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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编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老体动态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办钓鱼项目集训活动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办“九九重阳”老年人垂钓联谊活动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行太极拳（剑）、健身气功集中培训

基层工作

●郑州:郑州市陈式太极拳研究会成立

●开封：重阳节老年人门球赛为菊会添彩

●开封：首届广场舞交流圆满落幕

●洛阳市栾川县老年节活动精彩纷呈

●平顶山：老年模特展示秀风采短视频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平顶山：老年体协开展联谊活动共庆“九九重阳”

●平顶山：“常青快乐”合唱团举行活动欢度重阳

●平顶山：举办“欢度重阳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70周年”

专场朗诵会

●焦作全市老年人“掀起运动健身大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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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第三届“纯臻高特杯”广场舞大赛城区竞赛总决赛暨 2020

年濮阳市市直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

●漯河市：庆“重阳” 老年人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圆满结束

●漯河市：庆“重阳”（老年节）老年人门球赛圆满结束

●南阳：三十三届老年人门球赛圆满结束

●商丘：开展多彩老年体育活动喜迎老年节

●信阳市：举办 2020 年重阳节门球交流活动

●驻马店：举办健身气功太极拳培训班

●驻马店：举办 2020 年“九九重阳”鞭陀交流活动

●周口市：举办老年人健身操舞交流活动

●荥阳：举办九九重阳节健身展演活动

●荥阳市：举办庆祝九九重阳节门球赛

●叶县老年体协开展 “走基层送健康”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

●滑县：举办第三十二届老年人运动会暨2020年老年人健身月启动仪式

●滑县：举办 2020 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示活动暨滑县健身气

功站点联赛

●延津：九·九“重阳节” 浓浓夕阳情

●宜阳：老年体协隆重举行全县健身球操交流活动

●武陟：九九重阳 老年健身展风采

●孟州：创建“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总结表彰会

●禹州：举办 2020 年“九九老人节”庆典活动

●社旗：“九九”重阳节庆祝大会暨老年人系列健身活动展演

●民权：举办“我为河山赋能助力”暨重阳节文体汇演

●睢县：积极开展“我为河山赋能助力”及庆祝老年节文体展演活动

●宁陵：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泌阳：举办 2020 年重阳节老年人登山活动

●汝南:举办老年人“迎重阳” 优秀文体节目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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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体动态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办钓鱼项目集训活动

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至 21 日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省钓鱼

协会、荥阳市老体协承办，在荥阳市龙凤山庄对我省组队参加第四届全国

老健会钓鱼项目进行优秀运动员的第一次集训工作。此次参加集训的 43名

运动员都是近几年曾代表河南省参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运动员。通过

集训优中选优，选出了前 15名的优秀运动员。以后还要对在这次集训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再次集训。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办“九九重阳”老年人垂钓联谊活动

为庆祝“九九重阳”节，推动全民健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活跃老

年人的文体生活，由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省钓鱼协会、省直老年人体

育协会、省体育局老干处承办，于 10 月 25 日在新郑市林泉垂钓园举办了

“九九重阳”老年人垂钓联谊活动。

●河南省老年体协举行太极拳（剑）、健身气功集中培训

河南省老年体协10月 27日在河南省老年体协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

封）校区，对全省老年人太极拳（剑）、健身气功项目优秀运动员开展集

中培训。省老体协副主席王书义参加活动。本次集训为期两天，来自全省

各地 80余名太极拳（剑）和健身气功老年运动员参加培训。

基层工作

●郑州：郑州市陈式太极拳研究会成立

2020 年 10 月 21 日，郑州市陈式太极拳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中原区举行。

来自省市区体育部门、武术协会的有关领导以及焦作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和

郑州市各区太极拳友近 150 人参加成立大会。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郑州市

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第一届组织机构，郑州市武术协会秘书长李菲宣读了《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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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武术协会关于同意成立郑州市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的批复》并颁发了聘

任证书和纪念牌匾。

●开封：重阳节老年人门球赛为菊会添彩

在 2020 年开封市第 38 届菊花花会刚刚开幕之时，由开封市老年体协

主办、市老年体协门球专项 委员会承办的第老年人门球比赛又举杆开战。

来至全市教体，休干，工商，交通，通讯，金融等 25支代表队近 300 名老

年门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于 10 月 24 日在汴京公园市老年人健身中心圆

满收杆。经过两天 73场激烈角逐，祥符一高代表队力战群雄获得冠军，体

公联代表队获得亚军，省一监和桥工代表队并列获得第三名。

●开封：首届广场舞交流圆满落幕

10 月 27 日，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市老年体协广场舞专委会承办

的 2020 年“重阳节”开封市首届老年人广场舞交流活动在梁苑科普广场举

行。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王保赞参加活动并宣布开幕，市教育体育局群众

体育科、市老年体协、广场舞专委会有关领导出席交流活动。来自全市 45

支代表队 61 个表演节目 750 名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参与交流活动。

●洛阳市栾川县老年节活动精彩纷呈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年体协把2020年重阳节老年体育活动作为当前

