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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市老体协领导雨夜检验北仑快乐舞步健身操排练队伍

为迎接即将于今年 10 月份在宁波召开的“2021 年长三角城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联盟第三次大会”，在会上展示我市老年人体育健身成

果。根据宁波市老体协统筹安排，拟推荐北仑区老体协组建一支快乐

舞步广场舞健身操队伍在大会开幕式上展示表演。

接到这个任务后，北仑区老体协迅速行动，落实健身队伍，与健

身操队负责人史良求老师协商指导音乐、动作、队形编排及队员人数

等。区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还在晚上多次到排练现场观

摩指导。为检验排练成果，7月 8日晚上，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

兼秘书长金三叙，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原常委、宣传部长、长三角城

市老体协联盟会组委会副主任石贤义等领导一行，在北仑区老体协主

席黄海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等陪同下，冒雨来到北仑体艺

中心南广场，探视正在进行排练的健身队伍，给健身队员们带来莫大

的鼓舞和信心，大家冒着越下越大的雨坚持排练，没有一个人退出队

伍躲雨。这一幕让市、区老体协领导颇为感动，纷纷赞扬这支健身操

队伍的团队精神！

针对这套健身操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石贤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

建议，比如表演时间的长短、队员的站位、动作的力度、整齐性等有

待调整和提高，同时要以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状态展示我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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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风彩。大家听后深受启发，健身操队负责人、教练们表示尽快予

以调整，加强训练，不辜负领导的期望，要以最佳的表演展示我们老

年人风彩，为宁波老年体育争光！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市老体协召开全市信息员会议暨微信公众号运营培训班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信息宣传工

作，提高信息宣传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6 月 28 日，宁波

市老体协在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二楼培训教室召开老体协信息员会

议暨微信公众号运营培训班。会议由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金三叙

同志主持。

会上，郁亚明副主席首先传达了全国老年体育宣传工作会议精

神，同时希望各单位在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立协调机制，不断壮

大宣传信息队伍，加强宣传力度，重视新闻宣传纪律和宣传工作的引

导、稿件的审阅和签发，提高稿件的质量和可读性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接着，江德钦副秘书长就中国老体协官网信息投稿的操作做了详细的

说明。

会议最后，邀请到海曙区全媒体应铮老师，如何就微信公众号的

发布、排版和运营等做了技术性指导。

（宁波市老体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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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人体育毅行摄影培训班在北仑春晓开班

7 月 5—6 日，2021 年宁波市老年人体育毅行摄影培训班在北仑

春晓苑大酒店举行，本期培训班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邀请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俞东高老师讲课，各区、县（市）老年体协有关领导

和摄影爱好者参加。

培训班上，市老体协副秘书长严振华主持开班仪式，郁亚明副主

席作简要的动员讲话。课堂上，俞东高老师将自己 50 多年的摄影实

践给大家作了指导和分享，他指出，作品除了要有好的拍摄技术，更

要有主题思想，要有构思、有立意、有创作思想，拍摄技术加上创作

思想才能算是摄影作品，否则只能算是普通照片。他将自己几十年来

获奖的作品给大家作了分享，并强调了拍摄过程中应注意的细节问

题，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让大家受益匪浅。

第二天一大早，学员们就来到梅山红桥附近实景拍摄。航拍机、

专业单反、长短焦镜头、手机齐上阵，大家各显神通，力求拍出最好

的照片。经过近二个小时的拍摄，评委会即时收到 60 张作品，经老

师专业评审，有六张照片分别获评 1～3 等奖，其余作品获得优秀奖。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北仑区老体协妥善的安排下，培训班圆满结

束。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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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八次全体委员大会胜利召开

在建党 10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 月 24 日上午，宁海县老年人

体育协会第八次全体委员大会胜利召开。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的

领导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建军、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鸿飞、县政

协副主席童青燕、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县民政

局长苏朝阳、县体育发展中心主任顾一冰、县老体协主席张文蛟、县

老体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超、县老体协监事长王贤茂。参加大会的有

全县各乡镇、街道老体协、县直机关老体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各分会会长、秘书长，县老体协各直属团队负责人。大会还邀请了县

