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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老体〔2018〕41 号

★

关于印发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
交流活动规程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各行业

老年体协：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省范围蓬勃发展的广场健身操舞活动深

受广大老年人喜爱，生动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营造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良好氛围，树立“老健美引领

康乐寿”的正确导向，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全民健身中主力军的作

用。报经省体育局同意，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定于 2018 年 8

月-10 月在全省举办河南省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交流活动。

现将活动规程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积极做好各项交流活

动工作。

附件：交流活动规程

2018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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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

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各省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各省直管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省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方盈体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时间和地点

本次交流活动在全省范围层层发动，采取县、市、省逐级展

演的方式开展，各地优秀广场舞团队均可参加。

（一）基层选拔（2018 年 8 月—10 月）

各省辖市分县、市两个层级广泛开展基层选拔交流活动，与

当地群众文化体育品牌活动相结合，通过选拔遴选出一批本地优

秀广场舞团队。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将组织和选派高水平人员

赴各地进行工作指导。

（二）总决赛（2018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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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选拔的基础上，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和省直、行

业老体协各推荐 1 支具有本地特色和代表性的优秀广场舞团队参

加全省集中交流，凸显河南老年人特色，形成规模声势。

总决赛定于 2018 年 10 月底进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活动要求

各级老年体协要把本次活动作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一

项重要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具体交流活动方案，本次活动

的组织举办情况将列入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工作“五动机制”考评

内容。

各地要按照原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文公共发

〔2015〕15 号）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

动的通知》（体群字〔2017〕193 号）要求，充分利用公共文化和

体育设施为展演活动提供场地支持，加强对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

理，加强广场舞活动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采取多种形式传播

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广场舞文化，不得因广场舞活动产生扰民、

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等。要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各地展演活动须制

定活动安全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五、项目设置

（一）规定套路：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审定并推出的 12

套广场健身操舞任选 1 套。

（二）自编套路：各参赛队自行创编 1 套广场健身操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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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决赛参加办法

（一）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省直及各行业老年人体

育协会选拔 1 支队伍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资格：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适宜参加该项

目比赛者，年龄 55 岁(1963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以上，最大年龄

不超过 70 岁(1948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三）每队可报规定套路 1 套和自编套路 1 套。

（四）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12-20 人，替补

队员 2 人，鼓励男队员参加。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最新审定的

《广场健身操舞竞赛规则》。

（二）各套路只进行一轮交流。

（三）规定套路音乐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制作的标准音乐，

由大会统一播放。

（四）自编套路的音乐由各参赛单位自行制作，并录制在 U

盘上，U 盘内不允许其它内容出现，音乐开始部分允许有不超过

二个八拍的预备拍，报到时交大会，统一播放。

（五）参赛队员着装适宜运动，符合成套动作风格。服装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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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少男、女运动员服装分别统一。

（六）弃权。超过规定时间 10 分钟不到场的代表队，视为

自动放弃比赛。比赛中，因不服从裁判判罚或其他原因，在裁判

长要求恢复比赛后 5 分钟内，仍旧不进行比赛，视为罢赛，取消

该运动队继续比赛和获奖的资格。

八、竞赛有关规定

（一）规定套路

1、至少有五次以上队形变化。

2、不允许改变动作的性质和顺序。

3、规定套路以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并摄制的教学光盘为准。

（二）自编套路

1、自编套路创编，应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创编广

场舞作品，或近年来创编的优秀广场舞作品。内容积极向上，突

出时代性，创作或表演形式具有时代创意，富有地方特点，反映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可以选择民族健身操舞、现代健

身操舞、爵士健身操舞、踢踏健身操舞等传统健身操舞中具有代

表性且适用于体育锻炼的基本动作。整套动作应考虑人体运动的

基本规律，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

但不能有类似舞台剧形式的艺术类舞蹈参赛。

2、至少有六次队形变化，每个队形至少完成二个八拍的

动作。

3、音乐和动作的衔接要流畅、准确，动作过渡要自然。

4、自编套路时间：3 分 30 秒至 4 分 30 秒之间，以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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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动作开始计时，最后一个人动作结束停表。

5、整套动作中不允许出现禁止动作：动作选择超出参赛

队员的能力范围。（各种抛接、翻腾、托举桥等动作）。

6、参赛的轻器械，要求安全、美观，不允许使用锋利、

具有伤害性器械。

7、突出个人及少数人的表演，不得超过 2 次，每次不得

超过 2×8 拍。

8、比赛场地：20 米×20 米，标记带宽 5 ㎝，属于比赛场

地的一部分。整套动作要充分利用场地。

九、评分办法

（一）为保证交流活动的公平、公正，裁判将现场打分并公

开示分。评分采取 100 分制计分。

（二）上场队员少于 12 人的，每少 1 人扣 2 分;多于 20 人

的，不扣分也不加分。

（三）上场队员中有 1 名男队员加 0.5 分，最多加 3 分。

十、总决赛奖励办法

（一）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得分相加后的总成绩为各队最终

成绩。设立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参赛队伍获奖比例为一等

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优秀奖 40%。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十一、总决赛报名、报到和离会

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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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经费

（一）各单位选拔活动经费由各单位负责。

（二）各队参加总决赛差旅费用自理。

（三）各队参加总决赛期间的食宿费和赛地市内交通费由省

老年体协负责。

十三、保险

（一）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突

发急性病身故保险及附加意外医疗保险。可自行在当地购买上述

保险，也可选择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保险方案如下：

意外伤

害保额

突发急性病

身故保额

附加意外

医疗保额
赔付比例 保险费

方案 1 10 万 10 万 1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27 元/人

方案 2 20 万 20 万 2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53 元/人

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服务人员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座机 邮箱

王强 15010527732 010-67162121-8013 shichangbu@ztbx.com

柴莉 15010528607 010-67162121-8026 shichangbu@ztbx.com

地址：北京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院内

邮编: 100061 传真：010-67184566 总机:010-67162121

（二）报到时由大会组委会对参加交流人员的上述材料进行

审核，未能提供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自愿参加责任书、保单

证明者，均不允许参加本次交流活动。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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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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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规定 自选

领 队

教 练

1运动员

2运动员

3运动员

4运动员

5运动员

6运动员

7运动员

8运动员

9运动员

10 运动员

11 运动员

12 运动员

13 运动员

14 运动员

15 运动员

16 运动员

17 运动员

18 运动员

19 运动员

20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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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交流活

动并签署本责任书。对以下内容，我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且予

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我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

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

心律不齐、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及其它不适合运动的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

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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