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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第七届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展演在安阳举行

●河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总决赛圆满落幕

●7000 余名登山爱好者重阳节在鸡公山勇攀高峰

●我省代表队在全国老年人健身交流活动中捷报频传

●三省四市在山西运城共商老年体育发展

基层工作

●郑州市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圆满收官

●郑州市举办庆重阳老年人气排球、门球交流活动

●开封市举办第 33届“健康杯”老年人门球赛

●洛阳市举办“老健美中国梦”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文体节目展演

●濮阳市第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暨“全民健身 舞动龙都”

广场舞大赛总决赛举行



●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健会圆满闭幕

●济源市举行广场舞比赛

●信阳全市广泛开展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

●新乡市举行庆重阳老年人文体健身展示活动

●商丘市庆重阳老年人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大会举行

●平顶山万余市民重阳登高

●平顶山举行老年人文体节目展演和广场舞比赛

●南阳市第三十一届老年人门球赛开赛

●三门峡市举办老年书画摄影展

●周口市举行广场健身操舞选拔赛

●鹤壁市开展走基层送健康老年健身展演活动

●永城市举办老年节文艺演出

●长垣县开展重阳节全民健身文体展演

●邓州市举行老年健身大会暨书画展

●长葛市老年健身活动优秀节目进社区展演

●获嘉县举行九九重阳“颂”党恩大型文艺晚会

●柘城县举行老运会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老年书画展

●安阳北关区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形式多样

●渑池县举行老年人文体节目展演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荥阳市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掀起高潮

●孟州市中老年人体育文艺健身大会吸引万人参赛

●浚县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多

●郑州市中原区郭厂村开展重阳节文体健身活动



老体动态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10 月 16 日，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安徽

省池州市隆重召开。会议对 2018 年专委会已开展的工作全面回顾总结，对

2019 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对未来三年发展进行规划研究。

中国老体协常务副主席盛志国，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主任、省老

体协主席靳克文，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党委书记刘大庆、健身气功中心

党委书记王玉龙，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副主任李长顺、彭随义、聂健

全、周备锋、张绍通，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振中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老体协及 5 个行业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的委员代

表近 60人参加了会议。

●第七届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展演在安阳举行

11 日晚，随着 15个精品节目在安阳市大会堂的靓丽上演，为期三天的

第七届河南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圆满落幕！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激发全省服务老年文体健身骨干项目创编热情，展示项目创编最新成

果，来自郑州、洛阳、开封、南阳等地的 37个节目近 700 名老年人在舞台

上表演了健身球操、柔力球、健身气功、太极拳等文体优秀节目，展示了

新时代老健美的风采，向全省老年人提前献上了“老年节”的问候。省老

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靳克文、副主席王书义，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振中，安

阳市领导葛爱美、陈志伟、张玲、李长治、高雁卿等出席活动。

●河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总决赛圆满落幕

10 月 21 日，为期两天的 2018 年河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总决



赛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馆落幕，包括北京将军乒乓球队等 7 支特邀

代表队在内的 30支代表队 300 余人参加了决赛，最终洛阳、滑县、永城代

表队获得前三名。

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靳克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以祥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由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副主席王书义主持，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振中，焦作市领导王小平、徐衣

显、刘涛、王建修、葛探宇、牛炎平、范涛出席开幕式。

●7000 余名登山爱好者重阳节在鸡公山勇攀高峰

10 月 17 日，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参与承办的 2018 年全国群众登

山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八届“三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在信阳市鸡公