委老干部局、县发展改革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体育发展中心

等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县老体协常务副主席鲍允伟主持会议。

上午九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县

老体协主席张文蛟代表第七届委员会作了题为《认清新形势、贯彻新

思想，全面推进老体事业新发展》的工作报告。他说，五年来，我县

老体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扬特色、补短板、抓基础、强活动、促平

衡”总体工作思路，积极引领和推动广大老年人开展科学健身活动，

不断促进全县老体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为创建文明县城，加快建设“双

优”宁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文蛟还对今后五年的全县老体工作提出了六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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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老体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胡超受第七届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

了财务收支情况。并对修改《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章程》有关情况

作了说明。

经审议，大会表决通过了县老体协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

收支情况报告和修改《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章程》。

大会选举了县老体协第八届领导机构和监事会成员。张文蛟当选

为县老体协主席，鲍允伟、胡超被选为副主席，胡超兼任秘书长；王

贤茂当选为监事长，王冬燕、陈启宵被选为监事。

新当选的县老体协主席张文蛟代表新一届县老体协领导班子作

了表态发言。

大会还对 2016-2020年度全县老年体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代表市老体协讲话。他对大

会的隆重召开和新当选的县老体协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下

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希望，衷心祝愿宁海县老体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鸿飞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说，正值党的百

年华诞之时，召开宁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八次全体委员大会，意义

特别重要。为此，他谨代表宁海县人民政府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最

热烈的祝贺，并对各位从事老体工作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大家

为我县老体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海县老体协 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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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体讯

2021年宁波市老年人男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慈溪举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6 月 17—18 日，由宁波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 2021 年宁波

市老年人男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慈溪举行，来自海曙、江北、镇海、

北仑、鄞州、奉化、余姚、宁海、慈溪等县区（市）的 9 支代表队运

动员、教练员和交流活动的裁判员、工作人员，共计百余人齐聚周巷

体艺馆，共享体育赛事。

球场上，各参赛队运动员配合默契、团结协作。传球、垫球、扣

球、吊球，不断组织着进攻，用心打好每一个球。迅猛的发球、巧妙

的拦网、精彩的扣杀，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场内加油声、欢呼声一

浪高过一浪。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江北区、奉化区、宁海县、海曙

区、鄞州区荣获金奖；慈溪市、北仑区、余姚市、镇海区荣获银奖。

气排球运动项目作为常规的体育赛事，融趣味性、竞争性、技巧

性为一体。近几年，各区县（市）代表队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参与活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举办交流活动，不仅切磋了球艺，增进

了友情，同时也展现出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采，更为夕阳增

光添彩，为幸福晚年增分。

（慈溪市老体协 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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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老体协送体育健身项目下基层活动暨象山县老体

协戏曲广播操培训班

为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大力推动中老年戏曲广播操健身

项目的发展。6 月 26 日，宁波市老体协送老年体育健身项目下基层

活动暨象山县老体协中老年人戏曲广播操培训班在西周中学体艺馆

举行。宁波市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三叙等领导出席了培训班

仪式。象山县老体协主席林胜国出席并作了动员讲话。一是市老体协

领导亲自带队送老年体育健身项目下基层活动，充分体现了市老体协

对象山县老体协工作上的关心和支持，由此必将进一步带动全县中老

年人体育健身的蓬勃开展；二是要扩大老年体育人口，增加老年体育

健身项目，提高老年体育水平，让更多的中老年人积极主动参加全民

健身运动；三是要抓住这培训班的难得机会，开动脑筋，认真学习，

掌握技能，主动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为助推我县老年体育事业更好更

快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市老体协送体育健身项目——戏曲广播操，在国家级教练

刘慧玲等三位资深老师的精心辅导和演示下，全体学员认真学习、刻

苦演练，初步掌握了戏曲广播操的动作要领，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

全体学员的喜爱。

（象山县老体协 吴光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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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重温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记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华诞之间，6月 18日清晨，

