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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编 2021年 10月 26日

要情通报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举办 2021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健身

线上展示活动的通知

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

活动的通知

工作动态

宁波市老体协领导来余姚调研指导老体工作

金三叙、石贤义一行到北仑审看柔力球表演项目

余姚市创建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

桑榆晚情

让中老年人在快乐舞步中获得健康快乐 -----史良求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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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通报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举办 2021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

人健身线上展示活动的通知

体老字〔2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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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积极倡导全民健身，发挥体育在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推进建设健康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老

年人体协将在“敬老月”期间举办 2021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健身

线上展示活动。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

主办单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协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老年人体协及各行业老年人体协

承办单位：中国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项委员会

中国老年人体协健身球操专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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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体协健步走专项委员会

中国老年人体协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中国老年人体协广场舞专项委员会(筹)

中国老年人体协新闻委员会

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时间

(一)线上活动时间

2021年 10 月 8 日至 11月 30 日

1.报名及视频上传阶段：10 月 8 日 10时至 10 月 23日 24 时

2.大众点赞投票阶段：10 月 24日 10 时至 11月 5 日 17 时

3.数据导出、评审及公示阶段：11 月 6 日至 11月 15 日

4.成绩公告及证书下载阶段：11 月 16日至 11 月 30日 24 时

三、活动项目

柔力球、健身球操、手杖操、太极拳、广场舞

四、活动主题

尊老敬老迎重阳 健老康乐展风采

五、活动目的

弘扬中华民族孝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着力打造老年体育健身

展示平台，引导广大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活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六、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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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活动报名和上传作品。

1.手机端

关注“体总网”微信公众号或“全民健身”公众号。进入公众

号，点击底栏“99 重阳节”栏目(或发送“99 报名”获取链接)，访

问手机端活动专题页面，点击“立即报名”，选择对应展示项目，

按提示填写正确的个人信息，阅读自愿参与责任书后，上传视频。

“体总网”微信公众号 “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

2.电脑端

访问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方网站(chinalntx.sport.org.cn/)，点击

“活动专题页面”-“报名”，选择对应展示项目，按提示填写正确

的个人信息，阅读并选择同意《自愿参与责任书》后，上传视频。

3.每位用户在同一项目中只有一次上传作品机会，可以兼项。上

传视频限定于 2020年重阳节以后以来所拍摄的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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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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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脑端作品投票：打开中国老年人体协官网页面，进入活动页

面，查看项目视频，并对喜欢的作品进行投票。

2.微信公众号作品投票：进入“体总网”微信公众号或“全民健

身”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官网，查看项目视频，并对喜欢的作品

进行投票。

3.每位用户、每个 IP地址每个视频每天最多投三票。

(三)上传视频要求

1.报名时间，必须正确填写报名信息并上传参赛作品，否则不能

完成提交。

2.上传的作品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必须是横版拍摄的 MP4 或

MOV 格式，视频文件大小应低于 300MB。画面清晰，图像稳定。

3.参与者着装应整洁大方，符合项目特点。

4.上传作品严禁违背社会公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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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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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奖励办法

线上活动通过专业评审评出最佳展示奖、优秀展示奖，比例为

40%和 60%；通过投票点赞数评出大众人气奖，比例为 20%；所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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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活动的团队和个人均可获得由中国老年人体协颁发的电子参

加纪念证书。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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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提交的作品与项目和视频要求不符，将被取消活动资

格。

(四)参与者录制视频须遵守本人所在地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有

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排练和录制。

九、举办方联系方式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黄腾达

联系电话：010-87182417

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于红立

联系电话：010-67158866转 612

附件：

1.柔力球线上活动规程 （咨询：吴星星 13665606081）

2.健身球操线上活动规程 （咨询：王建敏 18661873266）

http://chinalntx.sport.org.cn/rlq/gg/2021/0927/268522.html
http://chinalntx.sport.org.cn/jsqc/gg/2021/0927/268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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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杖操线上活动规程 （咨询：宋文全 15166128188）

