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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老体〔2019〕25 号

关于印发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

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老年体协，各行业老年

体协：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举办之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做好新时代

老年人体育工作，打造老年健身品牌活动，实现新时期我省老年

体育工作新跨越，以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省体育

局、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定于 2019 年举办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

场舞大赛。

现将规程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积极做好各项交流活动工

作。

附件：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竞赛规程

2019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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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

竞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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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市）体育主管部门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广泛开展老年人体育健

身活动，动员和引导广大老年人参与广场健身操舞运动，以迎接

省第十三届老健会为契机，通过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带动

全省老年广场舞爱好者“舞出精彩、舞出自我、舞出健康、舞出

快乐”，增强广大老年人的健身意识，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形

成崇尚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彰显老年人的精神风采，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四、活动主题

新时代迎新中国七十华诞、新形象展河南老年体育风采

五、阶段安排

共分 4 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乡、镇、街道办事处选拔赛，4 月-5 月）

以乡、镇、街道办事处老年体协和涉老部门为主办单位，以

行政村、社区、健身站点，群众自发的健身队为参赛单位，乡镇

比赛以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所在地为比赛地点，街道办事处比

赛可选择广场、公园为比赛地点。比赛场地悬挂条幅，不要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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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队伍统一服装,勤俭办赛，评分标准以队伍整齐划一为基础。

（二）第二阶段（县、市、区选拔赛，5 月-6 月）

以县（市、区）为主办单位，各乡镇、街道办、机关企事业

单位、协会健身站点选拔出 1-3 支队伍参赛，根据举办能力控制

赛事规模;省直管县（市）选拔 1 支队伍直接晋级总决赛。不要

求统一服装。评分标准以队伍整齐划一为基础。

（三）第三阶段（省辖市选拔赛，9 月-10 月）

以省辖市为主办单位，各县（市、区）选送 1-3 支队伍参赛，

根据举办能力确定赛事规模，选拔 1 支队伍参加总决赛。要求统

一服装，参照总决赛参赛办法进行评分。

各省辖市根据实际情况可举行复活赛，另外选拔 1 支队伍参

加总决赛，复活赛具体安排见补充通知。

（四）第四阶段（河南省总决赛，11 月）

在各选拔赛的基础上，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推荐 1 支队

伍（组织复活赛的省辖市可推荐 2 支队伍）、省直和行业老体协

推荐 1 支队伍参加全省总决赛，展现本地风采，凸显河南老年人

特色，形成规模声势。

六、活动要求

（一）省老体协将各级赛事举办情况纳入“五动机制”考评

内容，根据赛事规模、办赛质量给予赛事补贴。乡（镇、街道办）

举办的赛事要上报现场比赛照片、参赛单位名称、参赛队数人数；

县（市、区）赛事要上报秩序册、成绩册、现场比赛照片；省辖

市赛事要上报参赛秩序册、成绩册和当地媒体宣传的现场比赛图

片、视（音）频。

（二）本次交流活动在全省范围层层发动，通过乡（镇、街

道办）级选拔赛、县（市、区）级选拔赛、省辖市级选拔赛，最

终选拔出优秀队伍参加河南省第二届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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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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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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设置：

（一）规定套路：各参赛队在下列 27 个套路中任选 1 套。

1.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推广的 12 套：

《倍儿爽》、《今夜舞起来》、《站在草原望北京》、《策马奔

腾》、《广场 style》、《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中国

美》、《中国味道》、《快乐舞步健身操》、按摩球韵律操《微

笑》、活力健身操《自豪的建设者》。

2.2017 年全国广场舞推广委员会推广的 12 套：

《阿西里西》、《天蓝蓝》、《万树繁花》、《丝绸之路》、

《激情飞扬》、《吉祥谣》、《请到长城来滑雪》、《凉凉》、

《凉山姑娘》、《萨朗姐》、《桃花谣》、《最美的中国》。

3.2018 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推广的 3 套：

《点赞新时代》、《全民共舞》、《欢乐中国欢乐家》。

（二）自编套路：各参赛队自行创编 1 套广场舞。

八、总决赛参赛办法：

（一）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省直及各行业老年人体

育协会可组织当地所有广场舞爱好者参加选拔赛，最终选拔出一

支队伍参加全省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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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以上，最大年龄

不超过 70 岁(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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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80%8D%E5%84%BF%E7%88%BD%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B%8A%E5%A4%9C%E8%88%9E%E8%B5%B7%E6%9D%A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AB%99%E5%9C%A8%E8%8D%89%E5%8E%9F%E6%9C%9B%E5%8C%97%E4%BA%AC%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AD%96%E9%A9%AC%E5%A5%94%E8%85%B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AD%96%E9%A9%AC%E5%A5%94%E8%85%B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9%BF%E5%9C%BAstyl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0%8F%E8%8B%B9%E6%9E%9C%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C%80%E7%82%AB%E6%B0%91%E6%97%8F%E9%A3%8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AD%E5%9B%BD%E7%BE%8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AD%E5%9B%BD%E7%BE%8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AD%E5%9B%BD%E5%91%B3%E9%81%93%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E%AE%E7%AC%91%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E%AE%E7%AC%91%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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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最新审定的《广

场操舞竞赛规则》。

（二）各套路比赛只进行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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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内不允许出现其它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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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体现广场舞活动的

社会化、群众化，重在健身、重在交流、重在推广和普及，要求

各队在参加比赛时统一穿着运动服或训练服，男、女运动员服装

分别统一。不允许穿着民族服装、舞蹈服装参加交流。不按要求

着装，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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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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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围绕庆祝建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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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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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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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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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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总决赛竞赛规程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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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报名表

参加单位：

联系人： 手机：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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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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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二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并签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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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