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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协全国性乒乓球竞赛裁判员选派与监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派与监督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为规范全国性乒乓球竞赛裁判员选派与监督工作，特制定此工作实施细则(本实
施细则的选派条款适用裁判员和裁判长，不包括比赛监督、技术代表等)：
第一条 中国乒协(乒羽中心)应于赛前与各赛事参赛队伍的主管单位签订《反腐廉
洁公平参赛责任书》。需签订责任书的赛事包括：全运会，青运会，全国锦标赛，中国
俱乐部超级联赛等。各参赛队应于参赛报名时一并提供已由法人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
的《反复廉洁公平参赛责任书》。
第二条 成立中国乒协裁判员委员会执委会。主任由中国乒协裁委会主任担任，执
委由中国乒协裁委会顾问和副主任担任。执委会在中国乒协和中国乒协裁委会的指导
和监管下，提出裁判员培训、推荐、选派、管理、考核和奖惩等工作的建议，报经中
国乒协裁委会和中国乒协同意后，具体实施。
第三条 裁判员选派
(一)执委会根据不同赛事级别对裁判员和裁判长级别、数量的要求，按照以下选
派原则提出拟选派裁判员和裁判长的名单报中国乒协批准。
1.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等重大比赛的裁判员选派工作参照《奥运会裁判员选拔办
法》和《在华举办世乒赛裁判员选拔办法》执行。
2. 其它国际赛事的选派
裁判长、裁判员选派应符合国际乒联的要求；主要优先考虑选派的原则有：蓝牌
裁判员、待晋级蓝牌裁判员，就近省份国际裁判员，表现优异的国际级裁判员和需培
养的年轻国际裁判骨干。
3. 国内赛事的选派原则
(1) 全运会裁判员的选派参照全运会裁判员选派办法。
(2) 全国性赛事选派裁判长的原则为：有较长国际级裁判资历，经验丰富，组织

能力强，就近选派。
(3)赛会制全国性裁判员的选派以承办单位和所在省体育局协商选派本省或本地
裁判为主，中国乒协选派少数年轻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为补充，主要以就近选派，
考试成绩优秀者优先考虑。乒超联赛裁判员选派以中立、高级别、就近等优先原则进
行选派。
4.出境执裁的选派原则
(1) 根据国际赛事的推荐要求，选派年龄、级别、人数符合要求的裁判员出境执
裁。
(2) 英语能力良好。
(3)形象、气质良好。
(4)国内表现良好。
(二)中国乒协于赛前 1 个月在官方网站公布拟选派裁判员和裁判长的名单，公示
时间为一周。由于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为主客场赛制，裁判员的公示时间可略
微缩短。
(三)执委会根据公示结果，正式公布选派名单。
(四)通过公示的裁判员需自行在网上下载《廉洁自律公正执裁承诺书》
，并签字携
带至赛区交给赛事裁判长。
(五)临场裁判员的选派由裁判长队伍于赛前一天提出人选范围名单，征求仲裁委
员会意见后进行公示，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临场执裁裁判员名单。
(六)临场裁判员的选派原则需遵循以下原则：
1.同一单位比赛的裁判员或裁判员与参赛单位有亲属关系的，实行临场回避原则；
2.中立原则；
3.争夺出线权、淘汰赛等竞争激烈的场次，应优先选派级别相应较高、经验丰富
的骨干裁判员。
第四条 裁判员的评价与考核
(一)比赛裁判长、仲裁、技术代表(比赛监督)等应对比赛中裁判员的执裁过程进
行监督，并及时向执委会和中国乒协进行反馈和提出相关建议。
(二)比赛结束一周内，裁判长需向执委会提交裁判长报告，报告中除报告赛事常
规信息外，需包括裁判员执裁情况记录和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对裁判员的考核结果

