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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协会动态

“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颁奖盛典盛大举行
2 月 25 日，首届“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颁奖盛典在北京渔阳饭店世纪大厅盛大举行。本次活动由中
国网球协会、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国内权威网球专业类杂志《网球天地》倾力承办，旨在表彰为中国网球百年历
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中国网球人。
本次活动，万里同志担任组委会荣誉主席，李瑞环同志担任组委会名誉主席，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网球运动一如既往的深情和责任感。李瑞环同志为“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亲切题词——“开创网球新
天地”。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 位网球人齐聚一堂，他们中有德高望重的网球元老，有为中国赢得奥运金牌、亚洲冠军的
网球健儿，有功勋卓著的优秀教练员，有来自各地网球协会的负责人，还有最具代表性的业余网球爱好者。可谓是中
国网球界有史以来最齐整的一次聚会。
两位活动组委会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和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社长
涂晓东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共祝中国网球美好的明天。
北京元老网球协会主席、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肖天；北京市网球
协会主席、原北京市政协主席陈广文；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刘泽彭；中央国家机关网球协会主席、中
国奥委会副主席王钧；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向东；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院长杨桦；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南京体育学院院长张雄；全国政协委员、昆仑银行董事唐
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孙大光；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副司长温文；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办公
室主任胡银同；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李有林；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高沈阳；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
玲蔚；《中国体育报》总编辑高超；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副社长王平；中国网球协会特邀副主席万伯翱；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吕彤欣； CSPN 中国电视体育联播平台执行总裁陶伟；活动组委会秘书长、《网球天地》杂志出
版人、执行主编刘丹梅等出席了颁奖典礼。
首届“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旨在“尊重历史，歌颂功臣，铭记先驱”，共分“领跑者”、“贡献者”
和“爱好者”三类评选，领跑者包括杰出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专业网球工作者；贡献者指对中国网球百年发
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业内外人士；而爱好者涵盖每一位普通球迷。
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备、启动仪式和线下预热等活动，12 位获奖者脱颖而出。其中，白介夫、张锋获得首届“天地
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贡献者”；梅福基、刘树华、李婷、孙甜甜、李娜、郑洁、彭帅、蒋宏伟、余丽桥共
九人获得“领跑者”殊荣；谢京生捧起了“爱好者”奖杯。
“天地英雄”不仅是中国网球人的莫大殊荣，还承载着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将来的“中国网球名人堂”奠
基。颁奖典礼上，多位网球界前辈为筹建中的“中国网球名人堂”捐出了第一批珍贵的网球藏品。
最后，所有与会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共祝中国网球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获奖名单】
领跑者：梅福基、刘树华、李
贡献者：白介夫、张 锋
爱好者：谢京生

婷、孙甜甜、李

娜、郑 洁、彭

帅、蒋宏伟、余丽桥

【首届“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大事记】
2009 年底，为纪念中国网球运动作为竞技项目一百周年，《网球天地》杂志发起“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
活动，旨在纪念中国网球百年历史，表彰为中国网球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中国网球人。
2010 年 5 月 20 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民间提名阶段正式开启。至 8 月 31 日，“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

