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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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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通报 

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倡议举办 
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年人体协，

各行业老年人体协,有关单位： 

自 2013 年起，中国老年人体协倡导全国各级老年人体协举办“健

步走大联动”活动，通过引导全国老年人“摆动双臂、迈开双腿、走出

家门、融入自然、走出健康、走出幸福”，充分体现全国各级老年人

体协为广大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平台和服务的宗旨。“健步走大联动”

活动已连续举办了 4 次，各地普遍响应，参与群众踊跃。各地在大联

动活动期间参与健步走活动的规模从 2013 年 20 多万人发展到 2018

年数百万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和效果。 

为进一步引导老年人投入体育健身，推广普及持杖健走运动，提

升科学健走效能，增进身体健康。中国老年人体协拟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倡导全国各级老年人体协继续举办“健步走大联动” 活动。现将

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定于 11 月 11 日在全国各

地同期举行（部分地区可根据当地气候情况提前举行）。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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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办单位：全国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步走推广委员会 

三、活动主题 

喜庆新中国 70 华诞，服务老年人健身健康 

四、活动目的 

通过倡导全国各级老年人体协在当地以健步走的方式，动员更多

的中老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提高全民健身活动的自觉性和广泛性，努

力为广大中老年人提供体育健身服务。 

五、活动安排 

（一）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设立主会场 1 家，

各级老年人体协可根据本地区特点，因地制宜的开展“全国健步走大

联动分会场”活动。 

（二）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主会场设在浙江省

杭州市建德市。 

六、活动要求 

（一）各地分会场要围绕本次活动主题，结合地域特色，贴近实

际组织开展健步走活动，与主会场活动形成联动。 

（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媒，加大对本次活

动的新闻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宣传工作要突出活动的公

益性、示范性、导向性，提倡科学健身，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积极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三）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制定严密的安全防范预案，确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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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安全、有序、精彩。 

（四）活动结束后，请各级老年人体协将举办“全国健步走大联

动分会场”活动情况的文字总结、活动图片、活动视频等资料，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给中国老年人体协健步走推广委

员会。中国老年人体协健步走推广委员会将根据各地举办情况，择优

评选出“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优秀单位，予以表彰和奖

励。 

七、中国老年人体协健步走推广委员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文全 

电 话：15166128188 

邮 箱：ltxjbz@163.com 

（摘自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网） 

  

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开展创建第三批“全国柔力球之乡” 
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年人体协，

各行业老年人体协，有关单位： 

中国老年人体协自 2013年开展创建“全国柔力球之乡”活动以来，

已先后命名两批共 50 个市(区、县)为“全国柔力球之乡”，对全国老年

人柔力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为了贯彻《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进一步发挥柔力球运动在全民健身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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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基层柔力球运动广泛、深入开展，经研

究决定， 拟在全国市（区、县）开展创建第三批“全国柔力球之乡”

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程序 

创建“全国柔力球之乡”工作以市(区、县)为单位申报，由中国老

年人体协柔力球专项委员会组织实施，经审核后报中国老年人体协批准。 

二、创建条件 

（一）组织保障 

1、各市(区、县)老年人体协将开展柔力球活动纳入老年体育工作

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2、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专人负责；乡镇、街道、行政村有专人

兼管柔力球活动的开展和推广；有较完善的包括专家、教练、裁判、

会员在内的人员档案管理。 

（二）工作基础 

1、申报单位常年要保持有 50 支以上在市(区、县)老年人体协注

册登记的柔力球队(每支队伍不少于 20 人)，其中参与竞技和双拍双球

健身的人数均不少于 10%；30%以上的社区、乡镇、行政村有老年人

柔力球队(每队不少于 12 人)； 

2、经常参加柔力球活动的老年人占本市(区、县)老年体育人口总

数的 2%以上(注：老年体育人口总数指：每周参加 3 次以上、每次 30

分钟以上、中等强度体育健身的老年人数)，并在申报成功之后，每

年增长率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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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柔力球教练员、裁判员骨干队伍要达到经常参加柔力球活动

