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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编 2018 年 8 月 16 日

老体动态

●河南省“全民健身日”活动暨郑州市“全民健身日”体育嘉年华活

动在如意湖广场举行

●全民健身日河南省社会体育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七夕节全国门球夫妻赛在焦作落幕

●第十三届省运会围棋、象棋交流活动开赛

基层工作

●郑州市第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气功、模特交流活动举行

●郑州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

●洛阳老年体协举行全民健身日优秀文体节目展演活动

●开封市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焦作全民健身日活动丰富多彩

●南阳市全民健身日活动趣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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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举行美丽乡村老年健身骨干培训

●鹤壁市举办全民健身日老年人乒乓球比赛

●新乡市举办“2018 健康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

●许昌市老年人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日活动

●周口市举办健身操舞展演和门球交流活动

●濮阳市举办中老年人健身才艺竞赛

●济源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活动

●平顶山市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永城市 2018 年“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

●滑县全民健身日活动丰富多彩

●安阳北关区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民权县开展老年健身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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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体动态

●河南省“全民健身日”活动暨“全民健身日”体育嘉年华活动

在如意湖广场举行

8 月 8 日，以“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为主题的 2018 年全国“全民

健身日”活动河南省分会场暨郑州市“全民健身日”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如

意湖广场举行。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副局长杨中军，郑州市人大副主任

法建强出席启动仪式，现场包括众多老年人在内的 2000 余名健身爱好者激

情展示了广播操、啦啦操、现代舞、健步走、抖空竹等健身节目，掀起新

时代中原动起来的“健身潮”，共庆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

●河南省社会体育主题展演活动在航海健身园举行

8 月 7 日上午，2018 年“全民健身 乐享生活”河南省社会体育主题展

演活动在河南省航海健身园举行。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省老体协副主席

王书义、省体育局巡视员张振中等领导出席活动，健身爱好者及群众共 2000

多人现场共享棋牌、航海模型、门球、台球、健身操舞、健身瑜伽、网球

等健身项目乐趣。

●七夕节全国门球夫妻赛在焦作落幕

13 日至 16 日，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国门球协会主办的焦作七夕

节全国门球夫妻赛在焦作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门球健身园隆重举行，来自

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的 97对中老年夫妻参加比赛。

●第十三届省运会围棋、象棋交流活动开赛

8 月 8 日至 13 日，第十三届省运会围棋比赛在周口市举行，在老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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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支代表队 44 名老年人的角逐中，开封、洛阳、安阳代表队分获前三名。

象棋比赛将于 17日在周口市开赛。

基层工作

●郑州市第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气功、模特交流活动举行

8 月 11 日、15 日，“体彩杯”郑州市第十一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气功、

模特交流活动先后举行，57支代表队近千人参加了展示交流。

●郑州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

8 月 8 日，郑州市金水区在省体育场举行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老年人

健身展示活动，26支健身站点代表队 600 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参加了展示，

并现场开展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健身宣传等活动。当日，新密市在来集

镇翟坡社区健康主题公园举行全民健身日老年健身展示交流活动，500 名老

年人为社区群众献上了 32 个节目的“健身视觉盛宴”，引领全民健身、科

学健身；惠济区在艺茂国际仓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惠济区全民健身日

中老年人舞蹈大赛；高新区以“舞动高新·走进新时代”为主题在区中心

广场开展了第四届舞林大会暨广场舞大赛；荥阳市组织 55 支代表队 1200

多名健身爱好者在市体育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健身健身展演，14 日，

又举行了 1100 多人参加的第七套康姿百态健身操展演；管城回族区对辖区

内 200 余名健身爱好者进行了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

●洛阳老年体协举行全民健身日优秀文体节目展演活动

8 月 10 日上午，2018 年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全民健身日”文体节

目展示活动在市西工体育场举行，近千名老年人展示了太极拳（械）、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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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柔力球、广场舞等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节目。在市老协的统一安排

下，各县（市）区也同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日”老年体育健身

活动。

●开封市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8 日，2018 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日”开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暨全国