以及今后赛事选派的重要依据。
(三)比赛仲裁、技术代表(比赛监督)以及执委会应对各赛事裁判长进行评价，评
价结果将作为今后赛事选派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对裁判员的处罚
凡有下列情节者，裁委会执委会将视情节严重性对裁判员给予处罚：
(一)执裁不公，故意偏袒一方；
(二)重大比赛中出现漏判、错判，以及有损赛事形象的行为；
(三)不履行裁判义务，不服从裁判长调派；
(四)不遵守赛事纪律；
对裁判员取消当场比赛裁判资格的处罚，由裁判长决定；对裁判员通报批评的处
罚，由裁委会执委会决定(以上处罚均要报裁委会备案)；对裁判员禁赛等处罚，由裁
委会执委会上报中国乒协后决定。
第五条 监督机制
凡对比赛中裁判长、裁判员、仲裁、技术代表(比赛监督)工作中存在违规行为的，
均可进行举报。举报需以书面形式和实名制。

传真：010-67110248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4 号乒羽中心乒乓球一部，邮编：1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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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biggest table tennis events ever just finished. The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in Suzhou not only presented us the best players, but gave also the Umpires and Referee
Committee the chance to have a lot of meetings with the chairpersons of Continental
Associations, other Committees and of course our umpires and referees. New members in the
URC have been elected a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so all members, who left the URC, for their
work in the last two years.

乒乓球最大型的一个赛事刚刚结束了。苏州世乒赛不仅是最优秀运动员展示技艺的平
台，国际乒联裁委会也借此机会召开了许多会议，与各大洲协会主席、与其他委员会、
与我们的裁判员和裁判长都进行了会见与交谈。裁委会选举了新的委员，我们也要衷
心感谢刚卸任的委员，感谢他们在过去两年中的辛勤工作。
A lot of tasks for the next two years are waiting for us and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s/results and tasks:

未来的两年，我们将有许多工作要去完成。现将最新的工作进展和近期要完成的任务
向大家通报：
New structure of URC 国际乒联裁委会的新架构

见附件 1
Development 工作进展
One of our main tasks will b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umpires and refere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裁委会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与国际乒联发展部合作，对裁判员和裁判长进行教育和培
训。
URC contact points for each continent are nominated by the URC and they will identify future
trainer and forward these names to the URC coordinators. ITTF URC will select a number of
trainer and these selected trainer have the task to work together with URC coordinators on the
training programme.

国际乒联裁委会任命了每个大洲的联络官，他们将在各大洲挑选未来的培训师并向裁
委会协调官提名。裁委会将选定培训师，培训师的任务是与裁委会协调官一起完成培
训计划。
Continent 大洲

URC contact point 联络官

Asia 亚洲

Cindy Leung 梁小姐

Africa 非洲

Michael Zwipp 迈克尔

Europe 欧洲

Albert Rooijmans 阿尔伯特

Latin America 拉美

Freddy Almendariz 弗莱迪

North America 北美

Mike Skinner 麦克

Oceania 大洋洲

Alan Hopkins 阿兰

All requests for training will be forwarded to ITTF URC and ITTF URC will appoint the trainer for
such an event.

所有的培训申请将提交国际乒联裁委会，由裁委会任命培训师。

Furthermore URC will distribute a questionnaire to all associations via Continental Associations
to receive input for a Gaps and Needs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Umpires and Referees Education in
each association.

裁委会还将通过各大洲协会向所有的国家协会发放问卷，旨在调查各国协会在裁判员
和裁判长方面的问题和需求。
It is the task of the URC contact point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with URC chairperson of this
continent.

裁委会有责任指派各大洲联络官，与所在大洲裁委会主席紧密合作。
Advanced Rules Examination 高级规则考试
The Advanced Rules Examination (ARE) is now structured to be a standalone entity. Sitting and
passing the ITTF supervised written examination is a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to enrol in future
IR School and Blue Badge Umpire programm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ARE is posted on the
ITTF URC web page.

高级规则考试（ARE）现已成为一项独立考试体系。参加并通过这项由国际乒联组织的
笔试是进入国际裁判长学习班和申请蓝牌裁判资格的首要条件。关于高级规则考试的
细则已在国际乒联裁委会的网页公布。
Blue Badge Umpire Programme 蓝牌裁判考试
The BB programme has been in place for over 10 years now (how time flies!). Thanks to the
training (AUT) and continuous education through field of play evaluations, the overall qualities of
officiating have vastly been improved. The BB programme is currently under review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cluding documentation and streamline of the delivery of AUT, improvement o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how to maintain BB status, among other initiatives.