老年人数的 5%，其中骨干队伍中竞技教练员、裁判员所占比例达 20%

及以上。 

4、柔力球活动处于本市（区、县）的领先水平，并得到省、市

（区、县）体育主管部门的表彰。 

（三）场地、经费投入 

1、有 40 块以上相对固定的柔力球健身活动场地，并有一定比例

的竞技训练场地； 

2、有 1-2 个能举办全国柔力球培训班、交流活动的体育场馆等

场地； 

3、每年对柔力球工作开展有固定的经费投入，并随着国民经济

的增长逐年提高。 

（四）培训交流 

1、每年举办 1 次以上，每次不少于 50 人的柔力球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应包括套路(含双拍双球)与竞技；并积极参加市级及以上单位

组织的培训活动； 

2、每年举办 1 次以上，每次不少于 30 支队伍参加的柔力球交流

活动，交流活动应包括套路(含双拍双球)与竞技；积极参加市级及以

上单位组织的比赛、交流活动； 

3、承办过 1 次全国或 2 次省级(市级)柔力球培训班和交流活动。 

（五）宣传推广 

1、每年有计划、经常性的开展柔力球推广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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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组织百人以上柔力球团队，经常性地参加市(区、县)的大型

文体活动和各种表演，宣传柔力球项目。 

3、在本地各媒体发表多篇关于柔力球的推广宣传稿件。 

三、申报办法 

（一）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及行业老年人体协限报一个单位。 

（二）凡申报“全国柔力球之乡”的单位，由市（区、县）老年人

体协提出申请，经上一级老年人体协推荐，由省级（自治区、直辖市）

老年人体协签署意见后，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申报表（附件）和

相关材料报送至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项委员会。逾期申报，不予受

理。 

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项委员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星星 

电话：13665606081 

邮箱：zgltxrlq@163.com 

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庙前镇茶溪健康小镇 

邮编：242809 

（三）申报材料包括： 

1、申报表；2、开展创建“全国柔力球之乡”的实施方案、开展情

况等书面材料；3、经费投入和场地使用证明材料；4、组织机构，活

动队伍名称及人数，教练员、裁判员人数及名册；5、每年举办培训

班和交流活动的文件，相关活动图片、音像资料及媒体报道。6、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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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省（区、市）级以上比赛所取得的成绩证明图片。注：以上报送材

料请同时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用 U 盘储存）一式两份。 

四、审核批准及表彰 

（一）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项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对申报单

位进行审核，并抽查若干单位。经评审合格上报中国老年人体协批准

后授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对于申报成功单位，将不定期组织考

核，以促进柔力球运动在该地区良性发展。发现问题并未按要求进行

整改的单位，将取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 

（二）获得第三批“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的单位，由中国老年人

体协正式行文公布，由中国老年人体协或柔力球专项委员会通过适当

形式组织颁发证书、牌匾及表彰。 

（摘自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网） 

 

专题报道 

宁波市举行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闭幕式暨庆祝全国

第七个老年节健身项目展示活动 
  
9 月 28 日上午，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顺利

闭幕，宁波市老体协主席施孝国、名誉主席洪钧杰、常务副主席兼秘

书长金三叙、副主席郁亚明、鄞州区老体协主席王国定、慈溪市老体

协主席龚建长、象山县老体协主席林胜国等参加了闭幕式，宁波市体

育局副局长徐健、宁波市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任乐波出席闭幕式。 



 

 — 10 — 

闭幕式由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主持。宁波市老体协主席施

孝国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说，本届老运会上各代表团和老年运动员遵

守文明、科学、安全、康乐的大会宗旨，认真执行大会规程，确保“安

全第一”的办会要求，加强运动队伍管理，唱响了“全民健身”的主题，

体现了“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的活动宗旨。老年运动员们

通过市老运会平台，努力拼搏，表现出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在全

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现了“安全简朴，精彩圆满”的目标，展示

了新时代宁波老年体育的精神面貌，展现了宁波老年人的体育风采。

老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于进一步增进我市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老年

体育事业，扩大老年体育人口，实现健身老龄化，必将起到重要的推

进作用。 

市老体协副主席郁亚明宣读相关表彰决定，并由出席闭幕式的

领导为获奖的单位颁奖。随着常务副主席金三叙宣布运动会闭幕式到

此结束，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闭幕仪式后，进行了宁波市庆祝全国第七个老年节健身项目展

示活动，各区县（市）和镇海炼化十一支代表队举行了《威风锣喜》、

灯绸舞《开门红》、戏曲广播操、柔力球、太极拳、木兰扇等健身活

动项目展示。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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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孝国主席在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闭幕式暨庆祝 
全国第七个老年节老年体育健身展示活动上的致词 

