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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编                 2018年 5月 24日 

 

老体动态 

●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在焦作挂牌成立 

●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第一次会议在焦作召开 

●全省十万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添彩全民健身 

●河南队获全国老年人网球交流活动团体第三名 

●全省已完成 60个县基层老年人太极拳培训 

基层工作 

●濮阳召开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暨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会 

●第六届安阳“红旗渠杯”全国门球邀请赛落幕 

●郑州老体协:志愿服务下基层 三级联动送健康 

●洛阳市第十三届老健会太极拳（械）比赛举行 

●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 

●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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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举行老年模特才艺展示 

●周口市举行老年人气排球交流选拔赛 

●新乡市举办老年人乒乓球赛 

●滑县举行长跑比赛 

●焦作孟州举办广场舞广场操大赛 

●信阳市平桥区举行老干部钓鱼比赛 

老龄时讯 

●全国老年人口已达 2.41亿人 

●老龄蓝皮书发布：全国一半老年人从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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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体动态 

●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在焦作挂牌成立 

5 月 19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焦作主会

场活动暨焦作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仪式上，中国老体协常务副主席盛志国将“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

项委员会”匾牌授予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靳克文。省老领导马宪

章，陕西省老体协主席黄玮，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

等领导出席活动。 

●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第一次会议在焦作召开 

 5 月 18 日，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焦

作召开。中国老体协常务副主席盛志国，省老体协主席、太极拳专委会主

任靳克文，中国老体协副秘书长李文勇，山东省老体协副主席李长顺，中

央国家机关太极拳协会副主席聂健全，省老体协副主席王书义，省体育局

副巡视员张振中，郑大体院党委书记张绍通，焦作市领导魏超杰、周备锋

等出席会议。 

●全省十万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添彩全民健身 

5 月 19 日，随着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

专项委员会主任靳克文宣布“2018 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

动焦作主会场活动暨焦作市全民健身月活动”启动，全省 18 个省辖市和

10 个省直管县（市）共有约 10 万人同步参与了太极拳展演。省老领导马

宪章、中国老体协常务副主席盛志国、陕西省老体协主席黄玮，焦作市委

书记王小平、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等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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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获全国老年人网球交流活动团体第三名 

5 月 19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网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京山县文峰网

球公园精彩落幕。经过三天的交流比赛，我省代表队 6 对选手共获得七项

优胜奖，团体总分位列 29 支代表队第三名。 

●全省已完成 60 个县基层老年人太极拳培训 

近日，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太极拳

剑基层培训班结束第一阶段培训，共在全省 60 个县市区培训老年太极拳

健身爱好者近 6500 人。按照规划，今年将在全省县市区基层老年人中培

训太极拳剑爱好者 3 万-5 万人。 

 

基层工作 

●濮阳市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暨老年体育组织建设推进会召开 

5 月 17 日上午，濮阳市召开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暨基层老年体育组织

建设推进会，市发展改革委等联席会 14 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各县区

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县（区）长、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老年人体育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第六届安阳“红旗渠杯”全国门球邀请赛落幕 

5 月 24 日，经过五天的比赛，2018 年第六届河南·安阳“红旗渠

杯”全国门球邀请赛在市老年文体苑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48 支代表队

和 72 支双打队、约 600 余人参加了比赛。 

●郑州老体协:志愿服务下基层 三级联动送健康 

5 月 17 日，郑州市老体协志愿服务队“全民健身月”下基层送健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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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展演活动在新密市牛店镇金泽苑社区健康主题公园广场举行，郑州、新

密和牛店镇三级近 600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为社区群众展演了 30 多

个文体节目。 

●洛阳市第十三届老健会太极拳（械）比赛举行 

5 月 18 日，洛阳市第十三届老年人健身大会太极拳（械）比赛在洛阳

西工体育场落幕，20 支代表队近 200 名运动员参加了交流，这是本届老健

会 4 月 24 日开幕以来的第三项赛事，大会将于 9 月闭幕。 

●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 

5 月 15 日，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驻马店市公牛体育

场开幕。本次大会是驻马店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老年人健身盛会，共

设置了门球、健身气功、健身秧歌等 14 个展示交流项目。 

●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开幕 

5 月 23 日，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在市体育馆西广场隆重开幕。

本届运动会共设门球、乒乓球、象棋、秧歌、广场舞、太极拳剑等十个大

项的比赛，整个活动持续到今年 10 月底结束。 

●平顶山市举行老年模特才艺展示 

5 月 12 日，平顶山市首届中老年模特才艺交流展示活动在市工人文化

宫举行。210 名中老年模特在舞台上交流展示了才艺。 

●周口市举行老年人气排球交流选拔赛 

5 月 13 日下午，2018 年周口市“全民健身月”老年人气排球交流选

拔赛圆满结束，7 个县市区的 12 支代表队 136 名运动员参加了选拔。此

前，5 月 12 日上午，周口市还在五一广场举行了河南省老年人太极拳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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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周口展演活动暨 2018 年“全民健身、助力省运”老年人系列交流活

动。 

●新乡市举办老年人乒乓球赛 

5 月 16 日，新乡市老年人乒乓球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以

及老年文体团队的 15 支代表队 150 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凤泉区，切磋

球技。 

●洛阳宜阳挂牌“全国健身球操之乡” 

5 月 17 日，“全国健身球操之乡”授牌仪式在洛阳市宜阳县水晶城广

场隆重举行。中国老年体协健身球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建敏授予宜阳县

“全国健身球操之乡”匾牌。 

●滑县举行长跑比赛 

5 月 13 日，“迎省运 促健康”2018 年滑县全民健身活动月“齐君峰

烧鸡杯”魅力西湖长跑比赛在滑县西湖举行。活动共设青年男子组、青年

女子组、老年男子组、老年女子组四个组别，全省 2000 余名长跑爱好者

参加。 

●焦作孟州举办广场舞广场操大赛 

5 月 20 日，2018 年全民健身月广场舞、广场操大赛在孟州市滨河公

园隆重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办事处的 52 支代表队、860 多名队员参加

了此次活动。 

●信阳平桥区举行老干部钓鱼比赛 

5 月 16 日，平桥区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举办老干部钓鱼比赛，共有来

自全区的 30 多名老同志展示钓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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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体时讯 

●老年人口已达 2.41 亿人 

人民日报 5 月 14 日消息，“重视老龄化国情教育研讨会”日前在山东

烟台举行。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41 亿人，占

总人口的 17.3%。全国老龄办提出，应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

育，尤其要启发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科学认识和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规

律，提高战略意识、理论素养和决策水平，积极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

对。 

●老龄蓝皮书发布：全国一半老年人从不锻炼 

全国老龄办网站消息，近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2018)》。蓝皮书指出，我国约有三成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一半老年人

从不锻炼。此外，网络消费已成为老年人消费新热点。全国有 9000 多万

的 60 岁以上老年在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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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中国老体协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加强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省体育局正副局长、相关处室，省老体协老领导。 

发：各省辖市、直管县（市）体育（教体）局、老体协，省老体协委员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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