蓝牌裁判的项目已开展超过 10 年时间了（时间过得真快！）。通过高级裁判员培训班
（AUT）和通过临场考核的持续培训，裁判员执裁的总体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目前，
我们正对蓝牌项目进行再评估，从高级裁判员培训班的教材和议程、临场考核流程和
保持蓝牌资格流程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IR School 2015/16 2015-2016 年国际裁判长学习班
ITTF URC is planning an International Referee School in the period of November 2015 to March
2016. Associations are invited to nominate candidates, who are interested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Referee and fulfill following requirements:

国际乒联裁委会计划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举办一次国际裁判长学习班。
欢迎各协会推荐候选学员，条件是：
Qualified International Umpire for at least 2 years

已取得国际级裁判资格至少 2 年
Passed the ITTF Advanced Rules Examination (currently AUT exam) in the previous three years

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国际乒联高级规则考试（目前是 AUT 笔试）
Qualified National Referee (under National Association´s own referee education and qualification
program o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three day ITTF National Referee course and exam) for
at least 2 years

取得国家级裁判长资格至少 2 年（由各国家协会自行培训和认证，或完成为期三天的
国际乒联国家级裁判长课程和考试）
Proven referee experience in 3 national Championships or 2 international events (with at least 1
as a referee)

3 次全国性乒乓球比赛或 2 次国际乒乓球比赛中担任裁判长或副裁判长经历（至少 1
次担任裁判长）
Competence in English

具备英语能力
The locations for IR school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ndidates and the offers from associations to host the IR school.

国际裁判长学习班的地点，将根据候选学员的地域分布和申请承办的协会情况而确定。
Nomination of Referees for World Tour Events 任命世界巡回赛裁判长
The nomination of referees for World Tour events always has to be confirmed by ITTF. It was
agreed in Suzhou that the Referee and at least one Deputy Referee have to be active referees.
The 3rd referee can either be national referee or an inactive referee. But ITTF URC strongly
recommends to nominate as a 3rd referee an active referee or a young and promising national
referee.

世界巡回赛裁判长的任命必须经国际乒联确认。在苏州，我们决定：裁判长和至少有 1
名副裁判长应为“活跃的裁判长”
。第 3 名裁判长可以是国家级裁判长或“不活跃的裁
判长”。但国际乒联裁委会强烈建议任命 1 名“活跃的裁判长”或 1 名年轻而很有前途
的国家级裁判长为第 3 名裁判长。
Furthermore associations are asked to send the names of young and promising national referees
to ITTF URC (w.thury@oettv.org). It is planned to give them also a chance outside of their home
country to act as an assistant referee, if they accept to pay their own travel costs. This procedure
shall be seen as an educational tool and preparation for future IR schools.

请各国协会将本国年轻且有前途的国家级裁判长名单发给国际乒联裁委会。我们计划
给他们机会担任国外比赛的助理裁判长，但旅费自理。这将纳入培训机制并作为将来
参加国际裁判长学习班的准备。

IR conference 国际裁判长研讨班
More than 100 referees attended one of the IR conferences in Buenos Aires, Beijing and
Copenhagen. It wa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Now ITTF has 124 active referees.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哥本哈根举办了三次国际裁判长研讨班，超过 100 名
国际裁判长参加了其中一个研讨班。这是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的难得机会。目前国际
乒联拥有 124 个“活跃的裁判长”团队。
The updated list of active referees is already published on the ITTF website.

最新“活跃的裁判长”名单已在国际乒联网站公布。
These Conference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concerning consistency.

这些研讨会是向全球执法一致性迈出的重要一步。
THANKS to all PARTICIPANTS for THEIR ACTIVITY and POSITIVE APPROACH.