山风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文明河

南，健康中原”为主题，7300 余名登山旅游爱好者沿着鸡公山近 10公里的

登山古道，勇攀报晓峰，同赏秋日景。

●我省代表队在全国老年人健身交流活动中捷报频传

全国老年人健身展示系列活动 10 月陆续在安徽省池州市茶溪小镇举

行，我省代表队也是捷报频传。在 8 日至 12 日举行的门球交流活动中，我

省两支代表队分获第五、六名。在 15 日至 17 日举行的太极拳（剑）交流

活动中，我省焦作、南阳、许昌、滑县四支代表队 32 人参赛，共获得 42

项优胜奖 12 个优秀奖，其中 5个个人项目获得第一名，2 个集体项目获得

第一名。

●三省四市在山西运城共商老年体育发展

11 日至 13 日，2018 年黄河金三角地区老年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体



育健身节目展演暨老体协工作研讨会在运城市举行，我省三门峡市老体协

不仅选送了 4 个精彩的文体健身节目，王铁创主席所做《找准定位精准发

力在脱贫攻坚中彰显老年体育价值》的发言受到好评。

基层工作

●郑州市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圆满收官

10 月 18 日，“全民健身我参与 体育强市我添彩”---“体彩杯”郑州

市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省老体协主席靳

克文、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振中、郑州市体育局副调研员张郑锋、市老体

协副主席司国臣、乔梁、刘峰等出席活动并为代表队颁奖。本次大赛 7 月

启动报名，9 月 11 日开赛，经过初赛、复赛、和总决赛，共有 340 支队伍

近万人参与其中。当日，22 支队伍参加了总决赛角逐，最终红舞裙健身舞

蹈队等三支队伍获得第一名。

●郑州市举办庆重阳老年人气排球、门球交流活动

郑州市“‘老键美·中国梦’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郑州市欢度重

阳‘老年节’”气排球、门球交流活动先后举行。14 日在郑州市路迪一•羽

毛球馆举行的气排球交流活动中，16支代表队近 170 余名教练员、运动员

参加了交流；门球交流活动于 15-16 日在滨河公园举行，48 支队伍 500 余

人参赛，年龄最大的 92岁。

●开封市举办第 33 届“健康杯”老年人门球赛

15 日至 16 日，由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市门球协会承办的开封

市第 33届“健康杯”老年人门球赛在汴京公园老年人健身中心举行，26支



代表队近 300 名运动员参赛。

●洛阳市举办“老健美中国梦”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体节

目展演

21 日，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长申国际广场举办了“老健美中国梦”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文体节目展演，200 余老年人展示了柔力球、太极拳、

南无拳等文体节目。与此同时，在洛阳市老年体协的统一部署安排下，洛

宁、新安、汝阳等各县区在“老年节”期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老年健身庆

祝活动。

●濮阳市第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暨“全民健身 舞

动龙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举行

10 月 14 日下午，濮阳市第二届“体彩杯”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

暨“全民健身 舞动龙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华龙区人民会堂举行。本届

老健会设乒乓球、门球、中国象棋、太极拳、自行车、钓鱼等 6 个项目，

将有 1000 多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参与角逐。广场舞大赛历时 5 个月，117 支

队伍 2000 多名爱好者参加预赛，最终 16支队伍在总决赛中展示风采。

●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健会圆满闭幕

10 月 17 日，驻马店市召开第四届老年体育健身大会总结表彰会。本届

老健会共由九个代表团组成，140 多支代表队 1100 多名运动员参加 11项交

流和展示活动，创该市历届老健会新高。

●济源市举行广场舞比赛

重阳节期间，济源市举行“放歌新时代·聚力新征程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 2018 年广场舞”比赛，通过开展广场舞、健身秧歌、健身球操交流



活动，倡导全民健身活动，讴歌“老健美”，引领“康乐寿”。

●信阳全市广泛开展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

15 日，2018 年信阳市举行老年人文艺精品展演，15支队伍 300 余人展

示了老年人文体结合的健身成果。淮滨县老年人系列文体活动 13日在县淮

河公园举行，上午 300 余名老年文体爱好者展示了 20个文体健身节目，下

午进行了首届柔力球专场展演；14 日举行了老年人象棋和钓鱼比赛；罗山

县举行了 2018 年老年人文体展示活动，为广大老年朋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文体健身大餐；16日，平桥区在世纪广场举办了“九九重阳，今又重阳”

文体展演活动，13个节目展示了老年人文体健身的风采。在 17日息县开展

的“走基层送健康”活动中，近 80个表演队深入乡镇、社区、农村进行了

太极拳和广场舞操展示、指导。

●新乡市举行庆重阳老年人文体健身展示活动

日前，新乡市庆祝重阳节老年人文体健身展示活动在市老年大学礼堂

举行，30多支代表队 800 多名老年人参加了手杖操、广场舞、时装秀展示

活动。

●商丘市庆重阳老年人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13 日，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柔力球比赛在新城国际酒店落幕，6

支代表队 90余人参加了比赛。此外，围绕欢度重阳节，商丘各地也组织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健身活动。7 日，梁园区老年人空竹协会在廉政文化广

场门球场举行庆重阳大型空竹展演活动，庆祝协会成立十周年。12 日，睢

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在金世纪广场举办老年节老年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

13日，虞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举行重阳节太极拳展示活动。14日，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承办的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商丘分会场活动举行；夏邑县老

年人体育协会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重阳节演唱会；睢县举行迎重

阳老年人乒乓球比赛。15日，柘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举行了老年人乒乓球、

象棋比赛和老年书画展。16 日，民权县举行老年节文体活动汇演和迎重阳

老年人门球比赛，宁陵县则隆重举行了九九重阳节庆祝大会。17 日，睢县

在铁人广场举行老年人文体展演，23支代表队1000多名老年人欢度老年节。

●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大会举行

13 日，“体彩杯”2018 年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大会隆重开幕，活动由许

昌市体育局、市委老干部局、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举办，为期三天，共

设置门球、乒乓球、太极拳剑、健身操舞、抖空竹、柔力球、健身气功等

七项交流比赛活动。

●平顶山万余市民重阳登高

17 日，由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平顶山市跑步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8 年平顶山市第二届“富平春杯”重阳登高节活动在平顶山山顶公园举

