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第一站（佛山站）指南

比赛时间：2015 年 4 月 9 日至 4月 13 日

比赛地点：佛山市体育馆

协办单位：佛山市体育局

承办单位：李宁体操学校

支持单位：佛山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佛山市健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热烈欢迎各参赛队伍光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市参加比赛！

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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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城市介绍

佛山，简称佛，广东省省辖市，中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珠三角重要的制造业

城市、广东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重要城市，在广东省经济

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

佛山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毗邻港澳，

佛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

温 23.2°C，自古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

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天下四聚、四大名镇之一，是粤剧的发源地，

岭南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兴盛之地，崇文尚武彰显佛山

精神，黄飞鸿等武术名人当时均活跃在佛山。

佛山河网密布，生态环境优美，是独具特色的岭南水乡。佛山祖庙、西樵山、

南风古灶、清晖园、皂幕山、南国桃园、陈村花卉世界、三水荷花世界被评为“佛

山新八景”。其中，佛山祖庙融古代陶瓷、木雕、铸造、建筑艺术于一体，被誉

为“东方艺术之宫”；西樵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之美

誉；顺德清晖园与佛山梁园是清代广东四大名园；高明皂幕山是佛山最高峰；陈

村花卉世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花卉生产交易基地和花卉文化主题公园；三水荷花

世界是现世界上规模大、品种资源丰富的荷花生态园。还有岭南天地（东华里）、

康有为故居、宝林寺、芦苞祖庙、大旗头古村、黄飞鸿纪念馆、李小龙纪念馆等

文化景点。还有始建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的佛山祖庙、清代广东四大

名园之二顺德清晖园和佛山梁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海西樵山，以及古迹市区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46/5062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5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6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5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891/140221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3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684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680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584/64766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50.htm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6895/6895/5056142/e1fe9925bc315c6054d464308cb1cb13485477af.html?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6895/6895/5056142/e1fe9925bc315c6054d464308cb1cb13485477af.html?fr=lemma&ct=cover
http://baike.baidu.com/view/75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5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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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仁寿寺，南海康有为故居，顺德西山庙，顺德李小龙纪念馆 ，三水芦苞

胥江祖庙、文塔，高明文昌塔、灵龟塔等。

佛山新八景：西樵叠翠（南海西樵山)、祖庙圣域（佛山祖庙）、清晖毓秀

（顺德清晖园）、古灶薪传（禅城南风古灶）、花海奇观（顺德花卉世界）、云

水荷香（三水荷花世界）、皂幕凌云（高明皂幕山）、南国桃源（南海南国桃园）

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岭南文化气息浓

郁。同时，佛山也是中国粤剧的发源地，著名的武术之城、民间艺术之城、陶瓷

之都、美食之乡。

佛山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以手工业发达而著称海内外。技艺精湛的民

间艺术历史悠久，源于唐宋，盛于明清，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佛山民间艺术，各具特色，通过剪、刻、扑、塑、扎、铸、绘、粘等工艺技

法，制作出剪纸、扎作、彩灯、秋色（又称“秋景”、“秋宵”、“出秋色”、

“出秋景”等）、陶艺、灰塑（包括纸扑、雕塑、雕

康有为故居

刻、粘砌、铸塑等）、木版年画、书画等数十种艺术品。 佛山剪纸是中国

著名的民间传统艺术，源于宋代，盛于明清时期。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佛山

剪纸原以剪为主，后改用刀刻，在中国剪纸艺术中独树一帜。其作品入选多届全

国美术展览和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并多次获奖，还经常选送国外展出。佛山秋色可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99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40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6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1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62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2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2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8.htm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6895/6895/0/0db2c9ca637f1f12f31fe72d.html?fr=lemma&ct=single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60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6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6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4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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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秋色工艺品和表演艺术两大类。又因佛山民间习惯把一出戏称为一套戏，故

石湾居民把化装表演戏剧称为“地套”。

佛山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据《广东文物》描述：“前门刻有神荼郁垒，高与

檐齐”，证明在汉代时的广州、佛山一带已流行贴门神的习俗。佛-山木版年画

生产以清乾隆、嘉庆至抗日战争前为盛，属于地方民俗的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品。

佛山是“南国陶都”、“中国陶瓷名都”，制陶工艺源远流长，有 700 多年

历史，自古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南风古灶，是世

界现存最古老的柴烧龙窑，薪火相传至今 500 多年，被誉为“陶瓷活化石”。

佛山是“岭南成药之乡”。古方正药的历史有 400 余年，涌现出了“黄祥华”

如意油、“冯了性”药酒、“源吉林”甘和茶等一批老字号名药。

佛山的铸造业始于 2000 多年前。宋代时佛山所铸鼎、锅、钟、塔等闻名全

国。到明代佛山的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南中国冶炼中心。鸦片战争

期间，佛山所铸大炮为抗击外来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山是珠江三角洲的“美食之乡”，粤菜发源地之一。这里土地肥沃，水网