本人有幸参加了由原籍泗港村老支书陈友康带领的携部分老共产党

员、群众代表一行 24 人自发由宁波出发乘大巴赴江西红色之旅，去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的第一站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和方志敏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

首先当看到惨无人道的十大酷刑，仿佛再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

士残酷迫害的场景，在烈士纪念馆所有的展品和当年的部分实物，显

示了当年集中营内革命先烈们斗争的真实写照，参观的同志都被烈士

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和英勇献身精神深深感染。接着在方志敏纪念馆

内一件件真实珍贵的文物展品、一篇篇的文字记载和一幅幅将军浴血

奋战的图片展示出方志敏同志与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带

领我们走进历史，走进血染的往昔。通过参观学习，对方志敏同志的

爱国、创造、清贫、奉献四种伟大精神的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不畏乘车的疲劳又驱车 7小时抵达井冈山，

第二天我们在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红色情怀，先后参观了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烈士陵园、黄洋界哨所、毛泽东旧居和贺子珍故居等，在这

里随着高山的田园风光和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及遍地的旅游商贸如今

到处是旧貌变新异，但依然随处可见到工农红军的历史遗迹，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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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一木都溅晒过烈士的鲜血，孕育着星星之火，中国革命的胜利就

是从这里走向全国。

太多的感动和鼓舞，此行不愧为一次革命传统的洗礼，使我们

近距离感受了当年井冈山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及井冈山儿女可歌可

泣的英雄壮举，令我们受到了深刻而永生难忘的党性教育。

按照行程安排 20 日我们来到了第三站红色基地瑞金，她是闻

名中外的红色故都，是共和国的摇篮，在老支书的带领下相继参观了

沙洲坝红井景区的旧址群，苏大会址、列宁小学、红军广场以及当年

苏维埃政府的各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旧址，他通过平时自己学

习党史所结累的知识，给我们在现场进行讲解，我们在这红色的人生

大课堂，目睹沧桑巨变，大家的心灵怎能不受到振撼。最后在红井旁

听导游讲述了毛主席亲自挖井的故事，还品尝了井水，深切感受到吃

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并在井的上方所立的石碑旁大家合

影留念。

通过此次教育活动，大家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见识，既受到了一

次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涤和党性的

锤炼，在归程的途中大家用悦耳的歌声唱着红歌，唱出了对幸福生活

的热爱，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用自己的行动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鄞州区老体协 颜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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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路

夏季三伏我记三点

一年四季，有人说：“夏季最难熬”， 特别是三伏高温。尤其是

老年人，气血衰，新陈代谢差，抗暑能力低，容易“疰夏”、“中暑”及

心脑血管疾病复发。怎么样安度夏季三伏高温，我的体会有三点:

1、重养心，不上火。

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冰心老人曾有一句养生名言：“心如止水”。

意思是一个人不要轻易激动，有的老人往往因一点小事就容易上火，

夏季天气炎热，炎字中有二“火”字组成，中医五行学说，把夏季归属

火，说明夏日炎炎容易上“火”。可造成肝火上炎，引发血压升高，心

律失常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所以夏天高温，老年人尽避免容易引烦

心事与言语冲突，寻求安宁清静的环境，及时调正自己的心态和心情，

“心静自然凉”。

2、午不出，午睡养。

在夏天三伏高温天，老年人避免在巳，午，未这三个时辰出门，

如遇必须外出，需戴太阳帽，太阳鏡，穿透气好的浅色的长袖衫，裤

为宜。

夏天昼长夜短，一般人迟睡早起，所以夜间往往睡眠不足，而午

睡可以弥补夜间睡眠不足的困惑，午睡不但可以提高免疫力，还能起

到了养心安神的效果，对下午学习工作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饭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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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即刻入睡，空调室温不要低于 26 度，早，晚开窗通风，在空调