          

尊敬的老年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大家上午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在这里

举行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闭幕式暨庆祝全国第七个老年节老

年体育健身展示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是

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暨第十八届运动会的组成部分，在市委、市政

府的亲切关怀和市体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老年体协和

市各行业系统老体协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今年 3 月拉开序幕，历时

7 个月，先后在 11 个区、县（市）进行了 12 个大项 14 个小项的交

流展示活动，全市各区、县（市）和市各行业（系统）老体协会 18

个代表团 1874 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参与盛会，共

产生了金奖 974 个，银奖 672 个，铜奖 207 个，有 18 个代表团获得

体育道德风尚奖，12 个代表团获得了优秀组织奖，6 个代表团获得组

织奖。今天，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就要落下帷幕了，在此我代表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对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参会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

意，向受表彰的大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的先进集

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届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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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老运会上，各代表团和老年运动员遵守文明、科学、安全、

康乐的大会宗旨，认真执行大会规程，确保“安全第一”的办会要求，

加强运动队伍管理，唱响了“全民健身”的主题，体现了“重在参与、

重在交流、重在健康”的活动宗旨。老年运动员们通过市老运会平台，

努力拼搏，表现出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实现了“安全简朴，精彩圆满”的目标，展示了新时代宁波老年体

育的精神面貌，展现了宁波老年人的体育风采。老运会的成功举办，

对于进一步增进我市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老年体育事业，扩大老年

体育人口，实现健身老龄化，必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同志们，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我们要以

本届老运会为新的开端，按照新时代老年体育健身的要求，认真总结

经验，更有力地推动和提高宁波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使全民健

身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为实施国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作出

贡献！ 

最后，预祝全市老年体育健身展示活动圆满成功！祝老年朋友

们健康、快乐、幸福、长寿！谢谢大家！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海曙区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全国第七个老

年节特色项目展示活动 
  

    9 月 25 日，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祝福祖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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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由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海曙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承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全国第七个老年节特色项目展示活

动在章水镇文体中心广场举办。全区 17 个镇（乡）、街道代表队和

区男子健身球队、女子柔力球队依次上场展示各自的“拿手好戏”。海

曙区政协原副主席、海曙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徐德荣在活动开

幕仪式上讲话，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宣

布展示活动开始。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郁亚明、海曙区体育

局副局长郑国芳等出席并观看了特色项目展示。 

展示活动以望春街道代表队的健身腰鼓《东方红》开场，随着队

员们的点点鼓声并伴以轻盈活泼动作，尽显绮丽多姿，现场热闹非凡。

鄞江镇代表队展示的女子舞龙《龙飞凤舞》，时而扒下，时而摇头，

跳跃、翻滚，变幻着不同的姿态，她们配合默契，舞得出神入化，将

活动推向高潮。“东道主”章水镇代表队带来扇子舞《祝福祖国》，经

过不停地排列组合，队员们手中的扇子陆续拼出了“中国”“梦”“70”等

字样，引来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男子健身球队展示的男子健身球操

《母亲是中华》粗犷奔放，彰显英武阳刚之美 

木兰扇、健身秧歌、广场舞、佳木斯操、柔力球、太极拳……精

彩纷呈的节目轮番展示，反映了海曙区老年人积极参加全民健身和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老年朋友的爱国热情，共同

奋斗新时代的豪情壮志。 

（海曙区老体协  俞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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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举行《庆国庆·颂祖国》夕阳舞动活动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为庆祝全国第 7 个老人节和浙江省第 32

