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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通报

宁波市老体协获 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

单位称号

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2020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体群字〔2021〕111号）

要求，经推荐、审核、公示环节，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荣获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

近年来，市老体协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和省老体协、

市体育局、市体总等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从宁波实际出发，全

面贯彻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体育工作的意见》文

件精神。全市老年体育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市老体协在组织

网络、场地建设、骨干队伍培训、体育项目下乡活动和老年体育创

建与普及活动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一、省、市政府文件得到进一步落实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体育行政等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全

市贯彻落实省、市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体育工作的意见》

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各级老体协自身建设日趋规范，场地设施

建设力度加大，各项活动开展有声有色，为新形势下老年体育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得到全国老体协、省老体协、以及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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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市体总对我市老年体育工作充分的肯定。

二、城乡老年体育健身活动蓬勃发展

围绕全民健身日、全国老人节、全国健步走大联动的节庆,开展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有近 20

万人参与佳木斯健身操活动，每年均有十几万人参与全国 8 月 8 日

全民健身日活动和 11 月 11 日健步走大联动活动，全市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的老年人约达 93 万，占市老年人口的 60.8%。这几年来，有

关各级老体协分别承办了全国老体协信息员培训班、省老年运动会

开幕式，承办省老年人柔力球（套路），兜球交流比赛活动。我市

组队参加了全国、省有关项目的交流比赛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三、老年体育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培训辅导工作得到加强，目前全市铺导站点达到了 130 个,辅导

员 11000 人次；积极组织开展送体育下乡活动，以城乡体育帮扶和

多种形式展开三下乡送体育活动，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创建

省老年体育活动中心(俱乐部)成效显著，目前我市已有 48 个省老年

体育活动中心(俱乐部）。

四、召开宁波市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

市老体协在市体总的指导下，筹备市第九届老运会各项工作，

制订了总规程和 13 个单项规程。顺利组织了实施。全市共有 2000

余人次参与本届老年人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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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级老年体协规范化建设有新进展

市老体协举办了三期基层老年体协工作学习班，有近 150 个乡

镇(街道)的老体干都参加了培训，目前市老体协被评为第二轮 5A 级

社团组织，我市已有 5A 级的社会组织 4 个，各协会的管理制度和台

帐资料更加完备，自身规范化建设水平得到提升。

此次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的称号，既是对过去我市老体

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和监督。我们将认真贯彻国务

院文件精神，紧密结合各地、各单位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老体协的

组织作用，锐意改革，不断创新，努力实现我市老年体育工作的新

突破，新发展。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加强近期宣传工作的通知

体老字〔202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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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 2021年 9月 15日-27日在陕西举办。

按照惯例，国家体育总局将在全运会开幕之前，对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日前，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已公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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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表彰的名单。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希望各地各级老年人体育协

会籍此机会，加强对老年人体育的宣传。展示老年体育发展成就；

宣传老年体育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加强老年人体

育工作对实现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老龄化三大国家战略

的重要意义；宣传“党政主导、部门尽责、协会组织、社会支持、

重在基层、面向全体”的老年人体育工作格局；宣传广大老年老年

体育工作者和志愿者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宣传广大健身爱好者科

学健身、乐享生活、健康身心、贡献社会的故事，营造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的浓厚氛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传内容

(一)国家体育总局表彰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个人活动的消

息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表彰会上的讲话。(此消息和讲话请全文采用新

华社通稿)

(二)本地、本单位受到表彰的老年人体协组织和个人名单及其事

迹。

(三)各地各级老年人体协结合本地实际学习中央领导在表彰会

上讲话的体会。

(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的感想。

二、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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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次机会，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营造老年人体育的舆论空

间和浓厚氛围。

要充分利用本协会的报、刊、官网、官微、微信公众号平台，

提前准备宣传素材，有序刊载。要主动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并积

极为他们提供报道素材；要积极踊跃向中国老年人体协官网、中央

级媒体供稿，扩大影响力。

联系人：于红立

电话：010—67158866 转 612

电子邮箱：zgltx@sports.cn

中国老年人体协

（摘自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网）

工作动态

宁波市老体协召开市老体协主席办公会议

9 月 2 日上午，宁波市老体协主席施孝国主持召开市老体协主席

办公会，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做好下半年市老体协工作

和长三角老体协联盟工作做了部署。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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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召开 2021年监事会会议

7 月 21 日上午，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监事会在宁波市老体协

会议室召开，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市老体协郁亚

明副主席关于市老体协 2021年上半年老年体育活动交流展示、体育

项目培训工作及财务支出情况的报告。随后，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

监事会监事长鲁伟芳及各位监事对老体工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象山县老体协召开全县老年体育工作会议