物评选活动提名阶段截止。承办方《网球天地》杂志总计收到 1921 份提名，其中属于“领跑者”的 320 份，“贡献者”
的 403 份，“爱好者”的 1198 份。
9 月至 11 月，首届“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民间投票和评委会评选先后展开。在充分考量评审委员会专家
组意见和大众投票后，2011 年 1 月，4 位评委会“特别荣誉奖”和“终身荣誉奖”提名及 78 位从 1921 份有效提名中
脱颖而出的入围者在《网球天地》杂志上亮相。同时，网络投票阶段正式开始，由腾讯网特别制作的“天地英雄”中
国网球人物评选活动官方网站投票窗口启动。
2011 年 2 月 20 日，网络投票落幕，共计 198 万人次投票。承办方《网球天地》杂志经复核审计后，去除重复 IP
投票等无效投票，计有效投票 215520 张，得票超 1 万张的为 9 人，得票最高者为李娜，为 20755 张。2 月 21 日，活动
承办方将网络投票结果正式呈交评审委员会专家组，网络投票将成为最终得奖者的重要的参评依据！
2 月 24 日，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对入围名单进行最终评议，评审委员会专家组从历史贡献、时代代表性、社会影响
力、公众认可度、对网球项目的推动作用、对未来发展的引导等方面进行评价和比较，最终评选出首届“天地英雄”
的获奖者。
2 月 25 日，首届“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颁奖晚会盛大启动，最终当选者名单也在同天揭晓。
“天地英雄”中国网球人物评选最终入围名单请见《网球天地》杂志 2011 年第 2 期、3 期或登陆网球天地官网
http://www.itennisworld.com.cn 查询。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11 版）》即将颁布
为了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发展网球事业，加强中国网球协会组织建设，规范会员管理和服务，维护会员合
法权益，保障网球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中国网球协会章程》，由中国网球协会制定的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11 版）》将于近期颁布。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11 版）》主要面向包括个人、俱乐部、地方协会在内的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就
会员资格、入会程序、会员权利以及义务等多方面进行了最新阐述。而这也是继前不久《中国网球协会业余选手身份
认定规则（2011 版）》出台后，中国网球协会今年颁布的第二项针对国内网球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近年国内网球运动的迅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人及组织加入到网球运动中来，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新
的变化与冲击，中国网球协会希望借助相应规范办法的修订及出台，与时俱进，更好地推动中国网球健康发展。
本次即将颁布的《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11 版）》由十章共五十条构成，内容更具指导性及操作性。总
则中规定，“本会实行会员制，会员包括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单位会员分为会员协会和会员俱乐部。”其中会员协
会不单指网球重点发展城市的网球协会，亦包括“其他在网球教学训练、网球技术技能和理论培训、网球研究与传播
等方面具有专项职能的全国性专业网球社团组织。”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11 版）》通过量化等手段使其更具操作性及透明性，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网球协会所属的网球俱乐部，高等院校的网球俱乐部具有 100 名以上会员的，经过学校有关部门批准，
可以申请加入本会。其他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法人俱乐部和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俱乐部，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市级行政区域开展活动或经营的，或具有 5 处以上连锁场馆的，或具有 10 片以上网球场地的，或
具有 200 名以上个人会员的，或以培养高水平职业选手为目的的可以申请加入本会。
此外，在会员权利一章中，个人会员与单位会员的各项权利都一一罗列，如“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交流、竞赛、
科研、培训等活动的权利”，“优先、优惠获得本会的资料、技术指导、咨询以各种纪念品、器材和其他有关服务和
物品的权利”等。

2011 年“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球团体赛开始报
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成都市网球协会承办，四川水井坊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 2011 年“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
余网球团体赛已定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至 2011 年 5 月 2 日在成都高新网球中心举行，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球团体赛（CTC），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 11 届。它既弥补了目
前国内网球赛事市场的空白，又增进了大、中城市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赛事影响力的增强，报名城市逐年增加。为了赛事更好的发展，从 2010 年开始，“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
余网球团体赛试行分组和升降级制度，即红组冠、亚军队伍，次年获得金组参赛资格；而金组成绩最后两支队伍，次
年将参加红组比赛。此举大大增加了赛事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提高了赛事的观赏性。
步入 2011 年，“水井坊杯”中国大城市业余网球团体赛已步入了第 12 个年头，这项赛事早已在全国网球界的积

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下成为我国群众体育领域知名的传统品牌赛事。各参赛队可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28-86628507，传
真：028-86749746，联系人：吴昌炉、罗永薇。报名网站：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网 http://www.imcta.cn。

《中国网球协会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申办指南（2011 版）》发布
近日，中国网球协会《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申办指南（2011 版）》正式发布，各地方网球协会、学校及俱乐部，
如满足申办条件，皆可向中国网球协会提出申办请求。
“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班”是以国际网联（ITF）Tennis Play & Stay 课程体系为核心，专门针对儿童和初学者组织
教学训练的教练员进行的专项网球教学培训。
2009 年 5 月，中国网球协会“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班”首期班在北京开课。培训班围绕“快易+乐享”理念，强
调网球教学的趣味性与实用性，强调更好地与初学者沟通交流。同时通过对器材和场地的改进，采用合适的球、球拍
以及球场来展开教学，使初学者能够更容易地掌握各项基本技术并喜欢上网球运动。
培训至今，“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班”已先后在 20 余座城市成功举办，培养快易教练员逾千名。培训对象主要面
向：
一、俱乐部中面向网球学员的全职、兼职网球教练
二、大、中、小学中从事网球教学的教师和教练
三、青少年或成年业余网球培训班的教练和助教
四、其他面向网球学员组织教学活动的网球教练
2011 年，中国网球协会将在全国各地以开放承办权的方式继续举办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提高教练员教学水平。
在本次发布的《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申办指南（2011 版）》中，为保证教学质量，特对申办团体的资质进行了严
格要求，如：
一、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包括各省、市网球协会，高校，俱乐部和各地体育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二、具有不少于 2 片的连片标准网球场地（室外场地需有风雨球场或室内馆在下雨时备用），场地附属设施齐全、
具有必要的培训服务，如讲座室，休息处等；
三、具有相应的培训组织和管理经验，具有承办教练员培训的能力。
可以看出，本次《快易网球教练员培训申办指南（2011 版）》的发布，充分肯定了各地方网球协会、学校及俱乐
部等本土力量对快易网球发展的积极推动与支持。正是由于有大众的热情参与，快易网球才得以在国内得到迅速推广，
相信中国的网球事业道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聚 焦 会 员