交错，物华天竞，“海陆空”物产颇丰。无论天上飞、地上走、土里钻、水中游

的动物，还是那青葱滴翠的各种果蔬，在厨艺大师们的精心烹调之下，都能变成

美味佳肴

佛山有许多小吃，如佛山扎蹄、佛山公芝麻饼、大良野鸡卷、大良磞砂、大

良姜汁撞奶、炸牛奶、双皮奶、小凤饼，南海鱼生、大福饼、九江煎堆、三水狗

仔鸭、水晶饺、甘笋蒸饼、西樵大饼、佛山九层糕、石湾鱼脯、佛山柱侯酱、蚕

蛹、 白糖棉花糕、应记云吞面、金源酒家甘笋蒸饼 、汾宁白糖棉花糕、大可以

状元及第粥、盲公饼、高明濑粉等许多小吃。

佛山人根据不同的地方的特产与口味，创制了许多风格各异的美食菜点。佛

山的柱侯食品，顺德的“凤城（大良）炒卖”，声名远播。佛山的许多小吃，如

佛山盲公饼、大良蹦砂、扎蹄，大良野鸡卷、炸牛奶、蹦沙、南海鱼生、大福饼、

九江煎堆等皆名闻遐迩，令人食指大动。

http://baike.baidu.com/view/923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2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98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5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2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61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1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6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8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6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0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96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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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程安排

赛程安排详见秩序册

三、酒店路线说明

一：金广快捷佛山季华路酒店（城市客栈季华路店）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紫坊一街八号（财政大厦旁）

电话：0757-82366222

1、从广州机场出发：

（1）乘坐广州至佛山机场大巴，在佛山澜石魁奇路候机楼下车后打车到酒

店。打车费用约 16 元。

（2）在机场乘坐广州地铁 3号线，到广州东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

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季华园站下车后步行至酒店。

2、从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出发：

（1）在广州火车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到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季华园站下车后步行至酒店。

（2）在广州东站乘坐广州地铁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

在季华园站下车后步行至酒店。

（3）在广州南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在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

再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在季华园站下车后步行至酒店。

3、在广州各汽车客运站乘坐开往佛山禅城区的客车，到达禅城区各客运站

后打车到酒店。

4、从佛山机场出发：乘坐 116 路公交在祖庙站下车，再转乘 137 路公交在

财政大厦站下车，步行至酒店。佛山机场至酒店打车费用约 40 元。

5、从佛山火车站出发：乘坐 118 路、112 路公交在季华园西门站下车，步

行至酒店。佛山火车站至酒店打车费用约 30 元。

二、金银酒店

金银酒店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西路 4号 电话：0757-83638101

1、从广州机场出发：

（1）乘坐广州至佛山机场大巴，在佛山澜石魁奇路候机楼下车后打车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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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约 10 分钟车程，打车费用约 25 元。

（2）在机场乘坐广州地铁 3号线，到广州东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

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祖庙站 A出口出站，过马路正对面步行约 5分钟便可到

酒店。

2、从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出发：

（1）在广州火车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到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祖庙站 A出口出站，过马路正

对面步行约 5分钟便可到酒店。

（2）在广州东站乘坐广州地铁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

在祖庙站 A出口出站，过马路正对面步行约 5分钟便可到酒店。

（3）在广州南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在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

再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在祖庙站 A出口出站，过马路正对面步行约 5分钟便可

到酒店。

3、在广州各汽车客运站乘坐开往佛山禅城区的客车，到达禅城区各客运站

后打车到酒店。

4、从佛山机场出发：乘坐 116 路公交在汽车站下车，再转乘 176 路、134

路、101 路公交在环球国际广场站下车，步行至酒店。佛山机场至酒店打车费用

约 35 元。

5、从佛山火车站出发：乘坐 134 路、101 路、109 路公交在环球国际广场站

下车，步行至酒店。佛山火车站至酒店打车费用约 20 元。

三、登喜来大酒店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文华北路 77 号

电话：0757-82803188

1、从广州机场出发：

（1）乘坐广州至佛山机场大巴，在佛山南海保利水城候机楼下车后打车到

酒店，车程约 10 分钟，约 12 元打车费。

（2）在机场乘坐广州地铁 3号线，到广州东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

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普君北路站下车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2 元。

2、从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出发：

（1）在广州火车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到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普君北路站下车后打车到酒店，

打车费用约 12 元。

（2）在广州东站乘坐广州地铁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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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君北路站下车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2 元。

（3）在广州南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在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

再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在普君北路站下车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2 元。

