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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常务理事会议在甬召开

2021年 5月 27-28日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常务理事会议在宁波

召开。会议由宁波市老体协主办，上海市松江区老体协、南京市老体

协、苏州市老体协、杭州市老体协、宣城市老体协主席、副主席和秘

书长参会。浙江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扬平原、秘书长王元旦、宁波市

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任乐波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根据行程安排，5 月 27 日下午，与会人员一行来到东吴参观考

察基层老年体育工作，宁波市老体协主席施孝国，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金三叙，鄞州区老体协主席王国定，东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董家

俊等领导陪同。在东吴镇文体中心，一行人参观了图书馆、电影院、

篮球场、健身房等文体设施，深入了解了东吴镇老年文体工作的活动

经费来源、文体设施建设以及特色活动内容等情况，并现场体验了老

年活动设施。与会人员一行，高度赞誉了东吴镇在老年文体方面的工

作成绩，肯定了东吴镇面向全体老年人，坚持“形式多样，贴近生活，

贴近老人”的工作思路。一致表示，东吴镇老体协分会通过积极打造

老年人健身队伍、不断拓展老年人健身阵地等方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不仅让老年人感受“生活在东吴、快乐在东吴，也让辖

区的群众感受健康在东吴、幸福在东吴。”

5 月 28 日上午在阳光豪生大酒店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宁波市老

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受施孝国主席的委托主持了会议。会上，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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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体协副主席郁亚明首先汇报了 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会

议筹备工作情况及常务理事会议相关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随

后，各参会单位围绕议题，各抒己见，对宁波市计划举办论坛表示赞

赏和支持，并结合各自地区发展情况，特别是项目活动举办情况，提

出了相关建议。在听取所有代表发言后，并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形成了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

一、2021年长三角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第三次大会定于 10

月 18-20日在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召开。

二、联盟大会（以下简称“联盟会”）的主题是“协作与共享”。形

式为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发言、参观考察、宁波老体活动项目展示和

轮值城市会旗交接仪式。

三、各单位大会发言及分组讨论发言材料自行准备，并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将发言稿电子版发送至大会秘书处（宁波市老体协秘

书处邮箱地址 569531295@qq.com）。

四、确定本次联盟运动交流项目为南京的柔力球（套路）、宁波

的兜球、桌上冰壶球等项目。交流活动的原则是不设组委会，不制订

赛事总规程；交流活动谁承办谁负责，承办城市负责政治、安全、防

疫、赛事、会务等相关事务。

五、确定 2022年第四次联盟会议轮值城市为上海市松江区。

六、联盟大会采用“第×次"的表述，放弃原来“第 x 届"的称谓，

大会决议采用"宁波共识"。

七、参加联盟会议每个城市代表 2 名，常务理事城市代表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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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编人员费用自理。

八、社会上以“长三角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冠名的活动须书

面提交当年联盟秘书处轮值城市老体协，经联盟常务理事会商议批准

后使用。

会议最后浙江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扬平原和宁波市体育总会任

乐波副主席分别作了讲话。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专题报道

2021 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

（宁波分会场）隆重举行

5 月 16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华诞 2021年全国

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宁波分会场）在宁波市老年体育

活动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海曙区 17 个镇（乡）、街道的 450 名老年

人太极拳爱好者身穿统一的白色太极拳运动服装，精神饱满、斗志高

昂、意气奋发地进行同场展示。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老年体

协主席孙铭龙作了讲话，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会

议组委会副主任、海曙区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贤义宣布展

示活动开始。宁波市老体协副主席郁亚明，宁波市老体协副秘书长严

振华，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副书记、副主任崔立琼等出席展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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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海曙区老年体协副主席李文斌主持活动。

这次大型太极拳展示活动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宁波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协办，海曙区老年人

体育协会为执行单位。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回顾党

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弘扬太极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中华

文明为主题，是一次广大老年人展示风采、振奋精神、激励斗志、凝

聚人心的体育盛会。随着悠扬的音乐声，老年朋友们整齐划一地分别

展示了 24 式简化太极拳、国家新编 28 式太极拳、42 式太极拳、健

身气功八段锦、太极功夫扇等 5 个太极拳健身项目，每套动作都做到

柔中寓刚、动静结合、刚柔相济，辗转腾挪之间虎虎生威，充分展示

了太极之美、健身之美、运动之美。

展示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提高太极拳的普及力度，助推全区各镇

（乡）、街道积极推广开展太极拳健身活动，更好地传承弘扬民族传

统体育健身项目，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促进全民健身和老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共同构建文明和谐社会。