的重头戏来抓，县老年体协主席张建军，常务副主席张海科，秘书长周红

性，老年节前后参加了 12场活动，深入老年人群，有序推进了全县活动的

开展。

●平顶山：老年模特展示秀风采短视频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10 月 20 日，“2020 年平顶山市老年模特展示秀风采短视频交流活动”

圆满落幕，经过裁判委员会评审，26个队伍的短视频获优胜奖，13个队伍

的短视频获优秀奖。

●平顶山：老年体协开展联谊活动共庆“九九重阳”

10 月 22 日，由平顶山市老年体协空竹委员会牵头，联合其他 7个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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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团体，在平顶山市湛河公园雪松健身园，开展联谊活动，共庆“九九

重阳”。

●平顶山：“常青快乐”合唱团举行活动欢度重阳

10 月 25 日，平顶山市“常青快乐”合唱团，在平顶山市河滨公园举行

活动欢度重阳。活动中队员们演唱了《我的祖国》、《长征组歌》、《志

愿军战歌》等歌曲。欢度重阳、庆祝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70周年。

●平顶山：举行“九九重阳节”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10 月 25 日，由平顶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平顶山市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

主办的，河南平顶山市 “20 20 九九重阳节”健步走大联动活动”（主会

场），在风光秀丽的平顶山市白鹭洲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

为 “跃动重阳节，共圆小康梦”。平顶山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社会团

体负责人,平顶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各专项委员会及平顶山市新华区、卫东

区、湛河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老年健步走爱好者 11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平顶山：举办“欢度重阳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70 周

年”专场朗诵会

10 月 25 号上午，平顶山市鹰城老年朗诵社和老年体协诗词委员会的成

员，在平顶山市鹰城广场举办了“欢度重阳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

战 70周年”专场朗诵会。此次活动在平顶山市图书馆大力支持下，由平顶

山市朗诵社主办，平顶山市老年体协诗词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朗诵会。

●焦作全市老年人“掀起运动健身大浪潮”

10 月 17 日日至 23 日由焦作市体育局、焦作市体育总会、焦作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的“2020 年焦作市老年乒乓球比赛”和两期老年人社会体

育指导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培训内容为太极拳（八法五步）、广场舞（天

南地北唱中华），在市太极体育中心健身馆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和培训班，

有100多名老年运动员报名参赛和200多名老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

●濮阳市：第三届“纯臻高特杯”广场舞大赛城区竞赛总决赛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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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濮阳市市直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

10 月 25 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濮阳市第三届“纯臻高特杯”广

场舞大赛城区竞赛总决赛暨2020年濮阳市市直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

在市体育场胜利召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忠民、中共濮阳市

委老干部局四级调研员张希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负责人出席活动。来自

各单项协会的负责人及参加总决赛的 16支广场舞队伍，共计 260 余人参加

开幕仪式。总决赛中，华韵芳华艺术荣获一等奖，舞之美艺术团、风采依

然舞蹈队荣获二等奖，供电舞蹈队等六支队伍获得三等奖。至此，我市第

三届广场舞大赛城区竞赛圆满结束。

●漯河市：庆“重阳” 老年人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圆满结束

10 月 21 日至 23 日，由漯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漯河市体育局主办，

漯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 2020 年庆“重阳”（老年节）漯河市老年人

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在漯河市体育中心举办。来自各县区老年体协、市直

单位和各辅导站点的 200 余名教练员参加了培训。

●漯河市：庆“重阳”（老年节）老年人门球赛圆满结束

10 月 25 日是重阳佳节，为庆祝中国第八个老年节（重阳节），进一步

广泛开展我市老年人门球活动，10 月 24 日至 26 日，由漯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漯河市体育局主办，漯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漯河市老年体

协门球分会协办的 2020 年庆“重阳”（老年节）漯河市老年人门球赛在供

电公司门球场、市建行门球场、邮电花园门球场、市工行门球场四个门球

场同时进行，全市 20支代表队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

●南阳：三十三届老年人门球赛圆满结束

南阳市第 33 届老年人门球赛，于 10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南阳市全民健

身门球场开赛。本次赛事来自辖区县、市的 16支代表队参赛。最终南阳军

休代表队获得冠军，新野县代表队获得亚军，邓州市代表队获得季军。镇

平县、卧龙区、唐河县、福源公司、南召县代表队分别获第四至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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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开展多彩老年体育活动喜迎老年节

