 1000名运动员可以获得免学费、

住宿费用，还有大学的其他费用作为一种回报。在美国大学来说，对体操的要求

不是很高，他们运用的是 10 分制。所以，难度方面没有像国际体联要求的那么

高。例如，踺子上板直体 360度这个动作。但是男子我们是严格遵照国际体联竞

赛规则的。因为男子大学体系中的运动员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所以，你可以看

到区别，女子有 1000名运动员，而男子只有 100个名额获得免费上大学的资格。

刚才说的这个奖学金大概是 25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 153万。也就是说，

如果得不到奖学金，你要为孩子支付这么多钱。关于大学竞赛体制，有几个重要

点我给大家强调一下。他在大学中的成绩比普通大学生的成绩是还要高的。在

30 年以前，有些运动员他们没有收到很好的教育，而现在刚好相反。参加运动

训练的学生一般比不参加训练的学生成绩还要高。所以，家长就知道，他们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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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果参加这些运动，就要比一般的孩子的成绩还要好。在大学里，按照项目来

比较的话，体操项目的学生比其他项目的学生学习成绩还要高。如果你懂美国橄

榄球运动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这样的，橄榄球运动员相对来说就不是很聪明的。

美国大学女子体操最好的队比赛时，都会有 15000 名观众来观看。一般来说，练

习了体操，进入大学会有一定的优势，但不是很大的优势，他们仍然需要很高的

学分。那么这些运动员不管做什么，即使是学习和训练，他们仍旧要学习来保持

成绩。我们还有高中的体系。有很多学生希望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当地媒体也很

关注。如果你没有达到国家队的水平，如果你想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你的机

会是很小的。

7.还有娱乐体操的比赛形式。从明年开始，美国体操协会想把高中比赛给管

理起来，他们想，如果不管，他们比赛的水平在下降。

现在给大家讲一讲快乐体操。在美国，练快乐体操的人数要比练竞技体操的

人数多十倍，所以说每年大概有一百万人参加快乐体操的活动。一般来说，家长

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与体操运动，孩子们也喜欢体操练习，但是每周练一天，

一天一次，一次是 1小时。快乐体操也是适合于学前的孩子，大概是 2-5 岁，这

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去练快乐体操呢？第一，快

乐体操非常好玩，可以练习你的力量，可以加强你的柔韧、协调性，教你听的能

力，能够让你收获自信，帮助你怎样去和社会交流，教你怎样设定自己的目标，

还可以帮助你在上课的时候集中精力；另外，也可以在你做别的运动的时候增强

你的能力。还有，低水平的体操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

的美国推广体操的大致情况。让这个协会在很重要的一些杂志上来讲他的这些理

念。在美国一些重要的体操比赛中，比如全国锦标赛，刚才讲的这几点都是他们

的宣传语。

这是我的儿子，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将来参加奥运会，他在 3岁的时

候每周参加基础课程，基础课大概是 45 分钟。女子也差不多。所以大概 4-5岁

每周参加一小时的快乐体操，级别是 1-2级；在 6岁的时候就可以参加比赛了，

他们可以参加在体操房里举行的一些小型比赛，每周大概三小时；他们到了 7-9

岁就可以参加 4-5级的比赛，每周训练 6-9 个小时。在美国也有一些俱乐部，比



9

如说是 7-9 岁的孩子，他会练到 20 个小时以上，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你

这么做的话，90%以上的孩子都会被废掉。所以给你们的这例子，我们的建议就

是：一周应该练习的时间，你们可以练的更多，但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可能在

运动员很小的时候就废掉了。有一个教练，伦敦奥运会冠军的教练，数年前我们

在一起训练的时候，他教的运动员，是 7-9 岁的孩子，大概每周练 20 个小时，

他那样教出来的大部分孩子到 12—15岁就不练了，有的甚至更早。

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运动员，也去参加很多邀请赛，那么我们的队，和他

的队一起参加比赛，我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可能是他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的一