7 月 30 日，象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在县老体协四楼会议室召开

全县老年体育工作会议。全县各镇乡街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县老体

协直属教导中队中队长参加了会议，县老体协主席林胜国、常务副

主席范光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秘书长吴光曙主持了会议。

会议首先汇报了各镇乡街道上半年老年体育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及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打算。此后，范光辉回顾总结了上半年全

县老年体育工作，一是全县上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和任

务，先后召开了全县老年体育工作会和全县老年体育业务工作会，

确保了上半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组队参加省市老年体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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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展示活动。三是加强业务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推广能

力。四是调整组建桌上冰壶球、兜球、飞镖队，充实有效力量，使

其年龄更加合理、素质更加优秀、水平更能提高。五是县老体协及

全县上下结合本地民俗文化和传统节日积极开展形式不同的老年体

育项目展示活动，大力宣传推介老年体育优秀健身项目和全民健身

常识。范光辉还对下半年全县老年体育工作提出安排：一是在疫情

许可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组织参加（承办）省市老年体育项目的交流

展示活动。二是要结合建党百年华诞和国庆节老年节组织全县各镇

乡街道开展老年体育优秀健身项目系列大展示活动。三是要认真科

学筹划全国健步走大联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四是积极协助县体育局

举办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四期。

最后，县老体协主席林胜国就如何抓好下半年全县老年体育工

作提出要求：一是各镇乡街道老体协要切实加强村级老年体育工作

的指导，建立健全村级老年体育组织，真正使各级老体协有人办事。

二是各级老体协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扎实做好

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三是各镇乡街道要根据本地实际切实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建党百年华诞和庆国庆的老年体育优秀健身项目大展示系

列活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展示活动在文明友谊、健康快乐、

安全有序中进行。

（象山县老体协 吴光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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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区老体协召开半年度工作会议

8 月 26日上午，区老体协召开 2021年上半年度工作会议，区老

体协全体常委、驻会工作人员、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监事会及各街

道、行业（系统）老体协会长（负责人）、秘书长共 40余人参加，

黄海伟主席主持会议，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作上半年度工作

总结，部署安排下半年工作。

会上，王婵娟就上半年工作作了总结回顾。2021 年上半年，区

老体协积极组队参加省、市老年体协举办的兜球、气排球（男、女

子）、门球、柔力球、桌上冰壶球和飞镖等 10个项目的交流和培训，

取得 7 金 1 银的优良成绩；圆满承办市老年人气排球、兜球交流比

赛和老年体育毅行摄影培训班，获得市老体协和参加单位的一致好

评。

上半年，区老体协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目标，开展了一

系列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顺利完成门球、气排球（男、女子）、

飞镖、兜球、趣味五项、桌上冰壶、象棋、围棋、快乐舞步健身操

交流比赛，共有 116 支队伍、1310 余人参加；圆满举办健身秧歌、

快乐舞步健身操、柔力球套路、桌上冰壶等 4 场培训，共 490 余人

受训，并为我区培训了 300 多名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些活动的

开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区中老年人业余文体生活，也为老年人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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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展示健身成果的平台。

上半年，全区基层老体协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不断有年富力

强、工作认真敬业的新人充实到老年体协队伍，为老年体育事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区老体协顺利召开了七届二次全会，顺利完成办公

室迁址，极大改善了办公条件。

会议部署了下半年主要工作。一是区级交流比赛活动，主要有

柔力球、可乐球、地掷球，各承办单位要积极做好筹备工作；二是

在重阳节前后举办“颂党颂国 孝老敬老”健身展示活动，在“双 11”

举办健步走大联动活动；三是组队参加省、市老体协的交流比赛，

加强重点项目的集训；四是积极准备柔力球、健身操节目，参加“长

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大会交旗仪式”展示活动；五是继续开展市、

区级老年体育星级村（社区）创建达标工作；六是进一步加强老体

协科研委工作和信息宣传报道工作，创新科研委送医下乡和信息宣

传载体，更好地为广大老年人提供健康义诊服务；七是加强基层老

年体协数据信息调查统计，确保准确性。

会议还进行了交流发言，小港街道老体协主席刘明国介绍了重

视组织建设、发挥基层作用、举办系列活动、改造基础设施、尽心

尽力做好老体协工作的先进经验。

黄海伟主席作了会议小结。他说，区老体协的工作成绩得到了

区文体局、区体总的充分肯定，受到市老体的高度评价。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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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确保安全第一；各项活动要认真安排、

