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文件
豫老体〔2022〕32 号

关于转发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举办全民
健身线上运动会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展示活动

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老年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各行业老

年体协：

现将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举办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全

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展示活动的通知》（体老字〔2022〕14 号）

转发给你们，请各地、各级老年体协按照文件要求，积极组织人

员参加。

附件：《关于举办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

展示活动的通知》（体老字〔2022〕14 号）

2022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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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各专项委员会 

（四）推广 

博睿体育 

二、活动时间 

2022年 6月 30日- 8月 8日 

报名、上传视频截止时间：6月 30日- 7月 31日 

专业评审时间：8月 1日- 8月 6日 

公布成绩、证书下载时间：8月 8日 

三、项目设置 

柔力球、气排球、健身球操、太极拳、持杖健走（含手杖操）、

广场舞、门球、乒乓球、健身秧歌、可乐球、桌上冰壶 

四、报名 

（一）报名办法 

1. 微信搜索“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小程序”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小程序活动页面，选择参加的项目，按要求上传视频即

可完成报名。 

2. 微信关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众号”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点击线上活动进入小程序活动页面，按要求报名即可完成报

名。 

           

                小程序码                  公众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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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名成功后，可在小程序中“我的报名”中查看活动视频

是否通过审核。 

（二）上传视频要求 

1.上传的视频须未曾参加过任何展示交流类活动。活动组织

单位有权对选手上传作品的合规性进行审核，有权删除其上传作

品文件或取消其上传资格。 

2.上传的视频画面须清晰稳定。建议拍摄设备的分辨率至少

为 720p、30fps（如为 1080p、60fps 更佳）。参与者着装应整洁大

方，符合项目特点。 

3.上传的视频严禁违背社会公德，严禁植入广告和违反相关

法律规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像、图片、图标、旗帜、标语、

文字、声音等。 

4.本次活动组织方不承担因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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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赛者上传视频即代表同意授权主办方将视频用于本次活

动的发布与宣传。 

五、奖励办法 

（一）所有参赛者均可获得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群体部颁发的电子参赛证书。 

（二）根据所有参赛者报送视频时填的地区信息，统计出参

赛者数量前十名，并向相关老年人体育协会颁发最佳组织奖。 

（三）其他奖项根据单项规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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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情防控要求  

疫情防控属地化管理，参赛人员必须遵守所在地区的疫情防

控要求，确保安全参赛。 

七、其它 

（一）本此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组织单位有权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参与者做出取消活动

资格的决定。 

（三）所有参赛者有义务充分了解个人身体状况，并自主判

断其身体状况是否能参与该项目。 

（四）参赛者上传视频意味着同意授权本竞赛组委会将视频

用于本次赛事活动的发布与宣传。 

（五）参赛者默认已知晓运动风险并自愿参加，期间发生的

任何伤亡及意外事故均由本人负责，家属、遗嘱执行人或有关人

员均不能以此为由向主办方及其他关联方提出索赔和诉讼要求。 

 

附件：1. 柔力球项目规程 

      2.气排球项目规程 

      3.健身球操项目规程 

      4.持杖健走项目规程 

5.太极拳项目规程 

      6. 乒乓球项目规程 

7. 广场舞项目规程 

      8. 门球项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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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健身秧歌（鼓）项目规程 

      10. 可乐球项目规程 

      11. 桌上冰壶项目规程 

 

 

 

                                  中国老年人体协 

                                  2022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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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单拍：集体规定、集体自选、单人套路、双人套路。 

(二)双拍双球：集体规定、集体自选、单人套路、双人套路。 

集体规定套路可选择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布的任何套路。 

二、参加办法 

(一)各级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其它

社会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每个单位限报视频三个，参加集体项目的人数 8- 12人。 

(三)单人自选项目每队限报 1 人，双人自选项目每队限报 2

人，多人自选项目每队限报 3- 5 人，且单人自选、双人自选或多

人自选项目不得兼报。 

(四)参赛音乐须节奏明快，内容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风

格多样、特色明显。(单人自选套路：2分—2分 30秒；双人自选

套路：2 分 45秒—3 分 15秒；多人自选套路 2 分 45秒—3 分 15

秒)。 

（五）参加人员需身体健康，年龄应在 55周岁以上。 

三、交流办法 

执行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会审定的《全国老年人柔力

球竞赛规则(2020年版)》。 

四、奖励办法 

设优胜奖、优秀奖，获奖比例为参加队伍的 40%、60%，并颁

发获奖证书。 

五、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浅    电话：1330566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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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指定项目：个人对墙传垫、个人传垫扣组合、隔网两人传垫