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在汴京公园举行，近 2000 余名健身爱

好者进行了健身气功、太极扇、广场舞、空竹、腰鼓等健身展示。

●焦作全民健身日活动丰富多彩

8 月 8 日，焦作市在太极体育中心太极馆举行 2018 年河南省全民健身

日活动焦作市分会场暨 2018 年全国百城健身气功展示交流活动，3000 多名

健身爱好者开展了健身气功、健步走、武术、太极拳、快乐舞步健身操等

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展示。期间，还开展了全民健身指导、健身知识

宣传、体质体能测定、全民健身场馆免费开放等服务活动。沁阳、孟州等

地也同步举行了全民健身日群众健身跑活动和中老年健身展示系列活动。

●南阳市全民健身日活动趣味多

8 日，2018 年南阳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首届玉乡田园农耕健身大

赛在南阳市镇平县举行，数百名老年人参加了荷塘采莲、荷塘抓鱼、抗旱

浇水、晒场抢粮、同心锯木、妙手穿珠等六个项目的趣味健身比赛，共享

农耕文化乐趣。

●三门峡市举行美丽乡村老年健身骨干培训

16 日，三门峡市美丽乡村老年健身骨干培训班在义马市开班， 2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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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年健身骨干参加了为期 2 天半的广场舞健身培训。他们将通过考试，

合格的将被授予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并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健

身示范引领作用。义马市还在 8 日开展了“新时代动起来”启动仪式暨万

人健步走活动。

●鹤壁市举办全民健身日老年人乒乓球比赛

7 日至 8 日，鹤壁市全民健身日老年人乒乓球比赛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举行，11支代表队 70 多人参加了角逐。

●新乡市举办“2018 健康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

8 月 8 日，“2018 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新乡主题宣传活动在新乡

市体育中心举行，千余名老年人积极参与其中，展示展演了柔力球、广场

舞、太极拳等健身节目。8月 10 日至 12 日，凤泉区连续三天在文化广场举

行了“绿茵河畔杯”全民健身日活动。

●许昌市老年人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日活动

8 日，许昌市在体育场举办 2018 年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健身气

功“百城千村”交流展示活动，长葛、禹州、鄢陵也同步设分会场开展健

身活动，老年人积极参与其中，现场 3000 多人一展身手，表演了模特、健

身操、健身球、太极剑、太极拳等节目。

●周口市举办健身操舞展演和门球交流活动

8 日，周口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60 支健身操舞代表队在

市老年人健身馆进行了健身操舞展演交流。随后，14支门球代表队在市体

育中心门球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比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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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举办中老年人健身才艺竞赛

12 日，由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河南省“全民健身日”濮阳分

会场 2018 年濮阳市中老年人健身才艺竞演举行，79支代表队近千人展示了

广场舞、秧歌、太极拳、健身气功、持杖操、时装秀等健身才艺，竞演结

束后承办单位为每支队伍配发了音响。此前，濮阳市还举行了全民健身、

舞动龙都“泰和兴龙湾·荣域天鹅堡”杯濮阳市广场舞大赛城区晋级赛。

●济源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活动

8 日，济源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暨“百城千村”健身气功展示活动，2000

多人参加了健身气功、抖空竹、广场舞、健身球操等展演。

●平顶山市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8 日，平顶山市举行 2018 年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主题宣传活动暨河南

省“全民健身日”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300 多名中老年健身爱好者参加

了健身气功、太极拳等健身展演。10日，市空竹协会在新华区、卫东区举

行空竹展示交流活动；11 日，8 支代表队 300 多名老年模特爱好者在白鹭

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举行模特走秀，80多名钓鱼爱好者在鲁山米湾水库举

行钓鱼比赛。

●永城市 2018 年“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

8 月 8 日，永城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在汉文化广场启动，来自各单项

体育协会、俱乐部、健身站点的 3000 多名体育爱好者展示了广场舞、太极

拳、健身气功等健身节目。

●滑县全民健身日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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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全民健身日滑县分会场启动仪式在产业集聚区体育场举行，2000

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展演。6 日至 13 日，该县还

组织举办了篮球、乒乓球、象棋等全民健身赛事以及太极拳、健身气功、

广场舞等展示交流活动，开展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及国民体质监测

等。8 日当天，他们还组织开展了全民健身日千人长跑活动。

●安阳北关区开展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8 日，“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2018 年“体彩杯”安阳主题宣传活动

暨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安阳市北关区举行，区老体协组织 500 多名

老年人在启动仪式上进行了广场舞、旗袍秀、水兵舞、八段锦、空竹、健

身操等健身展示。

●民权县开展老年健身展示活动

10 日，商丘市民权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一百多名太极拳、气功爱好

者在县艺术中心广场开展了太极拳、健身气功展示活动，庆祝第十个全民

健身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中国老体协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加强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省体育局正副局长、相关处室，省老体协老领导。

发：各省辖市、直管县（市）体育（教体）局、老体协，省老体协委员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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