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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老体〔2021〕6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全省老年人线上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

关老年体协：

2021 年 3 月 8 日是第 111 个国际妇女节，我国第 98 个妇女

节。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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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决定在三月份举办庆“三八”妇女

节全省老年人线上交流活动，现将活动规程印发你们，请各单

位按照要求在录制及筹备过程中统筹安排，并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积极报名参加。

附：1.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全省老年人广场舞网络视频大

赛竞赛规程

2.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全省老年人手杖操网络视频大

赛竞赛规程

3.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全省老年人太极拳网络视频大

赛竞赛规程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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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广场舞网络视频大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二、承办单位

各省辖市、省直机关、省直管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比赛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17 时截止。

四、项目设置

所有广场舞爱好者均可以个人或家庭（不超 3 人）为单位

进行录制，须从以下第（一）、（二）项中任选 1 项进行展示。

（一）规定套路：可在下列 27 个规定套路中，任选 1 套作

为标准进行短视频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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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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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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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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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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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艺术性和观赏性。

但不能有类似舞台剧形式的艺术类舞蹈参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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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后，裁判员根据录制视频逐一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选。

六、参赛短视频要求

（一）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安全，需严格按照本地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做好完备的疫情防控与风险防范措施，不得因视频

录制而产生聚集行为。

（二）视频须为一次性录制，不得剪辑，如发现剪辑拼接

迹象，取消参赛资格。

（三）视频格式标准：MP4 格式，正面横拍，图像清晰。

（四）视频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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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参赛的所有视频均为参赛人员自愿参加，录制

视频过程需量力而行，不得进行高难度、高危险动作拍摄，组

委会不承担因拍摄视频或在练习中，参赛人员身体健康出现意

外情况的责任。

（六）参赛视频中不能包含违背社会公德或违反法律法规

的图文影像，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参赛队的参赛资格。

（七）本次比赛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

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

（八）对于所有参赛作品，一经参赛将视为选手同意组委

会拥有其参赛作品的使用权，组委会可将此作品在各相应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等展播平台进行展播。

七、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

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为单位报名参加，参加队伍数量不限，

各单位需将参赛作品统一汇总后上传至指定邮箱。

（二）参赛队需将参赛视频连同报名表打包压缩，以“广

场舞+地市名+队名+联系方式”进行命名，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hnlngcw@163.com。

（三）参加人员需本人自愿，亲属支持，身体健康，年龄

为：男 60-70 岁、女 55-70 岁。

八、奖励办法

mailto:hnlng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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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人数的 60%、

40%，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电子获奖证书（等效纸质证书）。个人

奖牌将寄送至各单位老体协。

九、联系方式

（一）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李源博

联系电话：0371-53317114

（二）广场舞竞赛裁判组

联 系 人：杨荷燕

联系电话：13598802555

十、裁判员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调。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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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广场舞网络视频大赛

报名表

地 市 参赛队伍名称

联系电话 作品名称

队员 1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2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3姓名 性别 年龄

参赛声明

一、我自愿报名参加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河南省老年人

广场舞网络视频大赛，我愿意遵守本次交流活动的所有规定，并

承担违反规程规定的责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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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会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要求，

配合属地做好疫情防控等有关工作。

四、我承诺在录制视频过程将量力而行，不进行高难度、高

危险动作拍摄。

特此承诺！

参赛者：

日 期：2021 年 3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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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手杖操网络视频大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二、承办单位

各省辖市、省直机关、省直管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比赛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17 时截止。

四、项目设置

（一）规定动作

（二）自编动作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手杖操大赛执行中国老年人体协批准实施的

《2018 年版持杖健走竞赛规则和裁判法》及本规程。

（二）手杖操规定动作，从中国老年人体协推广的手杖操

《大家一起来》《小苹果》《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燃烧吧蔬

菜》《踩踩踩》《最美的中国》《骏马奔驰保边疆》《欢聚一

堂》中任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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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杖操自编动作，需符合《2018 持杖健走运动竞赛

规则和裁判法》中手杖操自编动作的创作要求，对自编动作进

行动作说明，需从正面录制，清楚展现手杖操动作。

（四）报名截止后，裁判员根据录制视频逐一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选。

六、参赛短视频要求

（一）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安全，需严格按照本地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做好完备的疫情防控与风险防范措施，不得因视频

录制而产生聚集行为。

（二）视频须为一次性录制，不得剪辑，如发现剪辑拼接

迹象，取消参赛资格。

（三）视频格式标准：MP4 格式，正面横拍，图像清晰。

（四）视频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五）本次参赛的所有视频均为参赛人员自愿参加，录制