感谢国际裁判长们的积极参与和活跃讨论！
Advanced Referee Project 高级裁判长计划
The second group of Advanced Referees in training assembled in Suzhou for a two day
workshop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2015 Qoros World Individual Championships. The nine
Referees were Mohammed Bassiouny (EGY), Isabelle Beumier (BEL), Tina Crotta (GRE), Silvia
Garro (CRC), Joseph Lau (SIN), Steven Lee (AUS), Cyril Sen (MAS), Thomas Wadsten (SWE),
and Zhang Yinqui CHN). They were joined by five members of the ARP Expert Group (Graeme
Ireland (AUS), Patrick Ringel (FRA), Albert Rooijmans (NED), Richard Scruton (ENG), and Mike
Skinner (CAN)). Bruce Burton and Michael Zwipp acted as facilitators for the session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steps necessary to further elevate the level of our most
experienced referees.

在 2015 年苏州世乒赛开赛前，正在接受培训的第二组高级裁判长团队在苏州参加了为
期两天的研讨工作坊。这 9 名裁判长是：埃及的莫哈默德、比利时的伊萨贝尔、希腊
的克洛塔、哥斯达黎加的伽罗、新加坡的刘必泰、澳大利亚的李永红、马来西亚的西
瑞尔、瑞典的托马斯和中国的张瑛秋。和他们一起研讨的有 5 名高级裁判长计划（ARP）
专家团成员：澳大利亚的爱尔兰、法国的林格尔、英国的理查德和加拿大的斯金纳。
博尔顿和迈克尔作为工作坊组织人员也参加了会议。研讨工作坊旨在进一步提高这些
经验丰富的裁判长的赛事管理水平。
Conducting the workshop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orlds provided an ideal opportunity to have
classroom sessions which were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onsite observations of draws, the Jury
meeting, and the Umpire briefing. Four of the referees served as Deputies at the
Championships and the remainder will be given postings at other World Title events during the

coming year.

工作坊之后，将很快推出裁判长工作流程视频，包括抽签、仲裁会议和裁判员会议等。
9 名参加培训的裁判长中，有 4 名担任了本届世乒赛的副裁判长，其余成员将在明年的
世界级比赛中任职。
The group will undergo evaluations by members of the Expert Group and plans are being
formulated for a follow up workshop later in 2016. Furthermore, every effort will be made to set up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is new group of referees and those who went through the
initial ARP process from 2012 to 2014.

高级裁判长团队将接受专家团的考核，我们计划在 2016 年末再举办一次工作坊。此外，
我们还努力将新晋的高级裁判长团队与 2012-2014 年通过高级裁判长考核的第一批团
队相互搭配，以在工作中得到前辈的指导。
Please don´t stop sending us your comments/feedback/referee reports as they give us the
details/hints….

敬请不断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建议和反馈！
Ronald

ronaldwee22@gmail.com
+65 97352058
国际乒联裁委会主席
附件 1：

Norman

Werner

normtang12@yahoo.ca
w.thury@oettv.org
+1 613 523 4442
+43 699 11032189
国际乒联裁委会裁判员分会主席 国际乒联裁委会裁判长分会主席

国际乒联裁委会架构：
Chair 主席（黄守洪）
Umpires 负责裁判员事务的副主席（诺曼）
裁判员分会成员：西瑞尔、莫哈迈德、丽贝卡、赵霞、矢志田、阿兰
Referees 负责裁判长事务的副主席（沃尔纳）
裁判长分会成员：阿尔伯特、梁小姐、夏洛克、马扎耶夫、弗莱迪
导师：爱尔兰
特别顾问：斯金纳、林格尔、迈克尔