球。 

自选项目：发球、两人接发球组织进攻。 

二、参加办法 

（一）面向全国各级老年人体协、老年人气排球活动组织、

家庭（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组成）及个人公开征集。 

（二）年龄：男子为 57 周岁以上、女子为 53 周岁以上；           

家庭组年龄不限。 

（三）参加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身体健康，

且经常参加气排球活动。在确保场地、器材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录

制。 

三、项目展示 

（一）指定项目：对墙连续传或垫（捧）球 50次 

方法：参赛者自己向墙上目标进行连续击球。要求必须用各

种击球方法（垫、传球或捧球）连续将球击向墙体。 

规定：①参赛者在距墙 2米后进行击球, 脚触及限制线击球不

记次数；击球目标离地面 2 米左右。②击球时必须按气排球动作

进行，不得持球。③必须连续用各种击球方法击球 50次，中途不

能失误中断击球过程。 



- 8 - 

（二）指定项目：单人传垫扣组合 

方法：个人从端线出发，行进间用垫或捧球连续向上击球 3

次后，再向上传球两次（后一次传球稍高），最后在进攻线后跳起

扣球过网。 

 

规定：必须在端线至进攻线之间完成传、垫、扣组合动作。

同时要符合规则要求。 

完整组合重复完成三次。 

（三）指定项目：隔网两人传垫球 

方法: 两人一组隔网站在进攻线后进行传、垫球（或捧球），

时间为 30秒。 

规定：①两人连续击球不得失误，中途失误即结束。②在传

垫（或捧球）过程中，脚触及或越过进攻线进行击球，不算失败，

但不计击球次数。在规定时间内统计击球次数。③自抛击球开始

就计算次数。 

 

（四）自选项目：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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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气排球场地划分为 6个区域（如图），参加者连续发

10 个球，球落入相应区域得相应分数（界内外判断同规则一致），

满分 100分。 

 

规定：①发球必须采用上手或者勾手发球技术。②每人连续

发 10个球，发球必须有一定的力量与速度。 

（五）自选项目：两人接发球组织进攻 

方法：甲队员接发球后，再上步扣乙队员传出的球，两人交

替进行。每个人接-扣 5个球。两人共接-扣 10个球。 

 

规定：两人接发球组织进攻连续进行不能失误。完成动作流

畅，扣球有一定力量与速度。 

四、视频拍摄要求 

视频拍摄必须是横向拍，人物要居中。建议使用三脚架, 不得

把多次拍摄的内容进行剪辑和编辑。否则将不予选用。视频总长

度控制在 3 分钟以内，可通过手机、相机、DV等设备摄录，最好

有配音增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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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励办法 

经评审，完成指定和自选全部项目的个人（组合）将获得康

乐奖证书。以家庭成员参与的将获和谐家庭奖证书。 

六、中国老年人体协气排球专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伟 1380677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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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设置 

  (一)规定套路：第 13、14、15、16套(不分男女)  

  (二)自编套路：单、双球 

1.健身套路 

   2.单人(男、女)  

  3.双人(男双、女双、混双)  

4.家庭组合(由亲属组成)  

  二、参加办法 

  (一)以各地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其

它社会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规定套路和健身套路人数为 6- 12人，各队可各报一套。

个人可兼报家庭组合(时间不超过 3分 30秒)，家庭组合人数为 2- 5

人(其中须有 50岁以上成员 1人，其余成员年龄不限)  

  三、交流办法 

  (一)执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审定的《健身球操竞赛规则

(2020年修订版)》。 

  四、奖励办法 

规定、自编套路分设优胜奖和优秀奖，优胜和优秀录取比例

为 40%、60%。设若干最佳创编奖。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孔秀丽     电话：1359337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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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持杖健走个人行走展示 

  (二)持杖健走团队行走展示 

  (三)手杖操规定套路展示 

  (四)手杖操创编套路展示 

二、参加办法 

（一）以各地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

其它社会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每个人和每个团队，只能录制一个短视频，持杖健走

个人展示和团体展示可以兼项，手杖操规定套路和创编套路可以

兼项。 

（三）参加人员需身体健康，遵守本人所在地政府关于新冠

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确保安全。参加人员年龄应在 50周岁以上。

(1971年 12月 31日(含)以前出生)  

（四）参加人员需使用专业持杖健走手杖，团队人员需统一

服装。 

三、交流办法 

（一）持杖健走个人行走展示 

1．持杖健走个人行走展示包括三个部分 
( 1)标准姿势行走展示。 

( 2)场地接力交流活动技术动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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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户外穿越交流活动技术动作展示。 