4.太极拳线上活动规程 （咨询：许昭伦、杨北方；13938151039<

微信同号>）

5.广场舞线上活动规程 （咨询：刘嘉豪 01067158866 转 709）

（摘自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网）

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

大联动活动的通知

体老字〔20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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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3年起，中国老年人体协倡导全国各级老年人体协举办全

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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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引导老年人投入全民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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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1日继续在全国开展“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http://chinalntx.sport.org.cn/jbz/gg/2021/0927/268524.html
http://chinalntx.sport.org.cn/tjq/gg/2021/0927/268525.html
http://chinalntx.sport.org.cn/qtgg/2021/0927/268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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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时间

2021年 11 月 11日，各地可根据当地气候情况调整时间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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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委员会

三、活动主题

庆建党百年华诞、展银龄康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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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的老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提高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的自觉性和

广泛性，努力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体育健身服务。

五、活动安排

(一)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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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老年

人健步走大联动分会场”活动。

(二)2021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主会场活动设在安徽省黄

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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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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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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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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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安全和疫情防控放在首要位置，

尤其要做好针对老年群体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安全宣传和指导，制

定严密的安全防范预案，疫情防控方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精

彩。

(四)活动结束后，请各级老年人体协将举办“全国老年人健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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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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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专委会。中国老年人体协将根据各地举办情况，择优评选出“2021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优秀单位，予以表彰。

七、中国老年人体协健步走专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文全(15166128188)薛法永(15606307904)

邮 箱：jbzzwh@163.com

（摘自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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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金三叙、石贤义一行到北仑审看柔力球表演项目

9 月 29 日上午，宁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金

三叙、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大会组委会副主任石贤义一行到北仑

区老体协走访调研，看望和慰问正在集训的参加“2021 年长三角城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盟第三次大会”开幕式上展示表演的柔力球队

员，并与全体集训队员合影留念。

上午 9 点多，金三叙、石贤义一行来到北仑体艺中心训练基地，

柔力球队员们正在排练长绸柔力球套路“祝福祖国”。这些队员一

早就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最远的有来自镇海和小港，她们已经在

这里集训一个多月。北仑区老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婵娟是集

训队的总指导，她向金三叙、石贤义一行作了汇报，集训队员们放

弃休息时间，不计报酬，冒酷暑，洒汗水，不管路途远近，坚持按

规定时间到训练场地排练。金三叙、石贤义感谢北仑区老体协出色

的工作，对集训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

石贤义作了即席讲话，他代表 2021年长三角城市老体协联盟大

会第三次会议组委会，充分肯定了柔力球节目的集训成果，并向运

动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以北仑为主、镇海参与，两个区共同

组成一个节目，难度很大，北仑、镇海都付出了很多，运动员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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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辛苦。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精打细磨，在站位、舞动、表情等方

面精益求精，把节目表演得更优更好。

区老体协主席黄海伟说，柔力球是北仑“国”字号品牌，这一

段时间来，柔力球队员集训的艰苦的努力没有白费，动作磨合得越

来越好。感谢大家为北仑柔力球“国”字号荣誉所付出的努力，希

望大家充满自信，在运动当中收获快乐，把这个团队打造成北仑老

年体育的精品团队。

市老体协有关领导陪同参加。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余姚市创建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日前，余姚市老年体协根据浙江省老年体协《关于开展新时代

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建设的通知》，对照《浙江省老

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星级评定标准》，经过村（社区）自评申

报，乡镇街道审核上报，市老体协验收批准，公布了全市第三批 2021

年度三星级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名单，通报表彰，颁发牌

匾。至此，自 2018年省老体协部署全省开展创建新时代老年体育现

代化村（社区）活动以来，余姚市已有泗门镇东大街道社区、低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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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历山村被省老体协授予五星级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阳