半。那么我的运动员大部分都进入了大学，而且继续参加四年的比赛。因为他们

每天练的时间不多，所以每次他们去练习的时候都感到很兴奋，而不是每天呆在

体操房里，没有兴趣，不想练，觉得很痛苦。

但是有一年，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我的队和那个教练

的队是团体比赛的冠亚军，那个教练的队是第一名，我的第二名。在全能前八名

里面，一共有 24 个队参加这个比赛，只有他的运动员和我的运动员排在全能前

八名里面。但是我们的父母就想知道，为什么我的队员不能够是那个队，我们是

最好的。我的队员就问为什么不能和那个队一样呢？我说可以啊，我们现在练习

9 个小时，如果练习 20 个小时就可以和他们一样了。这样好多家长就不同意，

最后还是算了，就这样吧。你们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孩子们每周练 20个小时

的话，他要失去多少东西。在美国，孩子个性比较张扬，他喜欢玩儿。我认为可

能中国的孩子就是比较听话。我的运动员喜欢玩那个滑板，那么孩子到 10-12 岁

的时候，每周训练的时间就会增加到每周 10-15 个小时，到 13-17岁的时候，训

练时间就可以增加到 15-22个小时。

2004 年的奥运会冠军，他在赛前两年，每天只训练 3 个小时，一周训练 6

天。我举这个例子说，有个小孩，从开始基础体操到最后进入专业队训练。在这

些运动员中有的没有很好的运动天赋。大学里有教练员课程，这些都有在线的课

程，包括对所有裁判员和教练员安全教育的课程，针对所有裁判员和教练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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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课程，对教练员强调安全性。所有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必须通过背景审查，

如果有过家庭暴力等则不能通过审查。通过培训，你可以获得不同级别的证书。

国家级教练，要求你参加培训，另一方面要求你要有足够的经验。

8.最后谈一下夏令营。

夏令营的国际项目，有些项目是大学来举办的，有些是私人俱乐部来举办的。

我们公司也举办夏令营的活动，夏令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好玩。夏令营的主要目

的是好玩、获得友谊、向最好的教练学习、获得灵感、参加比赛等。夏令营虽然

是玩，但夏令营中也有四个运动员参加了今年的锦标赛，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可以

获得友谊，还可以学习，向全国最好的教练学习，还可以创造好多灵感。他们每

天训练 6 个小时 ，主要是玩好多游戏，还有好多竞赛。还有以前的奥运会冠军

都来参与。这个是北京奥运会冠军。另外在美国，到了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会把

孩子送到不同项目的夏令营中去。所以在美国运动是非常时尚的，很受欢迎的。

非常感谢大家听我讲这么长时间。现在你们可以提问。体操是所有项目的基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俱乐部男孩子的训练，可能有些人不会参加比赛，也许他们不

会参加任何体操比赛，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参加其他项目的比赛。我们的工作任

务就让他们快乐开心、健康。（1:30）

提问环节：

问：您好，我刚看美国的等级动作是十级，我想请问，在参加不同级别的时候

有没有年龄限制？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在所有比赛中，我们是希望让更多年龄段的孩

子来参加比赛。我用 5级比赛来做例子，因为 5级是规定动作，而且是非常基础

的。比如说 5 级比赛是 5-7 岁的孩子，然后是 9-10 岁的，然后是 12-14 的，然

后是 15 岁以上的，也许 15 岁以上的就是为了好玩儿。我们这个比赛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我们会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发奖牌。如果

是团体比赛，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放在一起来参加的，这个不限制年龄。

如果家长觉得自己孩子的水平不够高，在团体比赛中可以得到成绩，有奖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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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父母就会很开心。我们曾经办过一个团体赛，这个团体不限制人数，你可以

派 20 个人来，或者更多，但是我只算这个团体中最高的几个分来代表团体成绩。

这个比赛的意思是说，我的成绩要是不好，但是我参加了这个团体，团体获奖后，

我也有一份儿殊荣，因为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员，所以家长也很开心。孩子自己参

与了，而且还有成绩。

问：这个证书是谁来颁发的？美国的这 10 个规定动作是长期不变的，还是每几

年会做一个修订，由谁来修订？谢谢！

答：每四年会修改一次。证书有地区、州、国家层面的证书，这些证书是和协会

进行联合管理的。我们的州相当于你们的省。一些个体俱乐部参加比赛，他们愿

意参加任何级别都可以。但是，协会只会推荐获得地区、省、国家级比赛的运动

员去参加更高级别的，这些以外的运动员就不会推荐。

问：我看到去年美国体操协会中年龄最大的会员是 82 岁，我想问美国协会对于

这么大年龄的老人会给他什么收益？谢谢！

答：在很多城市，有些比赛是为成年人办的，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人举办的。但都

是个人的，不会进入到国家层面的比赛中，他们也是可以获得证书的。有很多少

年的比赛，有很多超过 18 岁的人还是来参加这个少年比赛。我有一个 29 岁的女

朋友，她突然想着要练体操了，然后就到我的俱乐部来练，我还必须得教她，她

还去参加少年这个级别的比赛。

问：我们国家现在学校体育开展的不是很好，为什么呢，有的人觉得很难、很

枯燥，基础教育不是很好。会有一些正常的原因，比如说计划生育，每个家庭

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加。我想问，针对我国的这种现

状，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这个问题也很好。15 年前美国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任何杂志上都不允许讨