2.说明 

以上三种姿势的展示需连续完成，每一种展示往返行走 15米，

总计往返行走三次。 

第一次：要求标准姿势行走；第二次：要求既符合场地接力

竞赛规则，又有较快的速度；第三次：要求既符合户外穿越（基

本姿势行走）竞赛规则，又有较快的速度。 

3. 评审方法 

三次行走分别计分，分数相加。按分数高低排序，分数高者

列前。 

( 1)标准姿势行走展示： 

完全符合标准姿势要求，10 分；稍差，但标准姿势合格，9

分；未达到标准姿势，但达到基本姿势的要求，7分；未达到基本

姿势要求，0分。  

(2) 场地接力交流活动技术动作展示（规则和速度相结合）： 

符合场地接力竞赛规则，且速度较快，9 分至 10分；符合场

地接力竞赛规则，速度没有加快（相比标准姿势）7分；未符合场

地接力竞赛规则，0分。 

(3) 户外穿越交流活动技术动作展示（规则和速度相结合）：  

符合户外穿越（基本姿势行走）竞赛规则，且速度较快，9

分至 10分；符合户外穿越（基本姿势行走）竞赛规则，速度没有

加快 7分；未符合户外穿越（基本姿势行走）技术动作，0分。 

4. 视频录制方法 

录像者位于 15米行走路线的中点，距行走路线中点垂直距离

约 5米的位置，三次行走录成一个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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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杖健走团队行走展示 

1.每个视频参与人数不少于 2 人，男女不限；采用标准技术

动作姿势行走或基本技术动作姿势行走。 

2.说明 

视人数排成一列纵队或两列纵队，全体往返各行走一次。 

3. 评审办法 

(1) 符合标准技术动作姿势人数多的列前。 

(2) 在上述基础上，符合基本技术动作姿势人数多的列前。 

(3) 参考精神面貌、整齐度、人数。 

(4) 综合以上评定打分，按分数高低排序，分高者列前。 

5.视频录制方法 

录像者须尽量记录团队每一位成员的行走姿态，重点在侧面，

往返各一次，上传一个短视频。 

(三)手杖操规定套路展示 

1.展示的规定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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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

了》《中国一定强》《在希望的田野上》，任选一套，从正面录制。 

2.个人手杖操规定套路展示 

个人完成一套规定套路 。 

3.团体手杖操规定套路展示 

上场人数为 2至 12人，完成一套规定套路。 

4.打分标准采用《2018持杖健走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四）手杖操创编套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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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编动作需符合《2018持杖健走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要求，需从正面录制。 

2.个人手杖操创编套路展示 

个人创编并完成创编手杖操的展示。 

3.团体手杖操创编套路展示 

团体创编并完成团体创编手杖操套路展示，上场人数为 2至

12人。 

4.打分标准采用《2018持杖健走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四、奖励办法 

按照分数取 40%为优胜奖， 60%为优秀奖。 

五、其他 

（一）持杖健走个人行走技能展示，展示成绩将作为等级教

练员技能考核的一部分（与线下考核同等有效），记录在案。 

（二）中国老年人体协持杖健走专委会联系方式： 

姚新新：13311516109 

宋文全：15166128188 

薛法永：1560630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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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拳术 

1. 24式、42式、太极拳(八法五步)和各式太极拳规定套路。 

2. 老年 26式陈、杨、吴、武、孙、和氏太极拳规定套路。 

3. 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和式太极拳传统套路及

其他太极拳套路。 

（二）器械 

1. 42式、32式太极剑规定套路。 

2. 各式太极器械传统套路。 

二、参加办法 

(一)各级老年人体协、各行业老年人体协，“全国老年太极拳

之乡”，市、县老年人体协、家庭和个人均可参加，每人只能参加

拳术和器械各 1个项目并各上传 1个视频共 2个视频。 

(二)每个视频参与人数为 1—10 人，男女不限，参加人员年

龄应在 50周岁以上（即 1972年 6月 1日以前出生者）；若报家庭

队的，须有 50周岁以上成员 1人(其他家庭成员年龄不限)。 

（三）上传视频必须符合通知总则要求，且视频须为一次性

录制，正面横拍，不得剪辑； 

（四）参赛人员在进行视频录制时，需着太极拳演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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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佩戴影响比赛的饰物。 

三、交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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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认定推广的老年

26式各氏太极拳规定套路。 

(二)规定套路必须按照规定顺序演练，不得增减和改变动作，

在视频规定的 5分钟内剩余套路未完成者不予扣分。  

四、奖励办法 

设优胜奖、优秀奖，获奖比例为参加队伍的 40%、60%，并颁

发获奖证书。 

五、专业咨询 

中国老年人体协太极拳专委会 

联 系 人：许昭伦  杨北方 肖利  党宇翔 

联系电话：0391- 39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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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别 