个老人节，由江北区老年体育协会、江北区敬老服务协会联合主办的

江北区广场舞大奖赛总决赛于 9 月 28 日晚上在江北区科创中心隆重

举行。 本次大奖赛历时二个月的精心筹划，各街道为节目竞演层层

筛选，经过初赛、复赛挑选出最优秀的团队参赛。大赛汇聚了各街道

的广场舞各路高手，个个都拿出看家本领，在舞台上一显身手。流光

四溢的背景，惊艳亮丽的服装，优美动人的舞姿，扣人心弦的乐曲，

用炫丽多彩、热情奔放的舞蹈歌颂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美好生

活。为祖国母亲 70 周岁诞辰奉献上一台满满的祝福！爱母亲、爱祖

国、圆我中华梦！  

晚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共参演了 8 个比赛项目，6 个

表演项目。最后在金韵合唱团指挥下，全场起立引吭高歌“我和我的

祖国”声中隆重结束。 

本次大奖赛历经二小时八轮竞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白沙

街道推选的《茉莉花开》摘得桂冠。中马街道选送的《红梅赞》和文

教街道推荐的《跟着幸福一起走》捧走二等奖。慈城镇等四个街道获

得三等奖。江北区武术协会表演的《杨式太极拳》庄桥街道选送的《柔

力球长绸舞》文教街道推荐的《中国脊梁》荣获优胜奖。其中优护万

家、鄞州银行、宁波老年大学金韵合唱团到场助兴，为晚会增添了浓

浓的喜庆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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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首届中老年广场舞大奖赛得到优护万家、吉彩广告、品牌

万里行浙江组委会鼎力支持，全国道德模范标兵王万林亲至现场辞词

祝贺。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江北区慈善总会、江北区老年体协、

品牌万里行总编等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发了奖牌与荣誉证书。        

    不忘初心，我们区老年体育协会将一既如往为老年人晚年健康生

活保驾护航。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

为老年人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点赞，为社会稳定发展、和谐相处献出

一份拳拳爱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伟大复兴。祝愿祖国没有忧患、

永远宁静。 

                                 （江北区老体协  肖鹏） 

  

奉化区老体协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欢度全国 
老年节文体晚会 

  

  10 月 7 日晚上，由宁波市奉化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欢度全国老年节文体晚会在奉化剧院火热举行。有

来自区老体协及各镇（街道）老体协和社会各界等共 1200 余名观众

和演职人员欢聚一堂，以文体表演的形式共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重阳节和全国第七个老年节。 

奉化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李忠明,奉

化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建明等领导出席晚会，奉化区老

体协副主席张剑成代表区老体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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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欢度全国老年节文体晚会由傅根珠、董

子娟等表演的大型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舞

蹈《爱我中华》、柔力球《四明山，我来看你》、健身气功舞《我的

祖国》、男声组唱《把一切献给党》、排舞《跳起来》、持杖操《走

进新时代》等舞蹈、歌伴舞、走书、服饰秀……等 18 个文体节目轮

番上演，最后，由在场的全体演职人员手挥国旗，一起共舞《共筑中

国梦》中圆满落下本次文体晚会的帷幕。演职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情

绪激昂，为现场观众献上精彩的演出，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掌声与笑

声齐飞。                              

（奉化区老体协 王昂伦） 

  

北仑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暨全国第七个老年节中老年人健身展示大会 

  

9 月 30 日上午，为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歌颂新中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由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体育总会、区老

龄办主办，北仑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全国第七个老年节北仑区中老年人健身展示大会”在北仑体

艺中心隆重举行。宁波市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任乐波，宁波市老年体

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副主席郁亚明，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副局长姚波、区体育总会副会长陈浪，北仑区卫健局副局长李莉等市、

区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大会。650 多名中老年健身爱好者上场展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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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成果。活动还吸引了 300 多名群众到场观看。 

展示活动以威风锣鼓拉开序幕，紧接着上场表演的是女子舞龙，

只见金光闪闪的长龙在场上翻腾舞动，象征中华民族巨龙飞腾，最后

的“70”造型寓意新中国 70 华诞。随后，可乐球、柔力球、健身秧歌、

旗袍秀、佳木斯健身操等节目依次上场展演，充分展示了北仑区中老

年人飒爽英姿，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精彩的表演获得主席台观看的

领导和观众热烈掌声。最后，我们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在二位歌手和

主持人的引领下、全体人员手中挥舞五星红旗，共同合唱《我和我的

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太极雄风庆国庆 
  

9 月 30 日早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象山县

委老干部局联合象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庆祝新

中国 70 华诞专场太极拳展示活动。象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县

老体协主席林胜国，象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老干部局局长钱永

建，象山县民政局局长干文熙，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郑益，县老体协常务副主席范光辉，秘书长吴光曙出席活动仪式；县

老体协林胜国主席致庆祝贺词。 

500 余名太极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排着整齐的队伍，人手

一枚国旗共同奏唱《歌唱祖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喝彩，并祝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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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日益强大。随后全体太极人表演了 103 式和 28

式太极拳，向亲爱的祖国献礼，为实现“健康中国”而努力。 

（象山县老体协  吴光曙） 

 