明街道北郊村等 51个村（社区）被宁波市老体协评为四星级省老年

体育现代化村（社区）；三七市镇幸福村等 50个村（社区）被余姚

市老体协评为三星级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的荣誉称号，泗

门镇、低塘街道、黄家埠镇所辖村（社区）全部达到三星级以上标

准，实现了满堂红。

创建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是省老体协在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基层老年体育组织建设和场地设施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任务。余姚市老体协积极响应省老

体协的号召，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地深入开展创建工作，联系实际，

因地制宜，主动作为，积极进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阶段性成果。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余姚市老体协认真学习贯

彻省老体协《关于开展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建

设的通知》和《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星级评定标准》，

充分认识开展创建活动的重要意义，增强开展创建活动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在深入调查摸底，掌握实情的基础上，下发文件，制订规

划，明确 2018-2020年为全市创建工作的第一阶段，要求全市各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根据市里部署，认真制订创建规划，提出创建目

标，落实工作责任，把创建工作同老年体育工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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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作为评比老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的重要依据。去年末，

余姚市老体协安排专项资金，对全市 2019-2021年获省、宁波市老体

协批准的现代化村（社区），各奖励一套价值 1000元的兜球器材，

以奖代补，调动创建积极性。

二、坚持试点行先，探索创建路子。创建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

育现代化村（社区），是一项新的任务，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取得

工作主动权，有针对性的做好组织指导工作。余姚市老体协在泗门

镇东大街社区行先试点。市老体协主席魏利民带队，在泗门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会同泗门镇老体协组成指导组，进驻东大街社

区。对照创建标准十二条要求逐步落实，逐条改进，从社区实际出

发，围绕组织网络，队伍建设，场地设施，制度保障，活动开展，

科学健身等方面加长补短，创新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

取得成功经验后，在泗门镇东大街社区召开全市创建工作现场会，

各乡镇街道老体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会上

泗门镇老体协介绍创建工作经验，泗门镇东大街社区汇报了创建工

作的具体做法和体会，会议印发了《余姚市泗门镇东大街社区创建

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社区的资料汇编》，还组织参观东大

街社区史料馆和创建活动成果展，给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借鉴可复制的成功路子。宁波市老体

协对余姚市泗门镇东大街社区的试点十分重视，市老体协常务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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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金三叙、副主席郁亚明带队到泗门镇东大街社区调研指导，充分

肯定创建工作的成功经验。还在泗门镇东大街社区召开宁波市创建

新时代浙江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区）工作现场会，总结交流，

学习借鉴，推动全市创建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三、实行分类指导，提高精准服务。余姚市下辖 21个乡镇街道

共有 256 个行政村和 58个社区（居委），创建工作面广量大情况复

杂。创建活动既要全面开展，一个也不能少，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区别情况，精准施策，分类指导。余姚市老体协按照行政区划、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老体工作基础状况，分为城区街道社区，沿海平

原，偏远山区基础薄弱村三种类型，区别对待，实行分类指导。尤

其是对偏僻山区居住分散经济薄弱的村，要求先从抓队伍、建网络，

订制度做起，创建一星级起步，逐步逐年提高。泗门镇老体协同地

处四明山上的大岚镇结对帮扶，定期选派骨干上山，帮助培训体育

辅导员，推介老年体育健身项目，传授老年体育舞操，培养山里老

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兴趣和热情，破解山区老年体育人才短缺

的困难。如今四明山上也建起了门球场、地掷球场、气排球场，除

了开展象棋、乒乓球等老年体育健身活动外，还举办兜球、飞镖、

门球等交流比赛。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放，音乐响起，山村里老

年人跳起快乐舞步、健身球操，像城里人一样开始享受体育健身活

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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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建工作格局，营造整体合力。创建省老年体育现代化村