2020 年老年节到来之际，商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分别举办了老年人柔

力球、空竹、鞭陀交流展示活动。睢阳区老年健身园举行柔力球活动，由

200 名老年运动员进行了柔力球集体表演。商丘市鞭陀协会承办的老年人鞭

陀才艺展示活动，共有来自市区十三支代表队 169 人参加。老年节当日，

由来自商丘市区的 9 支代表队 102 名队员在老年节当天在金世纪广场为现

场观众献上精彩表演。10月 22 日，睢县老年文体委在县北湖门球场举行了

庆祝老年节门球赛，共有 18支门球代表队近 200 名老年门球爱好者以挥杆

对垒的形式共庆老年节。10月 25 日，睢县城内心连心艺术团、老年合唱团

等 17个老年文体团队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了文体展演，近万名老年人以自己

喜闻乐见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10月 24 日上午，宁陵县老年体协主办的

宁陵县老年体协老年节健身展示活动隆重举行。共有来自全县的 10个代表

队 200 余名老年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夏邑县老年体协联合县委老干部局在

长寿广场举行了 2020 年欢度重阳文艺演出。

●信阳市：举办 2020 年重阳节门球交流活动

10 月 25 日，由市老体协举办的重阳节门球交流活动在老年活动中心门

球场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市内各站点的 10 支球队 80 名队员参加。通过此

次交流活动，彰显了浓浓的尊老爱老、敬老为老之情，进一步推动了全市

老年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驻马店：举办健身气功太极拳培训班

10 月 25 日，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举办健身气功、太极拳培训班。

各县区老体协主席、秘书长和市老体协工作人员在为期 3 天的培训中，学

习“健身气功八段锦”和“陈式太极拳六首四相功”。

●驻马店：举办 2020 年“九九重阳”鞭陀交流活动

10 月 24 日，驻马店市“九九重阳”皇家驿站杯鞭陀交流活动在驻马店

市皇家驿站举行。各县区鞭陀爱好者欢聚皇家驿站文旅特色小镇庆九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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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展示交流鞭陀技艺。 信阳、永城、光山、许昌等市县区鞭陀爱好者应

邀组队参加。

●周口市：举办老年人健身操舞交流活动

10 月 27 日，周口市教体局、市老年人体育指导中心、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等共同举办2020年周口市老年人健身系列展示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健身

操舞交流活动，来自全市 6 个县市区的 100 余名选手在市老年人健身馆翩

翩起舞、尽展“风姿”。

●荥阳：举办九九重阳节健身展演活动

10 月 23 日，由荥阳市老年人体育委员会主办的庆祝九九重阳节健身展

示活动，在荥阳人民广场进行。来自全市的 15支健身队 350 名队员参加展

演。健身队员们先后展演了 24式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功夫扇、八段锦等

节目。

●荥阳市：举办庆祝九九重阳节门球赛

10 月 27 日，由荥阳市老年人体育委员会主办的庆祝九九重阳节门球比

赛，在市门球活动中心进行。来自全市城乡的 35支门球队参加比赛。经过

72 场激烈角逐，高村乡马沟队、环境二院队、市保健院队荣获前三名，广

武镇唐垌队、市老年体育委员会队、中国农业银行荥阳市支行队分获第四

至六名。

●叶县老年体协开展 “走基层送健康”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

活动

10 月 26 日河南叶县“走基层送健康”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

在叶县马庄回族乡民族文化广场举行。表演项目有戏曲、模特展示、太极

拳、健身球操、广场舞、水兵舞、手杖操、莲花扇、功夫扇串烧和八段锦

等。精彩的展示，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滑县：举办第三十二届老年人运动会暨 2020 年老年人健身月启

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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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由滑县人民政府主办，滑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滑县老

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承办的滑县第三十二届老年人运动会暨2020年老年人

健身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体彩健身苑举行。县政府副县长赵自勋，县老年体

工委常务主席李翠萍等领导参加了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共有 1000 余名健身

爱好者进行了盘鼓、舞狮、广场舞、曳步舞、健身球操、柔力球、空竹、

健身气功、太极拳、持杖操等体育项目技能展演。

●滑县：举办 2020 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示活动暨滑县健

身气功站点联赛

10 月 28 日，由滑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主办，滑县体育运动中心承办

的 2020 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滑县赛区）暨滑县健身气

功站点联赛在滑县体育综合健身馆举行，滑县老年体工委常务主席李翠萍，

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党组成员、体育运动中心主任韩大伟出席了活动。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共有来全县35支代表队300余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参加。