3、在广州各汽车客运站乘坐开往佛山禅城区的客车，到达禅城区各客运站

后打车到酒店。

4、从佛山机场出发：乘坐桂 31 路、180 路公交在东方广场站下车，再转乘

桂 29 路、桂 32 路公交在文华北路站下车，步行至酒店。佛山机场至酒店打车费

用约 35 元。

5、从佛山火车站出发：乘坐桂 32 路公交在文华北路站下车，步行至酒店。

佛山火车站至酒店打车费用约 15 元。

四、鲤鱼门金都酒店

鲤鱼门金都酒店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榴苑路 2号 电话：0757-82273933

1、从广州机场出发：

（1）乘坐广州至佛山机场大巴，在佛山澜石魁奇路候机楼下车后打车到酒

店，打车费用约 20 元。

（2）在机场乘坐广州地铁 3号线，到广州东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

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同济路站 D出口出站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5 元。

2、从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出发：

（1）在广州火车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到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再换乘广佛线，在同济路站 D出口出站后打车到

酒店，打车费用约 15 元。

（2）在广州东站乘坐广州地铁 1号线（西朗方向），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

在同济路站 D出口出站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5 元。

（3）在广州南站乘坐广州地铁 2号线，在公园前站换乘 1号线（西朗方向），

再到西朗站换乘广佛线，在同济路站 D出口出站后打车到酒店，打车费用约 15

元。

3、在广州各汽车客运站乘坐开往佛山禅城区的客车，到达禅城区各客运站

后打车到酒店。

4、从佛山机场出发：乘坐 116 路、桂 31 路公交在佛山大桥（乐安）站下车，

再转乘佛 251 路公交在中国陶瓷城站下车，步行至酒店。佛山机场至酒店打车费

用约 35 元。

5、从佛山火车站出发：乘坐 134 路、101 路、109 路公交在中国陶瓷城站下

车，步行至酒店。佛山火车站至酒店打车费用约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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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店安排表

由于本次比赛参赛人员较多，入住酒店分散，为方便各代表队及时入住，本

次比赛不设唯一报到地点。请各代表队根据“酒店安排表”直接前往各自酒店报

到即可。抵达报到酒店后通过组委会驻酒店工作人员办理入住手续。

报到程序：核实各参赛单位实际报到人数→确定实际缴费人数→领取有效证

件、资料、餐券→根据派驻单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具体报到酒店安排如下：

金银酒店

队伍名称 人数

唐山市第十一中学 12

长安大学 13

唐山市第八中学 13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 7

南京中华中学、河海大学、南京壹叁零体育艺术进修学校、

南京玄武中等专业学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30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13

湛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21

辽宁省青少年竞技健美操培训基地 11

合计 120

金广快捷佛山季华路酒店（城市客栈季华路店）

队伍名称 人数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 4

广州市第七中学 18

广州市铁一中学 8

江西南昌八一中学 19

江西师范大学 14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8

长沙市第一中学 10

大连红霞国际舞蹈学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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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广快捷佛山季华路酒店（城市客栈季华路店）

队伍名称 人数

河北省承德师专附中 11

河北衡水中学 10

海南中学 4

北京 101 中学 18

北京市八一学校 22

首都师范大学 8

长沙市实验中学 14

东北中山中学 3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中学 10

中华女子学院 11

北京市西城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2

合计 196

登喜来大酒店

队伍名称 人数

大庆市第四中学 6

同济大学 5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39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一小学 30

石家庄二中 4

山东省淄博市第十一中学、山东省寿光市第一中学 31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 9

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 18

杭州第十四中学 9

景山学校 2

江苏省海洲高级中学 2

盘锦市辽滨实验学校 12

中山纪念中学 2

合计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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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门金都酒店

队伍名称 人数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0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廊坊七中 35

山东济宁金乡二中、枣庄第十六中学 25

山西省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8

深圳市南山实验学校 4

湖南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10

辽宁省实验中学 7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9

湖南张家界永定中学 6

北京中医药大学 6

合计 120

五、班车安排表

具体班车安排见报到时分发给各代表队的班车安排表及注意酒店张贴信息。

备注：班车按点准时发车，请各代表队根据自身比赛安排选择乘

坐，如错过班车发车时间请自行乘车前往。

六、餐饮安排

代表队在各自入住酒店餐厅用餐。就餐时间安排如下：

早餐：6：30—8：00

午餐：11：00—13：30

晚餐：17：00—19：30

各代表队在各自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一并领取餐券，所有人员凭餐券用餐。

未携带当日当餐餐券者谢绝用餐。请妥善保管好餐券，遗失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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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方向会

1、地点：金广快捷佛山季华路酒店（城市客栈季华路店）二楼大会议室

2、时间：2015 年 4 月 9 日 19：30--20：30

八、其他

1、未尽事宜，请留意各酒店张贴的信息。

2、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队员，严禁在比赛场地和观众

席上追逐打闹。

3、比赛场馆禁止穿着带钉的鞋子进入。

201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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