（一）家庭展示组：家庭成员间（夫妻、子女、祖孙、兄弟

姐妹等）自由组合，单打、双打均可，体现家庭和睦、家庭成员

间运动精神的传承。 

（二）居家展示组：以居家环境为背景，创新乒乓球技战术

训练方式，形式不限。 

（三）基本功展示组：发球和正反手击球。在正规球台上展

示击打对方球台左、中、右三个标志物（如 380ml空矿泉水瓶），

每个标志物各击 10次，每击中一次 1分。整套动作一次性完成，

视频完整，不能剪辑。 

（四）精彩瞬间展示组：以近两年正规比赛为场景的实战展

示视频，体现技术性和观赏性，单打、双打均可。报送单位对视

频的真实性负责。 

（五）自选展示组：报送富有趣味性、观赏性、创意性的乒

乓球技能展示视频，形式不限。 

二、参加办法 

（一）年龄：家庭展示组视频中有一位以上老年人参加，其

余组均为老年人，男子 60岁以上，女子 55岁以上。 

（二）服装符合乒乓球比赛要求，视频清晰，视频时长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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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分钟，可配文字或声音解说。 

三、奖项设置 

五个组根据报送视频的数量分别评选一、二、三等奖。 

四、联系方式 

中国老年人体协乒乓球专委会 

联系人: 黄鲁川   电话：13505430098 

联系人: 刘珊珊   电话：1555025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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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参赛队自行创编或选编的一套广场舞。 

二、参加办法 

  （一）接受社会公开报名。 

（二）每个视频参与人数为 8-16 人。 

（三）自选套路音乐时长为 3 分 30 秒至 4 分 30 秒。 

  三、交流办法 

  专业评审采用《老年人广场舞竞赛规则（试行）》2021 版。  

  四、奖项 

按照上传视频的 20％和 30％比例评出优胜奖和优秀奖。 

五、中国老年人体协广场舞专委会联系方式 

010- 67158866转 709 



- 21 - 

附件 8 

2022�ñ ��ž�ã�µ�2�¼���®�W  

���•�ä�ñ� �s�1�ã�µ�X�ç�2�® �Â�.�2�®�:�-  

 

一、项目设置 

(一)裁判执裁动作展示 

(二)门球技术展示：撞柱 

二、参加办法 

(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老年人体协、各行业体协老年人体协为单位参加。 

(二)各省可推荐不超出 20名参展人员；计划单列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老年人体协每项可推荐 5 名参展人员。参展人员年龄

为 50至 75周岁。 

(三)裁判执裁动作视频展示内容： 

1. 裁判宣誓动作和宣誓词。 

2. 裁判宣判和手势的 11个动作。 

3. 齐步走带队入场、一个 90°左转，请持球等动作。 

4. 做出场上应用动作：立正、正跑、退跑、侧跑、跨步。 

6. 着裁判服装（鞋、帽、手套），说普通话。 

7. 视频时限不超过 2分 40秒完成。 

(四)门球技术展示：标准人造草坪门球场 

撞柱：将①至⑩号 10个球均压在第四线上（以三门的球门线

延长线为中线，左边 5个，右边 5个），每个球（距中心柱 7.5 米

左右）间隔 20 厘米摆放 。比赛开始，连续击打每个球。视频完

成时限不超过 3分钟。撞柱成功数相同时，用时少者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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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录制视频要清晰, 不得剪辑，为一次性录制。 

三、奖励办法 

（一）裁判执裁标准动作展示设 “最佳风采奖”10名，其余为

优秀奖。 

（二）门球技术展示：撞柱设全国门球个人技能展示金奖 10

名，其余为银奖。颁发电子证书。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文瑞彪     电话：1863583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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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健身秧歌：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二）健身腰鼓：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三）手 拍 鼓：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二、参加办法 

（一）以各地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

其它社会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参与人数不限，可以兼项，鼓励男队员参加。 

（三）参加人员需身体健康，年龄应在 55周岁以上。 

（四）自选套路音乐由参赛队自备。 

三、交流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 2018年《健

身秧歌（鼓）竞赛规则与裁判法（试行）》； 

（二）规定套路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

成套推广套路。 

四、奖励办法 

设优胜奖、优秀奖，获奖比例为参加队伍的 40%、60%，颁发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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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规定套路：《爱我中华》 

（二）自编套路：集体、双人、单人  

二、参加办法  

  (一)以各地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其

它社会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自编套路：集体套路人数为 6- 16人，时长 4 分- 4 分 30

