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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文件
豫老体〔2021〕58 号

关于印发“夕阳灿烂心向党、百年历程铸辉煌”
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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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

广场舞大赛竞赛规程的通知》（豫老体〔2021〕40号）文件要求，

并以“夕阳灿烂心向党、百年历程铸辉煌”为活动主题，经省老年

体协研究，将于 10月 13日-15日在平顶山市宝丰县举办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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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参加本次总决赛所有参赛队的

比赛视频，将由主办单位在现场统一录制，并参加由中国老年体

协举办的 2021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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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2021年 9月 28日



3

附件

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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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

宝丰县人民政府

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宝丰县教育体育局

宝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宝丰豫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执行单位：

河南卓越致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五、主题

夕阳灿烂心向党、百年历程铸辉煌

六、时间地点

（一）比赛时间：2021年 10月 13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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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 12点前报到，下午 2点走场，14日全天比赛，

15日早餐后离会）。

（二）比赛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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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办法：

（一）专业评审采用《全国广场舞竞赛规则》(人民体育出版

社 2018年 1月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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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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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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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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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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建国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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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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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地方特点，反映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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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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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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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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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场队员少于 12人的，每少 1人扣 2分。

（三）上场队员中有 1名男队员加 0.5分，最多加 2分。

十一、参加办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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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各自选拔结果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全省

总决赛。

（二）运动员资格：经常参加体育健身运动，身体状态良好，

适宜参加该项目比赛者，女队员年龄 55岁-70岁，男队员年龄 60

岁-70岁。

（三）每队可报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各一套。

（四）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12 人，替补队

员 1人，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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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奖项设置

（一）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得分相加后的总成绩为各队最终

成绩。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人数

的 60%、40% ，组委会将统一颁发优胜、优秀个人奖牌和个人获

奖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遵守活动规定、在交流活

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8

十三、报名

（一）2021年 10月 10日上午下班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

报至平顶山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三）联系方式：陈绍贵 18137587722

刘金圈 13087047793

王建章 17537596285

办公电话：0375--3396205

电子邮箱：pdsltx2@163.com

（四）省老年体协联系人：

李源博 13526582910

何冠鹏 18838002882

十四、经费

（一）各队参加总决赛差旅费用自理。

（二）各队参加总决赛期间的食宿费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承担。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

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或复印件。未提供保单者，均不允

许参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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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方案如下：

意外伤

害保额

突发急性病身

故保额

附加意外

医疗保额
赔付比例 保险费

方案 1 10 万 10 万 1 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27 元/人

方案 2 20 万 20 万 2 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53 元/人

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服务人员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座机 邮箱

王强 15010527732 010-67162121-8013 shichangbu@ztbx.com
柴莉 15010528607 010-67162121-8026 shichangbu@ztbx.com

地址：北京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院内

邮编: 100061 传真：010-67184566 总机:010-67162121

十五、疫情防控要求

（一）参加活动人员报到时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健康码、以及近 14天的行动轨迹，保证体温在安全范围内。如赛

前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请勿参加活动。

（二）所有参赛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严格执行“健康码”绿

码准入制度。

（三）加强联防联控。参赛人员要严格遵守承办地卫健委和疾

控部门的规定，加强宾馆、酒店、餐厅、交通工具和人员的疫情防

控措施，每天测体温，外出戴口罩。

十六、具体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十七、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九、本规程解释权归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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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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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补

规定套路曲目：

自编套路曲目：

2021年 10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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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三届老年人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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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