第 53 届世乒赛裁判员的历练、经验与启迪

举世瞩目的第 53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在中国江苏
省苏州市举行。这是中国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举办后第五次举办世乒赛，同时
也是世乒赛首次在国内地级市举办，来自世界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名运动员在
为期 8 天的比赛里争夺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 5 个单项的冠军。这次比赛
共选派裁判员 180 人，其中外国裁判员 65 人，中国裁判员 115 人。
在本次大赛中，裁判员成为了赛会组织、竞赛管理、临场执法、大会服务的重要
保障，也是这次大赛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因素。这次世乒赛对裁判员来说提供了在“家
门口”参加国际大赛的宝贵舞台，使大家在这次高水平、重规范、严要求、强质量的
国际乒乓球单项最高级别的比赛中强化了规则、积累了经验、收获了启迪。应该说这
次世乒赛除了获得了圆满成功的国际赞誉、收获了几乎全部金牌的竞技荣誉之外，裁
判员队伍的培训、历练、精神风貌的展现和水平的整体提升是第三大收获。
这次比赛选派的 115 名中国裁判员是裁判员团队中的主体力量、核心力量、中坚
力量，是确保本次大赛裁判工作顺完成的最关键因素。因此，大赛组委会选派了国内
一流裁判人才进入到裁判队伍中来，这次选派的裁判基本以国际级裁判为主，一些高
水平国际级裁判长进入到了裁判长团队负责大赛的整体赛事管理和裁判员管理工作。
这 115 名中国裁判不仅政治过硬、组织纪律性强，而且具有较高的裁判业务水平和较
丰富的裁判实践经验，而且部分年轻裁判的加入更增加了这支队伍的活力和朝气。对

于这次大赛，中国裁判员态度端正、工作勤勉、勇于奉献、积极进取、团结互助、认
真总结，取得了高度认可、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赞誉。
通过这次比赛的历练，裁判员们积极探索、认真学习、反思总结的精神更使他们
获得了思想认识、业务能力和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诸多启迪，汇聚成了未来弘扬乒乓球
运动、组织管理乒乓球比赛、保证乒乓球竞技公平的重要而持久的财富。
一、在思想认识方面，保证公平、团队合作、学习进取精神是裁判员的最大收获。
（一）裁判员们特别认识到了比赛公平的重要性，深刻体会到裁判员在保证比赛
公平、保证赛事顺利进行中的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对因裁判员工作中的失
误而可能引发的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曹犇认识到，比赛中
该判的就要果断判罚，犹豫以及不判都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平，他还举了判罚场外指导
进而保障比赛公平性的例子。
（二）裁判员们也对团队合作和个人奉献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本次比赛副裁
判长吴飞在她担任临场值班副裁判长时，运动员因受伤申请中断比赛接受治疗，这时
裁判长和她都看到了这一情况，裁判长站在吴飞副裁判长身后，虽未说话，但坚定支
持了她根据规则做出的正确决定，吴老师感受到了团队信任和团结的力量。裁判员高
玉琴认为体会到：一次比赛从总体运营到每场比赛需要各部门和每个裁判密切配合，
无缝链接，特别是主副裁，默契程度要高，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让对方明白了表达
的意思。好的团队合作才能够保证执裁中的一致性和更大的公平性，黄初冬认为，严
格按照规则执行发球的判罚，有利于改进运动员发球的合法性，减少运动员在国际大
赛中因发球判罚尺度不一致而影响比赛成绩，所有裁判员都尊重规则、尊重事实，保
持对规则执行的一致性，才能树立裁判的权威，更能得到运动员、教练员的尊重。裁
判员张进还感受到了信息畅通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微信等通讯工具发挥的
重要作用。
（三）裁判员们还普遍认识到不断学习进取才是保证思想认识、业务水平、工作
能力提升的关键。裁判员们普遍感受到了不断学习领会规则规程的重要性，提出了在
规则规程方面、临场操作方面、球拍检测等方面的不断积累，不断向书本、向同行、
向大赛实践学习的重要性。部分裁判员还提出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指出裁判员在国
际比赛中如果能够强化临场专业英语的能力，就能更从容自信执法、更公正严谨裁判、
更清晰准确判定事实，这些裁判员也表达了今后继续努力提高语言能力的决心。