视频过程需量力而行，不得进行高难度、高危险动作拍摄，组

委会不承担因拍摄视频或在练习中，参赛人员身体健康出现意

外情况的责任。

（六）参赛视频中不能包含违背社会公德或违反法律法规

的图文影像，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参赛队的参赛资格。

（七）本次比赛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

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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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于所有参赛作品，一经参赛将视为选手同意组委

会拥有其参赛作品的使用权，组委会可将此作品在各相应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等展播平台进行展播。

七、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

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为单位报名参加，参加队伍数量不限，

各单位需将参赛作品统一汇总后上传至指定邮箱。

（二）所有手杖操爱好者均可以个人或家庭（不超 3 人）

为单位进行录制。

（三）参加人员需使用专业持杖健走手杖，需统一服装。

（四）参赛队需将参赛视频连同报名表打包压缩，以“手

杖操+地市名+队名+联系方式”进行命名，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hnlnczjz@163.com。

（五）参加人员需本人自愿，亲属支持，身体健康，年龄

为：男 60-70 岁、女 55-70 岁。

八、奖励办法

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人数的 60%、

40%，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电子获奖证书（等效纸质证书）。个人

奖牌将寄送至各单位老体协。

九、联系方式

（一）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李源博

联系电话：0371-53317114

mailto:hnlng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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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杖操竞赛裁判组

联 系 人：张河英

联系电话：13938561880

十、裁判员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调。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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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手杖操网络视频大赛

报名表

地 市 参赛队伍名称

联系电话 作品名称

队员 1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2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3姓名 性别 年龄

参赛声明

一、我自愿报名参加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河南省老年人

手杖操网络视频大赛，我愿意遵守本次交流活动的所有规定，并

承担违反规程规定的责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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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会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要求，

配合属地做好疫情防控等有关工作。

四、我承诺在录制视频过程将量力而行，不进行高难度、高

危险动作拍摄。

特此承诺！

参赛者：

日 期：2021 年 3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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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二、承办单位

各省辖市、省直机关、省直管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三、比赛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17 时截止。

四、项目设置

（一）24 式、42 式、八法五步和各式太极拳规定套路。

（二）2019 年中国老年人体协评审通过的《老年 26 式陈式、

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和式太极拳》规定套路。

（三）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和式太极拳传统

套路和自编套路。

五、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印制的最新版《传统武术套路竞

赛规则》及有关规定。

（二）报名截止后，裁判员根据录制视频逐一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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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人员在进行视频录制时，需着太极拳演练服

装，不得佩戴影响比赛的饰物。

六、参赛短视频要求

（一）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安全，需严格按照本地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做好完备的疫情防控与风险防范措施，不得因视频

录制而产生聚集行为。

（二）视频须为一次性录制，不得剪辑，如发现剪辑拼接

迹象，取消参赛资格。

（三）视频格式标准：MP4 格式，正面横拍，图像清晰。

（四）视频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五）本次参赛的所有视频均为参赛人员自愿参加，录制

视频过程需量力而行，不得进行高难度、高危险动作拍摄，组

委会不承担因拍摄视频或在练习中，参赛人员身体健康出现意

外情况的责任。

（六）参赛视频中不能包含违背社会公德或违反法律法规

的图文影像，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参赛队的参赛资格。

（七）本次比赛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

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

（八）对于所有参赛作品，一经参赛将视为选手同意组委

会拥有其参赛作品的使用权，组委会可将此作品在各相应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快手号等展播平台进行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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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

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为单位报名参加，参加队伍数量不限，

各单位需将参赛作品统一汇总后上传至指定邮箱。

（二）所有太极拳爱好者均可以个人、家庭（不超 3 人）

或团队（不超 3 人）为单位进行录制。

（三）参赛队需将参赛视频连同报名表打包压缩，以“太

极拳+地市名+队名+联系方式”进行命名，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hnlntjqj@163.com。

（四）参加人员需本人自愿，亲属支持，身体健康，年龄

为：男 60-70 岁、女 55-70 岁。

八、奖励办法

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人数的 60%、

40%，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电子获奖证书（等效纸质证书）。个人

奖牌将寄送至各单位老体协。

九、联系方式

（一）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李源博

联系电话：0371-53317114

（二）太极拳竞赛裁判组

联 系 人：许昭伦

联系电话：0391-3936437，0391-2950038

十、裁判员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调。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mailto:hnlng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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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

河南省老年人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

报名表

地 市 参赛队伍名称

联系电话 作品名称

队员 1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2姓名 性别 年龄

队员 3姓名 性别 年龄

参赛声明

一、我自愿报名参加 2021 年庆“三八”妇女节河南省老年人

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我愿意遵守本次交流活动的所有规定，并

承担违反规程规定的责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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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会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严格按照属地管理要求，

配合属地做好疫情防控等有关工作。

四、我承诺在录制视频过程将量力而行，不进行高难度、高

危险动作拍摄。

特此承诺！

参赛者：

日 期：2021 年 3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