老年体讯 

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暨第十八届运动会（第九届老运

会）柔力球（套路）展示活动在北仑圆满落幕 
  

9 月 10 日至 11 日，由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北仑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北仑区体育总会承办，北仑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执

行承办的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暨第十八届运动会（宁波市第九届老

年人运动会）柔力球（套路）展示活动在北仑体艺中心举行。全市九

个区、县（市）和镇海炼化的 10 支代表队 170 余名运动员、裁判员

和工作人员参加此次展示活动。 

本次柔力球（套路）展示活动设团体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双人

和个人自选套路四大项。二天的展示活动，柔力球女将们一个个神采

飞扬，飒爽英姿，尽情发挥出最佳的技术水平，各代表队的团体、双

人、单人自编套路各有特色，亮点纷呈。最后经过预、决赛激烈角逐,

海曙区、北仑区、镇海炼化分获团体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的前三名；

北仑区的王赛珍、邱秀佩获得双人项目第一名；任慧敏（海曙区）、

徐欢君（北仑区）、陈秀兰（镇海区）、胡旭春（慈溪市）获得单人

项目前四名；经评选，海曙区、北仑区获得自选套路“最佳编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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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区老年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主持颁奖仪式，宁波

市老年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副主席郁亚明，北仑区体育

总会副会长陈浪，北仑区老体协副主席李玲仙、刘明国，裁判长娄步

月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最后，展示活动在快乐、

祥和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暨第十八届运动会 
（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秧歌展示活动在慈溪举行 
  

9 月 16 至 17 日，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暨第十八届运动会（宁

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秧歌展示活动在慈溪市周巷体艺馆举

行，本次展示活动是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的指定项目，也是宁波市

第九届老运会最后一次压台赛事。 

   展示活动由宁波市老体协主办，慈溪市老体协承办，周巷镇老体

协协办。宁波、慈溪、周巷镇三级老体协对办好本次赛事都高度重视。

对本次展示活动列入宁波市老体协年度工作的重点内容，赛前专发通

知，专题召开筹备会议，展示期间，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

副主席郁亚明等领导亲临现场指导。慈溪市老体协不仅年初接受任务

落实部署，主席办公会议多次商量研究，而且在思想上、组织上、经

费上及赛前筹备工作，都予充分的保证。周巷镇在食宿安排、场地落

实、医疗安全保障、新闻媒体联络等方面，提供了优良、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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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活动于 9 月 16 日上午报到，下午走场彩排，17 日上午正式

展示。来自海曙、江北、镇海、北仑、鄞州、慈溪、宁海、象山、镇

海炼化等 9 个县（市）区代表队近 200 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

参加了展示活动，经过二天紧张认真、公正友好的展示，规定和自选

展示项目的排名各有其主。规定套路获金牌的代表队分别是：慈溪市、

海曙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获银牌代表队分别是：北仑区、

镇海区、镇海炼化、江北区；自选套路获得金牌的代表队分别是：象

山县、慈溪市、海曙区、鄞州区、北仑区；获得银牌的代表队分别是：

宁海县、镇海区、江北区。象山县和北仑区还获得本次展示活动的最

佳编排奖。 

                   （慈溪市老体协 国 达） 

  

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下乡暨余姚市第 11 届老年人地掷球

交流活动圆满成功 
  

9 月 21-23 日，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下乡暨余姚市第 11 届老年

人地掷球交流活动，在全国革命老区奔小康示范镇---余姚市梁弄镇成

功举办。 

宁波市老体协举办送体育下乡活动，是新时代推进基层老年体育

工作，丰富广大农村老年人体育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根据年初的工

作计划和基层的实际需要。这次正逢举国欢庆伟大祖国 70 华诞的节

日期间，在革命老区余姚市梁弄镇举行送地掷球项目活动，更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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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意义。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带队，特地邀请我国第一

位世界地掷球比赛冠军，全国地掷球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地掷球协

会竞赛委员会主任委员岑伟飞老师来举办地掷球培训班。余姚市各乡

镇街道老年体协秘书长、余姚市地掷球分会教练员、裁判员共 80 多

人参加学习培训，余姚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薛志成主持培训班。宁波

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镇海炼化老体协秘书长邬伟军，余姚市

梁弄镇老体协副主席马余朋出席开班仪式。 

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作动员讲话，指出：我们宁波市

老体协一行，到山青水秀的全国革命老区奔小康示范镇——梁弄镇，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并关心记挂在心的浙东红村——横坎头村，既是