周密考虑，圆满完成。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老年体讯

宁波市参加 2021年全国老年人柔力球(套路)

交流活动获佳绩

7 月 15日至 19 日，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的“庆建党

百年华诞 展银龄康乐风采”2021 年全国老年人柔力球(套路)交流

活动如期举行。全国各地共有 28支队伍参加交流活动，海曙区老体

协作为浙江省群众体育项目柔力球推广基地代表宁波市参加本次交

流活动。由海曙区老体协副秘书长崔鸿平为领队，陈莉君为教练的

我区柔力球队经过团结合作，奋力拼搏，紧张角逐，荣获老年组规

定套路团体第三名（优胜奖）。任慧敏获得甲组单人自选项目第二

名（优性奖）；朱莲珍、邬国成获得乙组双人自选项目平列第五名

（优胜奖）。同时，海曙区柔力球队以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风貌荣

获道德风尚奖。

柔力球蕴涵着太极文化的精华，是将健身效果和艺术韵味巧妙

结合在一起的中老年体育项目，具有极强的健身性、娱乐性和观赏

http://www.so.com/s?q=%E5%A4%AA%E6%9E%81%E6%8B%B3&ie=utf-8&src=wenda_link


— 12 —

性。柔力球运动项目难度较高，为了争取比赛中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陈莉君教练吸取参加省运会的经验教训，改变有关策略，适时增加

队员人数，从加强基本功着手，保证队员整体素质的提高。通过三

个月的的刻苦练习，较好地掌握了基本动作和技巧难度，提高了身

体的灵活性，为这次出征取得佳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海曙区老体协 俞棣安）

北仑、镇海两区柔力球精英为长三角老体协联盟大会备战

近段时间以来，每天清晨 6 点不到，北仑体艺中心训练基地二

楼训练大厅就响起了音乐声。由北仑、镇海两区中老年柔力球精英

组成的球队在排练长绸柔力球套路“祝福祖国”，为即将在宁波举

行的“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第三次大会”上展示

表演进行刻苦训练。

柔力球作为宁波市老年体育的一大特色健身项目，市、区老体

协每年举办多场次交流展示和培训活动。2015 年，北仑区被中国老

年人体育协会命名为“全国柔力球之乡”，柔力球运动更是深深的

扎根在北仑大地，已成为北仑区老年体育的优势项目，多次组队代

表宁波市参加全省、全国交流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为展示宁波老年体育特色项目，市老体协近期特指定北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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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两区老体协组建柔力球（套路）表演展示队伍。北仑区老体协在

接到任务后，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亲自组队，并每天到现场

指导排练。队员们放弃休息，不计报酬，冒酷暑、洒汗水，不管路

途远近，每天一早就到训练场地排练，大家抱着那一份对柔力球运

动的热爱和执着的心，要以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面貌展现柔

力球运动风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以最精彩的表演为宁波老年

体育争光添彩！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海曙区健身球队刻苦备战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大会

9 月 17 日下午，宁波市老体协王玉婷、邬伟军二位副秘书长来

到联谊宾馆五楼海曙区健身球训练场，观看并指导为参加长三角城

市联盟大会展示由 24人组成的健身球操《雪原飞鹰》特色项目，对

队员们的刻苦训练表示肯定和慰问。由国家级健身球教练员刘慧玲

老师精心编排的健身球操自选套路《雪原飞鹰》，为即将在宁波举

行的“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第三次大会”上进行

精彩展示表演。

健身球操作为宁波市老年体育的一大特色健身项目，也是海曙

区老年体协久负盛名的精品项目。2017 年，海曙区被中国老年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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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协会命名为“全国健身球之乡”。健身球操《雪原飞鹰》它将京

剧传统音乐与现代健身球操完美结合，彰显出运动健身和舞蹈艺术

于一体的魅力。她们曾代表宁波市参加海峡两岸女性拳击精英赛“愽

宏恒基杯”开幕式；多次参加全国老运会、全国老年人健身球操比

赛、浙江省老干部健身运动会和宁波市属机关运动会开幕式等，均

取得佳绩，硕果累累。

为展示宁波老年体育特色项目，市老体协近期指定海曙区老体

协组建健身球表演展示队伍。海曙区老体协在接到任务后，秘书长

余敏珍亲自组队和联系训练场地，并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队员

们放弃休息，克服家庭困难，不计报酬，冒着高温酷暑、汗洒脊背，

坚持训练，大家抱着那一份对健身球运动的挚爱和执着的心，以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面貌展现健身球运动

风采，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弘扬体育精神，展示好宁波群众体育

的新形象。

（海曙区老体协 俞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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