房不要呆过久，否则容易感冒。电风扇也不可直吹头部，肩膀，胸腹

等部位，防止肩周炎，关节僵硬，面神经麻痹，心脑血管疾病的复发。

午睡起床后应饮杯温开水，这样有助预防血液粘度高诱发心脑血

栓的发生。

3、适当动，饮食调。

夏季老年人运动量不要过大，动作宜缓，轻松，不要多出汗，上

午九点后至下午四点不在室外运动，早，晚以步行、太极挙、八段锦、

游泳等比较适合老年人，运动后及时补充水份与水果，建议：老年人

每天口服多种维生素，如：叶黄素、维 C、B族，尤其必需氨基酸和

人体矿物质钾、钙、镁等元素的补充。

老年人不要等到了口渴再去饮水，最外出锻炼带上茶水，每天早，

中，晚饮水是必须的，患有高血脂，血栓，结石等老人饮水不要少于

1200 毫升，少量多次饮、不渴也要饮些，但不要用菜汤，牛奶，果

汁，或啤酒来代替温开水，不喝冷水。饮食宜清淡、营养、新鲜，不

要吝惜剩菜，少吃隔夜饭菜。

老年人牙齿不好，咀嚼无力，消化功能减退，建议喝药粥，夏天

绿豆粥、米仁粥、枸杞子粥、莲子山药粥、小米粥、玉米糊等等。现

代科学证实，莲子心有清心火去热去烦作用，对高血压病人十分有利。

山药有补脾胃，益肺肾作用。加上优质粳米，对老年人腸胃，呼吸，

神经系统都有一定的补益疗效。对长期饮啤酒的人，要当心诱发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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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邪困脾与外湿痺症，湿疹，痛风等疾病,对夏季患内湿症的老人，

多由脾失健运，食欲不振，脘腹痞满，水湿停聚而生。一般人祛湿可

以用薏米仁 30 克、绿豆 30 克、红豆 20 克、山药 50 克、梗米 150

克煮粥吃。“三伏”天应当吃时令瓜果蔬菜，如：苦瓜，有泻心肝火，

明目清心作用。丝瓜皮有解毒、络清热、肉润肠，另外丝瓜络有通经

活络，对风湿病人有益。

另外还要注意食物细菌感染，如：毛蚶，泥螺，蟹浆等不洁食品，

容易引发肠胃炎。

（市老体协科研委 汪武首）

简 讯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示老年人体育健身风

采，镇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西大河体育公园举行“我心永向党、银

龄展风采”为主题的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展示活动。来自全区各镇(街

道）600 余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先后展示了健身操、彩球啦啦操、柔

力球、气舞、健身秧歌、健身球操以及太极拳等项目。

6 月 22 日，由鄞州区区政府主办，鄞州区体育总会、鄞州区老

年人体育协会承办、鄞州区五乡镇老体协分会、鄞州区乒乓球协会协

办的鄞州区第十六届运动会老年部乒乓球比赛在五乡镇文体中心举

行。全区 19支队伍 112个运动员参加了此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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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由奉化区体育总会为指导单位，奉化区老年人体育

协会主办的奉化区老年人桌上冰壶球骨干培训班在区老年人体育协

会活动室顺利举行。来自全区各相关镇、街道（社区、村）的 50 余

位冰壶球爱好者和体育骨干参加了本次培训班。

6 月 24-26 日，在举国欢庆建党 100 周年华诞之际，余姚市第十

六届运动会老年部乒乓球比赛在四明广场陈剑乒乓球俱乐部圆满鸣

金。全市 18个乡镇街道的 34 支男女老年乒乓球队，其中男队 18支，

女队 16 支，共 250 余名领队、教练和运动员，参加男女团体、男女

单打四个项目的交流比赛。

7月 1日晚上，象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讴颂党的丰功伟绩。组织了 500 多名太极队员展示杨氏太极拳

28 式和 103 式,为党的百年华诞作了专场表演，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

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的礼物。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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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6 月份和布置 7 月份工作及长三角老体协联盟工作会议

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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