二、在业务能力方面，裁判员们对发球、间歇和计时、红黄白牌、球拍检测、服
装等问题都进行了努力钻研、反复研讨和认真实践。
关于发球问题，贾纯良裁判对发球合法性有怀疑时，主裁发现应喊“LET”，副裁
发现应喊“STOP”，明显犯规要判 FAULT，必须有明确的表达，不能模棱两可。黄初冬
裁判分析了中外文化差异、蓝牌裁判和一般裁判差异可能导致的发球判罚尺度不一致
问题，他提出了以规则为准绳统一尺度的建议。
关于间歇和计时问题，裁判员们通过案例学习对间歇的不同情况、间歇决定权、
间歇的计时方法等业务有了进一步提升。对间歇后的计时，张立裁判依据《乒乓球竞
赛官员手册》18.3.1 规定认为，一局比赛中，计时器在比赛中断时停表，并在下一个
回合开始时重新开动。也有其他裁判提出了秒表等计时器操作熟练程度问题，认为应
该在场下认真学习计时器的使用，达到熟练使用，确保计时器有电且工作正常，避免
场上的错误操作。贾纯良提出在赛前练习时间到之后，副裁叫过 TIME 之后，运动员返
回（有反应），主裁没有必要重复叫。只有运动员没有反应的时候，主裁才可以重复叫。
关于红黄牌问题，由裁判员回顾了蓝牌裁判考官梁女士的观点：在口头警告、使
用红黄牌时，裁判要让运动员、教练员明确为什么，判罚要果断，但不要激化矛盾。
梁女士的论断精辟，对出示红黄牌的艺术性提出了要求。贾纯良裁判对于出示红黄牌
的手势提出了具体建议：斜向 20°举手臂示意。
关于球拍检测问题，张进裁判员感受到，以前国内比赛球拍检测有相对固定的团
队，看到的多参与的少。而今通过学习，按步骤的亲力亲为进行检测，增加了感性认
识，消除了神秘感，同时通过对个别不合格球拍的反复测量检验，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些都将有利于今后的裁判工作。
关于服装问题，裁判员们普遍注意到了上衣、短裤等问题。贾纯良和高玉琴裁判
都体会到，赛前对服装的检查一定注重短裤，特别是双打还有同队一致的问题。高玉
琴还提出了临场遇到的因宗教信仰问题穿长裤比赛问题，她当即报告裁判长，并由裁
判长做出了允许比赛的决定。根据事后的总结、请教和学习，她和黄初冬裁判提出了
裁判长可以在部分国际比赛中了解总体宗教信仰情况后授权部分临场裁判员有因决定
因宗教原因产生的服装问题的权限，进而保证比赛顺利连贯进行的建议。

三、在工作经验方面，注重场下准备、注重细节、注重技巧是裁判们获得的切身
感受。
场下准备是场上工作的保障。对此，曹犇裁判认为由于每天比赛的时间、场地都
会有所变动，裁判员前一天一定要非常清楚第二天都要做哪些具体工作。提前对任务
做了精心的准备，到什么时间就准时在该地方等待执行任务，做到了积极主动地去工
作，这样一项项工作下来才能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贾存良裁判也认为，赛前充分浏
览计分单，完整填写，比如教练姓名、签名等的重要性。
注重细节是精准执法、保证公平的前提。张立裁判员认为，手势应该做标准，得
分手势注意两个直角（大臂和身体是直角，小臂和大臂是直角），停、重发球、擦网等
手势举过头顶臂膀要伸直。对于发球、下一发球方的手势应指微球台端线与中线的夹
角。还有裁判员强调了运动员球拍要放置在同一半台内（主裁右侧），拍柄朝外，双打
亦是如此。这样方可从细节上保证执法的规范性。
注重技巧是提业务能力、保证比赛顺利的关键。裁判员们提出了处理和场外指导
的关系问题，比如赛前要确认坐在指导席上的人是登记注册的合法知道者，从比赛最
初阶段就严格按照规则管理场外指导者的行为，注意在一场比赛中场外指导者是否更
换等。贾纯良特别总结了判罚的艺术性问题，认为裁判员的主要职责是保证比赛顺利
进行，尽量淡化自己的存在，让运动员充分发挥，吸引观众的眼球。

通过这次大赛的历练，中国裁判员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总结积累
了经验、获得了启迪。他们不仅自己会在日后的工作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化作实践的
动力，更能够通过他们的辐射力，让乒乓球规则进一步深入人心，让乒乓球运动更加
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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