论体操和伤病的联系，就是从宣传上控制将伤病和体操联到一起。第二个，如果

在电视上出现了受伤的画面，那么就会马上由专人告诉公众，在任何高水平运动

中都可能出现伤病，而不仅仅是体操。实际上，练体操出现的伤病比其他项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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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于体操项目来说，在低等级练习中很安全。当人们看到孩子在年龄小的时

候参加体操是很安全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在美国，15 年前，在小

学、中学、高中，他们也是把体操砍掉了，不再练体操。15 年前，很多比赛把

体操也看掉了，把体育经费也砍掉了，更注重上课的水平，很多体育老师也就不

教体操了。但是一些公立的学校在去掉体操项目的同时，私人体操俱乐部建立起

来了，很多人会花钱去练体操，因为家长认为练体操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好处。

很多孩子都会去各种俱乐部，都会很安全的回来，所以练得人越多，就会觉得很

安全，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练。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孩子受伤，越这样，练的人口

就会越少。要让他们开心地去练，让他们安全地去练，让他们融进去。在中国练

体操的人很少，很多家长不了解练体操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什么好处，他们看到

的只是高水平的体操运动员；说起体操，就只会想起高水平的运动员。而在美国，

基本上是每个女孩儿都会去练一些体操，所以对体操项目比较熟悉。

问：在美国，有很多体操俱乐部，我想问这些体操俱乐部和学校开展体操有什

么衔接的地方？

答：刚我说过，以前在小学、中学的低年级阶段，很多学校把体操砍掉了，所以

小孩要想练体操就会去俱乐部。

问：学生去俱乐部练体操有什么条件？学校对学时是有要求的，体操是不是这

样的？

答：在这个时候对学生没有什么学习水平的要求，也就是说，不是你的学习水平

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去这个俱乐部。俱乐部对学生的学习水平也没有什么要求。

问：刚您说在美国一共有两个赛季，共 10 个月的时间。我想问哪个层面的运动

员要参加十个月的比赛？第二个，我想了解在美国高水平运动员每年参赛大概

有多少次？全年参赛时间大约是多长？如果是 10 个月的话，如何处理训练和比

赛的关系？

答：1-6 是规定，7-10 是自选，自己去做，自己去参加、去选择赛季。一般来说

是 4-5 个比赛，包括全国比赛，不是非常多。其实就是代表俱乐部，不像中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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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省、市，国家什么的，就是代表俱乐部去参加比赛。

问：在美国，动作分为 10 个级别，从 1 级到 2 级、到 10 级，怎么去申请这个

级别比赛？比如我今年参加的是 2 级比赛，明年我可以直接报名参加 6级吗？

答：对女子来说，比较严格，你必须在这个级别中获得很高的分数才有资格参加

下一级的比赛。但是男子是没有的，是由教练去选择参加哪个级别的比赛。

问：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今年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拿了冠军，我明年、后年

还是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每年都拿冠军。

答：有的教练就是这么做的，拿同一级别的冠军。如果一直这么做的话，俱乐部

就要破产了。一直拿同一级别的冠军，家长会认为孩子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家长

会不干，我的孩子来不是为了俱乐部能拿奖牌。所以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在

任何一个级别的比赛中都是分年龄的，比如说 12、13、14 岁，如果 18 岁的运动

员参加低水平的比赛，就参加 15 岁以上，或者 18 岁以上的级别比赛。但是，对

体操来说，不是你年龄越大，成绩就越好的。

问：刚说，在美国，每年有 1000 个女孩子可以免费上大学，有 100 个男孩子可

以免费上大学，这是谁来决定的？

答：每年都会有大学去看体操比赛，然后把好的运动员选到他们学校去。有的也

有关系，比如说教练员和大学里有关系，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将学生送到这个学

校。我也会做一些工作，为自己的 15 个俱乐部的孩子争取上大学的机会。

问：美国体操协会与美国各地的体操俱乐部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分别是什么？

是什么关系？

答：每年体操俱乐部需要向体操协会交纳一定的会费，并且需要经过体操协会授

权登记注册各种体操比赛。同时，体操协会也会给俱乐部一些钱，让他们进行发

展。他们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只是一种合作关系。

主持人：今天座谈的时间也挺长的，就到这里吧，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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