（社区），是增强新时代基层老年体育生机活力，提高工作能力水

平的重要举措，是全局性综合工作。创建工作仅凭老年体协是不够

的，村两委会必须紧紧依据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各社会

组织的积极配合，形成创建工作的整体合力。为破解基层老年体育

场地设施不足的困难，余姚市老体协提倡共创共享的理念，要求充

分利用当前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新建的村民文化宫、老年活动室、

老年体育活动中心（俱乐部）等公共设施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

的活动场所，主动向社会开放，无偿为老年人开展体育健身活动提

供服务。为保障创建活动经费和老年体育工作资金，除了按市政府

文件规定，乡镇街道和村级财政每年安排财政预算外，想方设法争

取上级部门专项补助，企事业单位赞助，老年人志愿捐资等多元化

多渠道多形式筹措，提供必须合理的资金保障。浙江省政府授予“爱

国爱乡”模范，宁波市“荣誉市民：牟山镇牟山村香港同胞魏绍相

先生，近年来先后捐资 200 多万元，建造村夕阳红老年活动中心，

为发展镇村老年体育事业积极奉献，在当地传为佳话。

经过各级的共同努力，余姚市创建新时代老年体育现代化村（社

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走在了宁波市乃之全省的前列。

（余姚市老体协 史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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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晚情

让中老年人在快乐舞步中获得健康快乐的史良求

最近，史良求老师获得了 2020年宁波市“十佳社会体育指导员”

荣誉称号，大家说这是实至名归。

史良求老师很早就开始跳佳木斯健身操，在快乐舞步中锻炼身

体，感觉效果很好。于是，他开始发动组织更多的中老年人参与。

2011 年，他成为我区老年体育健身辅导总站负责人之一，负责佳木

斯快乐舞步健身操项目。

每天晚上，先是在北仑影剧院广场，后至北仑体艺中心 5 号门

前的广场上，总是活跃着一支健身队伍，随着音乐节奏跳着快乐舞

步健身操。这就是史良求老师组织指导的团队，也是北仑最大的一

支佳木斯健身操队伍。

史良求老师年过六旬，他是北仑区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浙江

省老年体育高级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教练员、裁判员。

他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他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

佳木斯健身操上，任劳任怨，无私奉献。除了刮风下雨，每天晚上

都在体艺中心 5 号门前广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的团队提

供指导服务。他自费购置了多套广场音响器材，无偿供健身队伍使

用；他紧密配合区体育总会、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积极带领团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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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体育三下乡”活动，为边远乡镇街道送去培训和展示；他严格

要求，规范形体动作，努力打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的精品团队；

他积极参与区老体协组织的各级各类培训、比赛和展示活动。

目前，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遍布北仑各地，是参与人数最多、

最受中老年朋友欢迎的健身项目。而史老师带领的健身团队，无疑

是群芳缤纷中的一枝奇葩，是北仑群众体育的一大亮点。他的团队

参加北仑区老体协组织的各种大型活动，获得交口称赞；代表北仑

区参加市级比赛，获得优异成绩；代表宁波市参加省级比赛，也获

得优异成绩。

让我们为他的团队点赞！为史良求老师点赞！为“情系社会体

育，服务全民健身”的精神点赞！

（北仑区老体协 汪苏国）

简 讯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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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市老体协十月份工作和长三角老体协联盟工作。

2021年 9 月 24 日鄞州区第十六届运动会老年部“迎国庆”健身

秧歌比赛在邱隘文体中心如期举行，来自全区 16支代表队 240 名老

年运动员会聚一堂参加本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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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 日晩上，为热烈庆祝全国第九个老年节，象山县老年人

体育协会会同 18个镇乡街道老体协和县委老干部局、县卫生健康局、

县民政局、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等有关部门，在县体育场举行

千人广场舞大联展和数百名太极拳展演活动。

10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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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华诞海曙区老体协

特色（文体）节目展示活动在市老体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10月 24 日，镇海区老体协主办的“老年人健身球操交流展示活

动”在骆驼市民广场举行。区六个镇、街道的健身球操爱好者参加

了交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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