秒；双人：时长 3 分 30秒-- 4 分；单人：时长 2 分 30秒--  3 分

30秒 

三、交流办法 

执行华夏可乐球联谊会制定的《可乐球竞赛规则(2017年修订

版)》。 

  四、奖励办法 

规定、自编套路分设优胜奖和优秀奖，优胜和优秀录取比例

为 40%、60%。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茂金      电话：15952171922（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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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设置 

（一）个人赛：轻投、击打、弧线球 

（二）全能赛：轻投、击打、弧线球三项单项成绩相加 

（三）团体赛：各单位全能前四名的成绩相加 

二、竞赛办法 

（一）个人赛 

1.轻投： 

（1）向圆垒投球，按所投的球的位置计算得分： 

所投球触及的圆 LSD 对应值 折算本次比赛得分  

1 号圆 1 4 

2 号圆 2 3 

3 号圆 3 2 

4 号圆 4 1 

未触及任何圆 5 0 

 

 

 

 

 

 

 

（2）每投完一球后将停在有效区球内的球移走后投下一球。共投 8球。 

（3）球触及几号圆以视频角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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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击打： 

（1）先放一个球到中线上并和圆垒相切的位置作为目标球（如下图），

然后投球将目标球击打出有效区，所投的球（本球）必须停留在有效区内

作为下一次击打的目标球。 

（2）投球次数不限，如果目标球未被击打出有效区或所投的球（本球）

未停留在有效区内，比赛终止。 

（3）每成功击打一个有效球并将本球留在有效区计 1分。 

（4）球是否在有效区内以视频角度为准。 

 

 

 

 

 

 

 

 

 

 

 

 

 
 

3.弧线球： 

（1）先沿中线将球排成一直线，球的中心应与中线基本重合，球的数

量以及球与球之间的间隔不作限制。如下图。 

（2）从底线向 H线方向，依次通过投弧线球去触及摆放好的目标球，

触及目标球且不触及其他球为成功，然后将目标球和所投的球（本球）移

所投的球 

目标球 



- 27 - 

走后继续投球，直到失败为止。成功一次计 1分。 

 

 

    

 

 

 

 

 

 

 

 

 

（二）个人全能赛 

只要同时参加三项单项比赛的选手都自动获得参加个人全能赛的资

格，成绩为参赛选手所有三个单项得分相加，不另行报名、不另行录制上

传视频。 

（三）团体赛 

团体赛成绩为各单位参加个人全能赛前四名成绩相加，不另行报名、

不另行录制上传视频，参加全能赛少于四人的单位不计算团体赛成绩。 

三、参赛办法 

（一）以各地老年人体协，行业老年人体协，健身俱乐部或其它社会

组织为单位组队报名；社会自由组队或个人均可报名。 

（二）参赛者可以同时报名参加多个项目比赛。 

（三）参加人员需身体健康，年龄应在 55周岁以上 

四、参赛要求 

所投的弧

线球（本

球） 

第一个目标球 

第二个目标球 

最后目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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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投球从 HACK处开始，投球时，动作应连贯不停顿，禁止内

拐，手不得越过 H线，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二）从投第一球开始到最后一球，视频必须完整，中间不得剪辑，

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三）视频角度既应保证画面完整清晰，也不宜过平（镜头高度宜保

持在高于球台 50cm以上并和桌面保持合适的倾角，倾角大小根据手机等拍

摄设备而定）。 

（四）每个视频在开始的画面上方标明参赛者的单位和人名。 

（五）无论是个人报名，还是通过单位组队报名，每个人的单项都必

须单独录制和上传。 

五、奖励办法 

（一）根据《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举办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全国老年

人体育健身展示活动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二）各项目设一等奖 30%、二等奖 30%、三等奖 40%。 

（三）各项目根据得分情况，分别评出前十六名，得分出现相同的，

按照视频上传时间先后排出名次，上传时间早的排名靠前。 

六、技术性问题咨询电话 

褚建广：18981702202 

汪学明：13805737260 

吴思凯：13775957969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第一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进入小程序报名页面：

1、微信搜索“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小程序”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活

动页面。

2、微信关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众号”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点击线上活动

进入小程序活动页面。

小程序码 公众号码

第二步：成功进入小程序活动页面后，按照步骤完成报名即可：

1、小程序活动页面点击“查看更多”，选择持杖健走项目点击“我要参加”，

进入下一个页面填写“选手姓名或作品编号”后点击底部的“我要参加”，然

后选择合适的项目后点击“下一步”，按要求填写信息并上传视频后点击“我

要报名”。



第三步：报名成功后，可在小程序“我的报名”中查看活动视频是否通过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