培育网球市场 加强市场运作
文/老晚

南京市作为我国网球运动开展较为普及的城市，拥有着深厚的网球文化内涵以及众多网球爱好者。南京市网球运
动协会在此基础上，一直致力于使网球运动能够服务于普通群众，使更多群众参与到网球运动中来，积极推动全民健
身活动的开展。2010 年以来，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一直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作为网球事业发展的新途径，通过不断争
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扩大了社会各界对网球运动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支持度，在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中，南京市网球运
动协会以互利双赢为原则，积极开展合作，促进了南京市网球运动的发展，提高了网球运动在南京的影响力。
过去的 2010 年，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积极打造品牌赛事，先后举办了两项贯穿全年的赛事，即“地铁杯”南京业
余网球俱乐部联赛和“网协杯”南京业余网球积分赛。“地铁杯”南京业余网球俱乐部联赛是继 08、09 年成功举办两
届后的新兴赛事；而“网协杯”南京业余网球积分赛，在 2010 年赛事中增加了同乐组和精英组，选手们能够在比赛中
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技术、增加比赛的对抗性和享受比赛的乐趣。此外，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还组织了南京高校精英网
球团体赛、少儿排位赛、名人挑战赛及各种邀请赛在内的多项赛事。其中，高校团体赛自从开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
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各大高校悉数参加，2010 年参赛高校已达十九所。不同种
类，不同级别的赛事使南京业余网球形成了多层次、多内容的比赛结构，促进了网球运动的全面发展。
2010 年，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积极配合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办了面向江苏省体育系统的“国家社会体
育指导员（网球）中级资格认证培训班”，在培训班的前期准备、中期服务、后期收尾上付出了艰辛的工作，受到了
江苏省体育局、南京市体育局及培训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进入 2011 年，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将在南京业余网球四大赛事（业余俱乐部联赛、业余积分赛、高校团体赛、少

儿排位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网球运动的群众参与度，增加网球人口数量。拟通过与电台、器材供应商的战略合
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趣味网球活动，通过简单易行的网球互动游戏，使更多的市民来体验网球的乐趣，进而加入到
网球运动的队伍中来。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还将积极配合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办各类夏令营、短训班、裁判员
学习班、社会指导员培训班等各类相关培训，培养网球人才、普及推广网球运动。同时，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将利用
丰富的网球社会资源，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发挥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作用，全面打造具有良好网球文化和众多网
球人口的南京市网球运动格局，为中国网球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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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电子邮箱

传
真：010-80115555 转 385106
电子邮箱：lr@tennis.org.cn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通讯》征稿启示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通讯》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北京中网泰尼斯体育发展中心编辑。其办刊宗旨为加强会员联
系，促进会员发展计划，提供最为前沿的中国网球协会动态，打造中国网球协会会员交流平台，更好的为中国网球协
会会员服务。
欢迎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将本地区最近举办的网球活动介绍推荐到通讯中来，打造良好的会员形象，展示会员风采。
一、征稿对象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
二、开设栏目
聚焦会员
三、征稿范围
1.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网球发展现状介绍。
2. 中国网球协会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最新开展的网球活动。
3. 其他与网球相关内容。
四、投稿须知
1．来稿要求文字叙述流畅、主题鲜明，能够清晰、充分表达稿件内涵。若有相关配图，请同时提供文章配图。
2．作者确保稿件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必要的删改，如不同意删改者，请在
投稿时说明。因编委会工作量较大，请作者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3．稿件书写格式要求：必须写清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联系电话、题目、正文。
4．为保证内容质量，来稿以 500－1000 字为宜。
投稿邮箱： lr@tennis.org.cn 联系电话：4008-1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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