（海曙区老体协 俞棣安）

鄞州区举行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活动

2021年 5 月 19 日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鄞州

分会场）活动在云龙镇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全区 16 个镇、

街道以及东钱湖团队共 250 多名太极爱好者欢聚一堂来参加展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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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建党百年华诞献礼。活动现场，云龙镇人大主席姜国民向前来

参加活动的运动员们致欢迎词，鄞州区老体协王国定主席宣布活动开

始。

这次活动有二部分组成。首先，伴随着悠扬的乐曲，雄浑的鼓声,

气势磅礴的威风锣鼓拉开展演活动的序幕，健身球操也配合着韵律的

音乐，在全身各个穴位上拍打挥舞，姿势优美，充分展现了健身球操

的独特魅力。柔力球队表演的《五星红旗》为今天的主题献上了一份

厚礼，空中飞舞的红绸带和球拍上滚动的柔力球，传递着人们对未来

生活和对祖国昌盛富强的美好祝福。快乐舞步健身操队在各种律动音

乐的串烧下，以整齐划一的动作、体现了“我运动、我快乐”。接着，

来自全区各镇、街道的太极拳队集中进行了大联动展示，他们精神饱

满，神采飞扬，先后进行了 28式太极功夫扇、24 式太极拳等，展现

出太极拳圆活沉稳、刚柔并济的太极魅力。

本次活动也是我区老体协对太极拳运动的一次大检阅，不仅展示

出全区中老年人团结和谐，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同

时希望通过此次展示活动带动辖区更多老年人参与其中，共享健身运

动的快乐。

（鄞州区老体协 颜美丽）

慈溪市举行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我们伟大祖国开启“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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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的第一年，又是“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为了庆祝

建党 100 周年，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响

应中国老体协关于开展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的号召，5

月 16 日慈溪市老体协在市体育中心隆重举行了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全

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慈溪分会场）活动。本次活动，

由慈溪市老体协主办，中国老体协、宁波市老体协、慈溪市文广体育

旅游局指导，慈溪鼎植口腔医院协办，来自城区市老体协辅导总站的

10个代表队共 300 余人参加活动。

初夏五月，万木葱郁，百花怒放。活动当天，天公作美，气侯宜

人。早上六时左右，参加活动的老年朋友开始络绎来到。活动布置在

市体育中心西侧篮球场上，主题背景坐东朝西，庆祝和展示活动的标

语刀旗在四周高高飘展。上午七点半准时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慈

溪市老体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康东主持，介绍了主席台站立的领导，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施达新致辞，市老体

协主席龚建长宣布开幕。接着在欢乐悠扬的音乐声中开始了展示活

动，展示节目分别是：由城区腰鼓队选送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秧歌辅导总站选送的《舞蹈芳华》、和美太极俱乐部选送的

《陈式太极拳》、健身秧歌辅导总站选送的《爱我中华》、排舞辅导

总站选送的《中华民族》、健身气功辅导总站选送的《我爱你塞北的

雪》、佳木斯辅导总站选送的《笫六套佳木斯健身舞步》、太极拳辅

导总站选送的《太极颂》、可乐球辅导总站选送的《再唱山歌给党听》、

柔力球辅导总站选送的《各族女儿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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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建党百年华诞，展银龄康乐风采。通过本次活动，更好地营造

了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良好氛围，更好地激发老年人听党话、

跟党走的坚定初心和热情，更好地展示慈溪市老年体育工作水平，更

好地展示老年体育人的精神风貌，更好地推动老年体育事业迈向更高

的水平。

（慈溪市老体协 国达）

镇海区举行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活动

5 月 30 日上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老年人

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镇海区老年人太极拳展演活动在骆驼街

道西大河体育公园举行。

来自全区 6 个镇（街道）7 支队伍 150 余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

分别展演了太极扇、42 式竞赛套路、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24

式简化太极拳、陈氏太极刀、和太极推手等项目。参加展演的太极拳

爱好者个个精神抖擞、热情奔放、神采飞扬，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动

作整齐划一、轻盈敏捷、气定神闲，腾、挪、转、移章法娴熟，一招

一式干净利落、刚柔相济，把太极拳中正平稳、舒展大方、行云流水、

绵延不断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此次活动，给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

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的内容，提升了老年人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推动

老年人太极拳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同时引导鼓励更多老年朋友喜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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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健身运动。

（镇海区老体协 张全娟）

老年体讯

2021 年浙江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培训班

暨全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交流活动在宁海举办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迎接杭州亚运会，5 月 12

日-5 月 15日，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和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分

别主办、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庆七一，迎亚运”2021年浙江

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暨全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

交流活动在宁海县隆重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 多位老年朋友参加

了培训和交流活动。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孙欣乐、宁波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赵秀萍、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张文蛟、宁海县体育发展中心