行，万余市民在登高活动结束后，还参加了抖音立定跳远、跳绳等活动。

●平顶山举行老年人文体节目展演和广场舞比赛

10 月 7 日，2018 年平顶山市老年人文体健身优秀节目展演在平顶山工

人文化宫露天剧场举行，36个优秀节目 300 多人进行了舞龙盘鼓、舞蹈、

合唱、模特秀、柔力球、太极拳、健身球操、手杖操、武术、秧歌等展演。

8 日，平顶山市老体协还举行了 13 支代表队参加的老年人广场舞交流比赛

活动。

●南阳市第三十一届老年人门球赛开赛



24 日，南阳市第三十一届老年人门球赛在市中心如意湖门球场开赛，

来自各县市区的 18支门球队 200 余人参加了比赛。最终，卧龙区代表队获

得第一名。

●三门峡市举办老年书画摄影展

15 日，三门峡市第七届老年书画摄影展开展，现场共展出作品 100 多

幅，是从全市征集到的 200 余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展期两天，面向社会

免费开放。

●周口市举行广场健身操舞选拔赛

11 日，2018 年周口市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选拔赛在市体育中心老年人

健身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和市区各健身站点的近 60 支代表队 1000

多名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鹤壁市开展走基层送健康老年健身展演活动

10 月 21 人，鹤壁市老年体在浚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了走基层送健

康老年健身活动展演，手仗操、广场舞、健步走等项目展演受到了群众的

热烈欢迎。

●永城市举办老年节文艺演出

16 日，“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2018 年永城市“九九”老年节文

艺演出在市人民广场举行，60多支健身团队展示了广场舞、健身球操、太

极扇、空竹等节目，歌颂对党、对祖国、对永城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赞

美，以此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和第六个老年节。

●长垣县开展重阳节全民健身文体展演

17 日，长垣县在亿隆广场举行了 2018 年长垣县重阳节全民健身文体展



演暨道德模范《巡讲巡演巡展》活动，现场展示了广场舞、太极扇、鼓舞、

戏曲等文体节目。

●邓州市举行老年健身大会暨书画展

17 日，邓州市第 35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暨邓州·民权“新时代之韵”

老年书画展在邓州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大会共举行门球、乒乓球等项目

交流活动，书画展共展出邓州和民权两地书画作品一百余幅，书画名家还

现场挥毫泼墨。

●长葛市老年健身活动优秀节目进社区展演

17 日，由长葛市老年体育协会主办、大周镇政府协办，王皮庙村承办

的“2018 年长葛市第三届重阳节老年人健身优秀节目进社区展演活动”在

王皮庙村文化广场上举行。

●获嘉县举行九九重阳“颂”党恩大型文艺晚会

17 日，获嘉县九九重阳“颂”党恩大型文艺晚会在县影剧院举行，百

余名老年人载歌载舞歌颂党的好政策、传唱党的好传统，展示了全县老年

人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营造了重阳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柘城县举行老运会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老年书画展

17 日，柘城县第三十四届老运会开幕式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老

年书画展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老运会为期5天，共有来自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县直局委的57个代表团230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

●安阳北关区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形式多样

10 日以来，安阳市北关区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国庆、迎重阳”老年

人健身活动。钓鱼比赛 10日在洹园老年文体苑举办，33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13 日，在东区两馆南广场上，600 多人进行了广场操舞交流活动；15-17 日，

20 多名老年人在洹园老年人体育馆举行了台球友谊赛；16 日，100 名老年

健步走爱好者在洹园参加了户外健身健步走友谊赛。

●渑池县举行老年人文体节目展演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15 日，渑池县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老年人优秀文体节目展演活动

在县体育馆举行，19 支代表队近 350 名老年人展示了 20 个精彩的文体

节目。

●荥阳市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掀起高潮

11 日，荥阳市举行庆祝“九·九老年节”门球比赛，全市 41支代表队

近 400 人进行了 74 场比赛。目前，荥阳市以庆重阳、欢度老年节为主题的

老年健身活动天天举行，高潮迭起。按照计划，这些活动将持续至 27日，

共举办广场舞大赛、柔力球、戏曲演唱等 16项文体活动。

●孟州市中老年人体育文艺健身大会吸引万人参赛

13 日至 14 日，孟州市第五届中老年人体育文艺健身大会在市文化广场

举行，全市各乡镇、办事处的 80多支团队近万名运动员和观众参加了展示。

期间，除了举办广场舞、交谊舞、旗袍、羽毛球、象棋比赛外，该市还对

近年来为老年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颁奖。

●浚县庆重阳老年健身活动多

14 日，浚县老体协还在此举行了“2018 年浚县老年人健身活动展演”。

13 日至 21 日，该县在老年人健身康乐园、建设路棋类活动站等场地，

分别举行了庆重阳老年人乒乓球、中国象棋、抖空竹、门球等系列健身

活动。



●郑州中原区郭厂村开展重阳节文体健身活动

13 日，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郭厂村也在村委会广场举行 2018 年“九九

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重阳节敬老文体健身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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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