●延津：九·九“重阳节” 浓浓夕阳情

为迎接第 32个“老人节”的到来，10 月 23 日由延津县老年人文体协

会举办的“九·九重阳节 浓浓夕阳情”优秀文体节目展演活动在县人民路

广场隆重举行。节日的广场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来自各基层的近三十个文体团队兴高采烈，群情激昂，处处呈现出一片欢

乐的海洋。

●宜阳：老年体协隆重举行全县健身球操交流活动

10 月 19 日，“2020 年‘迎重阳’宜阳县老年人健身球操交流活动”

在装扮一新的宜阳县城滨河文化广场如期举行。来自宜阳县的参赛队伍共

30个健身球操代表队（其中乡镇 13个，城区 17 个），总人数达 820 余人。

●宜阳：老年体协隆重举办“重阳节”红色经典豫剧演唱会

为缅怀前辈英烈英模的光辉事迹，激励人们爱党爱国，同心圆梦，自

强不息，10月 24 日晚，县老年体协在宜阳文化馆小剧场隆重推出了一台《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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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 2020 年重阳节豫剧红色经典戏曲演唱会》。整场演唱会突出红色元素，

汇集了九部红色经典作品中的经典选场和唱段，采用豫剧演唱的表演形式，

精彩纷呈地展示给观众。

●武陟：九九重阳 老年健身展风采

为丰富老年人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武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在文

体苑举办了为期四天的“九九重阳节”运动会。运动会共分为四个项目：

健身操赛、沙包投准、门球基本技术赛、门球团体赛。县老年体协主席齐

永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吴全新、副局长王春生出席了闭

幕仪式并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孟州：创建“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总结表彰会

10 月 23 日，孟州市来自各乡镇、办事处的文体主管领导、市各体育协

会负责人及老年体协七十六个健身团队共同参加孟州市教育体育局、孟州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召开的孟州市创建“全国老年太极拳之乡”总结表

彰会。这次活动还因地制宜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乒乓球、羽毛球、门球和风

趣幽默的抖音比赛。本次总结表彰会既全面检阅了疫情过后老年人自强不

息，积极向上的丰硕成果，又充分展示了老年体育工作者新时代新征程的

精神面貌和靓丽风采。

●禹州：举办 2020 年“九九老人节”庆典活动

10 月 25 日上午，来自禹州市 68支老年体育健身代表队的近千人参加

由禹州市委老干部局、禹州市体育服务中心、禹州市老年体育协会共同主

办，赛尔博大口腔集团承办的“九九老人节”庆典活动。

●社旗：“九九”重阳节庆祝大会暨老年人系列健身活动展演

10 月 22 日，社旗县 2020 年“九·九”重阳节庆祝大会暨老年人系列健身

活动展演拉开帷幕。社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姬欣，社旗县人大副主任姚

军等参加活动。社旗县为期两天的重阳节庆祝活动将有 1000 多名离退休老

干部参加行篮球、门球、乒乓球等体育、歌舞、健身、气功等系列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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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展演活动。

●民权：举办“我为河山赋能助力”暨重阳节文体汇演

民权县 10 月 25 日在民生广场举行“我为河山赋能助力”暨重阳节文

体汇演，16个老年人健身团队 260 多人参加了演出，广场舞、豫剧、模特、

健身气功、柔力球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睢县：积极开展“我为河山赋能助力”及庆祝老年节文体展演

活动

10 月 25 日，睢县分设 16个展演点积极开展“我为河山赋能助力”及

庆祝老年节文体展演活动。数千名老年文体爱好者参与展演，以自己喜爱

的方式欢度自己的节日。

●宁陵：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10 月 24 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民族医院的志愿者开展“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主题活动。志愿者们为颐天年养老公寓的老人洗脚、按摸、

量血压等，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老人们。

●泌阳：举办 2020 年重阳节老年人登山活动

10 月 25 日，由泌阳县卫健体委、县文联、县老年体协、盘古山风景区，

共同举办的 2020 年重阳节老年人登山活动在盘古山风景区隆重举行，城乡

登山爱好者 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登山活动。

●汝南:举办老年人“迎重阳” 优秀文体节目展演

10 月 23 日，由中共汝南县委组织部、汝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支持，

中共汝南县委老干部局、汝南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主办，汝南县老年人

体育协会承办的 2020 年汝南县老年人“迎重阳”优秀文体节目展演活动在

县龙亭体育公园举行。本次活动有 10个优秀文体节目、200 多名老年人参

加了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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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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