主任顾一冰等领导出席了开幕仪式。

5 月 13日-5 月 14日，由宁波朗朗文体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代表汪

学明老师为大家上课。他从桌上冰壶球运动起源、竞赛运动精神、比

赛规则和握球、投球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讲解，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受益

匪浅。理论知识培训后，进行实战技能培训。大家分区域兴致勃勃地

围在球桌边，在教练老师的指导下实战操作。通地教练的示范和辅导，

大家初步掌握了站姿、握球、投球、定位等基本动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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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 月 14 日下午开始，进行全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交流活动。

比赛现场，运动员们个个聚精会神，全身投入，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

平。每当场上打出一个接近圆心的漂亮球时，现场观众都会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整个活动现场洋溢着紧张又欢乐的热闹气氛。经过激烈的

角逐，最终，新昌、丽水联队、淳安等队荣获省级组优胜奖。鄞州、

北仑、江北等队荣获宁波市级组优胜奖。新昌、衢州柯城、鄞州、宁

海一队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

期间，王福争老师向全体学员作了一场如何科学健身的报告。王

老师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宣讲，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宁海县老体协 胡超）

浙江省老年人迷你气排球培训班在慈溪举行

为增进老年群众健康，提高老年人迷你气排球教练员、裁判员业

务水平，全省老年人迷你气排球培训班于 5 月 19日至 21日在慈溪市

周巷镇体艺馆成功举办。本次培训班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

宁波市老体协和慈溪市老体协承办，来自全省十二个县市区共 60 余

名老年人迷你气排球爱好者参加培训。

19 日下午，培训班隆重地举行了开幕式，慈溪市老体协常务副

主席施达新主持开幕式，他对远道而来的浙江省和宁波市老体协领导

和老师表示感谢，对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慈

溪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体育工作概况。宁波市老体协副主席郁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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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班上作了简要的讲话。浙江省老体协副秘书长孙欣乐在开幕式

上作了讲话。他指出，举办老年人迷你气排球培训是老年体育项目发

展的需要，也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需要。迷你气排球与气排球的

区别，在于场地限制条件要求低，人员适应广，比气排球更具灵活性，

同时又是我们浙江省的创新项目，省老体协领导对这一项目非常重

视，因此举办培训班也是推广创新老年体育项目的需要。而老年体育

创新项目要在实践中推广，并得到广大老年人和社会的认可，这也是

举办本次培训班的应有之义。希望学员们珍惜机会，学以致用，将培

训成果带回去，在全省生根开花。

本次培训班由省老体协指派的专家黎禾、付雪云、王福争三位老

师授课，内容为老年科学健身与健康生活、最新修改的迷你气排球规

则、裁判员哨音与手势、技战术训练与指导等。培训结束，还对学员

们实地等级考核，经考核评估，参训学员全部合格，获得了省老体协

颁发的等级裁判员、教练员证书。

（慈溪市老体协 严肃）

2021 年宁波市老年人女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奉化落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6 月 3---4 日，宁波市老年人

女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奉化区党校体育馆圆满结束。本次交流活动由

宁波市老体协主办，奉化区老体协承办。各县区（市）8 支代表队 60

多名运动员齐聚奉化，共磋球技，共展风彩，共享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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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上，每支代表队运动员们都认真投入，精神饱满，彼此默

契配合，她们发扬了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场精彩激烈的比赛。队员们为赢得比赛，纷纷将自己的绝招亮出，卯

足劲努力打好每一个球，场上高潮迭起，扣球、拦球、吊球，娴熟精

湛的球技获得了场外观众一片片热烈的欢呼。尤其是奉化区和北仑区

的决赛，双方顽强拼搏，最终奉化区凭默契的配合，敢打敢拼，以

2:0的绝对优势力克北仑女队，将女团冠军囊入怀中。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后奉化区、北仑区、鄞州区、镇海区、

慈溪市荣获金奖；海曙区、江北区、国家高新区荣获银奖；奉化区和

北仑区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奉化区老体协 王昂伦）

2021 年宁波市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圆满收杆

2021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宁波市老年人门球交流活动在宁波市全

民健身指导中心门球场举行。这项赛事由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办，宁波市门球协会承办，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协办。

门球交流活动是老年人体育协会诸多体育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赛

事活动，参与人数众多。今年的门球交流活动，来自全市各区县（市）、

市直有关单位共 13支老年人门球队参加。本次比赛重在联谊与交流，

设有金奖、银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服从裁判，尊重对手，打文明球，做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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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大家携手奉献了一台和谐、友好而精彩的