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更是接受深刻的光荣革命传统教育。这次送体育

下乡活动，不同于以往，既不是送体育经费，又不是送体育设施，也

不是送大型歌舞表演，而是送来一位全国知名教练，曾荣获世界地掷

球项目冠军的名将，举办地掷球项目培训班。希望通过培训学有所成，

把地掷球这一项国内外老年人普通喜爱的体育健身项目，在余姚城乡

进一步普及推广，让余姚市更多的老年朋友，因为地掷球运动而更加

快乐，更加健康，更加时尚，更加幸福长寿。培训班分为基础理论知

识和场地实践操作两个部分。岑伟飞老师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多年

教学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介绍了

地掷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当前趋势，竞赛规则，技术技巧和竞赛活

动的组织指导，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图文并茂，教学互动，气氛十分

活跃。理论授课结束后带领学员现场演练，实际操作。虽然天不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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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着霏霏秋雨，大家打着雨伞，穿着雨衣，冒雨练习，热情不减。老

师一招一式的教，学员一次一次地练，在秋雨中构建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 

地掷球是一项深受老年人喜爱的老年体育健身项目。早在 2005

年，余姚市老体协在省老体协的关心支持下，学习推广地掷球项目，

2009 年荣获省老体协授予“浙江省老年人地掷球之乡”，“浙江省地掷

球培训基地”2011 年承办了全省老年人地掷球比赛，群众性地掷球运

动不断发展提高。这次宁波市老体协送地掷球项目下乡，犹如锦上添

花，使传统项目增添新的活力。好风凭借力，扶遥上青云。余姚市老

体协充分利用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下乡举办地掷球项目培训班的契

机，乘势而上，学以致用，举办了余姚市第 11 届老年人地掷球交流

活动，全市 17 个乡镇街道的 17 支代表队共 120 多名老年人参加交流

活动。经过相互交流切磋，友好和谐竞争，有 10 支代表队获优胜奖； 

7 支代表队获优秀奖。余姚市老体协主席魏利民等领导为获奖单位颁

奖。 

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下乡与举办余姚市第11届老年人地掷球 交

流活动有机结合，形式创新，一举多得，收获颇丰，受到基层老年体

协和广大地掷球运动爱好者的热烈拥护和一致好评。 

（余姚市老体协 史明山） 

  

简    讯 

9 月 6-11 日，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福建省体育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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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人民政府承办，将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等执行承办，中国老体

协健身球操专业委员会等协办的 2019 年全国老年人健身球操交流活

动在福建省将乐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 40 支男女代表队参加了这

次交流活动。海曙区男子健身球队代表宁波市参加交流活动，荣获团

体自编套路第一名、男子团体规定套路第二名的好成绩。 

  

9 月 17—20 日，2019 年全国老年人柔力球（套路）交流活动在

山东烟台举行，海曙区老年柔力球队代表宁波市参加了交流活动。最

终获得团体规定项目第七名，自选项目第九名，取得总分 181.245 分

的好成绩，夺得团体项目和单人项目（第七名）共二个优胜奖，并获

体育道德风尚奖。 

  

9 月 25 日，宁海县老体协举办“庆国庆·迎重阳 2019 年全县中老

年人木兰双扇交流活动”。来自全县各镇乡、街道的 16 支代表队，140

名运动员参加了 38 式木兰双扇规定套路交流展示。经过多轮角逐，

最终力洋、跃龙、西店代表队分别获得前三名。 

  

9 月 30 日上午，鄞州区“敬老月”系列活动之庆祝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暨全国第七个老年节鄞州区老年人快乐舞步健身操交流（展

示）活动在云龙镇文化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展示活动由鄞州区老龄

工作委员会主办、鄞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云龙镇老龄工委和云

龙镇老年人体育分会协办，来自全区各镇、街道的 16 支代表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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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加。  

9 月，为庆祝建国 70 周年暨全国第七个老年节，由镇海区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的“庆国庆、欢度老年节”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太极

拳、可乐球、神鹤起飞健身操等老年健身项目在镇海区内举行，来自

全区各镇（街道）共计 400 余名运动员参与本次活动。 

  

10 月 8 日上午，宁波市老体协主席施孝国主持召开市老体协第

七届第 17 次主席办公会，对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闭幕式暨庆

祝全国老年节活动进行总结。并布置 10 月份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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