赛事。老年人通过门球交流活动，愉悦了身心、展现了丰采、增进了

感情、锻炼了筋骨。

最终，海曙区、宁海县、慈溪市、市老体活动中心、镇海区、北

仑区、鄞州区、象山县等代表队获得了金奖；市退教协会、江北区、

高新区、余姚市、奉化区等代表队获得了银奖；奉化区、鄞州区获得

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宁波市门球协会 沈保华）

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培训进北仑

助推基层老年体育健身蓬勃发展

5 月 22 日，宁波市老年体协送体育培训下乡暨北仑区中老年人

健身秧歌培训班在北仑顾国和中学体育馆举行。培训项目为浙江省老

年体协新编第 3 套健身秧歌规定套路，由市老体协选派刘慧玲等 5 位

老师为学员指导授课。培训班吸引全区中老年体育健身骨干和秧歌爱

好者 110 余人参加。北仑区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在开班

仪式上致欢迎辞并作动员讲话。

市、区老体协十分重视送体育培训下乡，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

秘书长金三叙，北仑区老体协主席黄海伟亲临现场指导、观摩。现场

指导培训的还有市老体协副秘书长王玉婷、叶英。此次举办健身秧歌

培训班，旨在推动该项运动在北仑中老年人群中的普及开展，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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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体协籍此培养健身秧歌教练人才的重要举措。

培训班上，刘慧玲老师用娴熟的技术认真细致地为学员讲解、示

范套路动作，对难度较大的动作反复演示和指导。学员们学习热情高

涨，跟着老师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为了尽快学会，有些学员利用休

息时间虚心向老师请教，有些学员围在一起相互探讨动作要领。短短

一天时间，在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学员的刻苦学习下，基本上都能够随

着音乐节奏熟练地完成整套动作，培训班取得预期效果。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宁波市老体协送健身项目进海曙

暨海曙区老年人健身秧歌培训班圆满举办

6 月 15 日，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健身秧歌运动项目

的发展，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送健身项目下基层培训活动暨海曙老

年人健身秧歌培训班在市全民健身中心二楼综合馆举行。宁波市老体

协副主席郁亚明、副秘书长王玉婷、叶英等出席了培训班开班仪式，

市老体协严振华副秘书长在开班仪式上讲话，海曙区老体协副主席李

文斌致欢迎辞并作动员讲话。参加本次培训的由来自全区 17 个镇

（乡）、街道和退教协近 120 名健身秧歌骨干，培训班由国家一级健

身秧歌教练员刘慧玲任主教、国家一级健身秧歌教练员郑艳、国家二

级健身秧歌教练员余敏珍任助教，培训内容为省自编健身秧歌第三套

《幸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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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振华副秘书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梦离不开健康中国，所以我

们要加快发展群众体育。老年朋友要发挥更多的余热，也对大家提出

五点希望，一是发扬奉献精神，二是注意形象，三是学习上要下功夫，

四是加强活动，五是提高素质。为更多老年人走出家门，带动更多人

参加活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后祝愿意大家在短短一天的培训中开

心快乐。区老体协副主席李文斌致欢迎辞并作了动员讲话，他说，市

老体协送健身秧歌项目下基层活动，必将进一步带动海曙区健身秧歌

运动的蓬勃深入开展，使我区的健身秧歌人员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

高，同时也影响带领更多的老年人到日常的健身运动中来。希望大家

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提高机会，认真学习，得高技能，同时要做好传

帮带，推动我区老年人体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开展。

经过老师们的潜心讲解，动作示范，耐心纠正学员们的不规范动

作，学员们虚心好学，受益匪浅，健身秧歌技能得到了更进一步地提

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培训学习结束后，向学员们颁发了培训结业

证书。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不但自己要认真练习，同时还要肩负

起各自所在的社区、村健身秧歌队伍的教练工作，为我区健身球操这

一老年体育健身项目推广普及作贡献。

（海曙区老体协 俞棣安）

简 讯

5 月 13日-15日，“庆七一，迎亚运”2021年浙江省老年人柔力球

（竞技）交流活动在湖州市德清县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1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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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参加本次交流活动，宁海县柔力球竞技队代表宁波市参加交流再

次大获丰收，荣获三个项目第一。

5 月 19 日宁波国家高新区老体协在三官堂大桥下的兰球场举行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仿保龄球“交流活动。这次交流活

动来自全区四个街道 100 名老年朋友和老年志愿者参加！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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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 6 月份工作及长三角老体协联盟工作会议筹备。

本刊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336号 3楼 邮编 315010

网址：HTTP://WWW.NBLTX.CN 微信公众号：NB-LTX

电话：0574—87276121（传真） QQ：13689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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