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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声音

●孙春兰主持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消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11月 8 日在北京举行。国

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委主任孙春兰主持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部署，全面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努力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高度重视，就老龄

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老龄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任务要求，要认

真贯彻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要按照“总揽全局、积极应对，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创新引领、开放合作”原则，加

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完善相关政策，统筹推进“健康服务、养老

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创造良好条件。

要贯彻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树立积极的老龄观，通

过“银龄行动”等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切实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

此前，孙春兰专门与专家学者座谈听取意见建议，7 日下午到中国老龄

协会进行了调研。她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要健全老龄工作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培育壮大老年社会组织和为

老志愿服务队伍，支持助老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开创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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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体动态

●河南省首届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大赛在郑州落幕

11 月 1日晚，2018 年河南省首届老年人广场健身操舞大赛在郑州市体

育馆精彩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 25支代表队近 500 名老年人激情展示了广

场健身操舞的风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省老体协主席靳克文、省老领导马宪章，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副巡视员

张振中，郑州市副市长孙晓红、市老体协主席李秀奇等领导在现场观看了

比赛。

●靳克文主席一行在福建考察老健会工作

11 月 6 日，福建省第十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宁德市开幕。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席靳克文、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振中一行出席开幕式并对该

省老健会进行综合考察。

●2018 年河南省徒步大会暨“双十一”凤湖徒步活动举行

11 月 11 日上午， 2018 年河南省全民徒步大会暨“双十一”凤湖徒步

活动在新乡凤湖生态公园举行，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省社体中心主任

陈真等领导与来自全省各地的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在徒步健身中共享运动

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河南省首届离退休老干部太极拳比赛举行

10 月 30 日上午，“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全省首届离退休干部太

极拳比赛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开赛，17支代表队 211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太极拳协会主席王训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

比赛现场，陈式太极拳“四大金刚”的陈小旺和朱天才为比赛展演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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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年人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在云南德宏举行

10 月 25 日至 30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在云南省

德宏州芒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10 余名老年太极拳教练员和爱好者参

加，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专家讲师团专家、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朱天才授课并开展“专家走进基层”

指导太极拳活动。中国武术七段、陈式太极拳传承人王来卿、杨建平参加

授课。

基层工作

●苏鲁豫皖四省门球公开赛在商丘睢县举行

10 月 30 日，为期三天的 2018 年“中原水城杯”苏鲁豫皖四省门球公

开赛在商丘市睢县北湖公园老年门球场闭幕，来自苏鲁豫皖四省的 60个老

年门球队 700 多名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参加了此次比赛交流。

●洛阳市老体协举办老年健身太极拳培训班

10 月 29 日，由洛阳市老体协承办的洛阳市 2018 年第五期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班在洛阳新区勤政苑宾馆结束，百余名老年体育爱好者接受了为

期三天的太极拳健身技能培训。

●驻马店木兰拳队上海获佳绩

10 月 21 日，2018 第十届上海国际木兰拳邀请赛暨第六届国际木兰拳

论坛落幕，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支代表队参赛，驻马店市老体

协木兰拳队在木兰双剑的比赛中发挥出色荣获一等奖。

●驻马店市同步开展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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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上午，2018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驻马店站健步走活

动与全国各城市同步举行。1500 多名健步走爱好者参加，在活动中展现他

们爱好运动的热情和追崇健身健康的美好情怀。

●2018 年全国健步走大联动焦作分会场活动举行

11 月 11 日上午，“足力健杯”2018 年全国健步走大联动焦作分会场活

动在太极体育中心举行，全市 39 支团队的 3000 多名健身群众欢快地走完

了 3.3 公里的太极体育中心健身步道。

●南阳市开展老年人健步走活动

11 月 11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南阳分会场活动在白河

湿地公园举行，300 多名老年人健步前行。

●周口开展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11 月 11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周口分会场活动在市体

育中心启动 20多支健步走队伍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沿沙颍河公园北岸道

路健步行走，展示健步走爱好者的活力与风采。

●三门峡举办 2018 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11 月 10 日，2018 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三门峡分会场活动在虢国

公园举行，20个方队 2000 多名老年人参加了活动。

●新乡市 500 名老年人健步走

11 月 11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新乡市分会场活动在市

体育场举行，来自市直机关老年文体团队、市老年大学活动中心等社会团

体近 500 名老年体肓健身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鹤壁 500 余老人健步淇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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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鹤壁分站活动启动仪式在鹤壁市

会展中心举行，500 余名老年健步走爱好者沿淇河共享健步走带来的健康和

快乐。

●平顶山市举行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11 月 10 日，2018 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平顶山市分会场设在白鹭

洲湿地公园举行，20 支队伍近 500 名老年人参加了健步走。启动仪式上，

协会领导向新成立的健步走专项委员会授旗。当日，叶县、舞钢等县市区

也同步举行了健步走活动。

●平顶山市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挂牌

11 月 9 日，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挂牌仪式在新

城区湖滨路西段东留村举行。目前，该市老体协专委会已发展至 27个。同

日，该市老体协还组织召开了各专项委员会主任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共商下步发展。

●平顶山市开展第五期社会体育指导员继续教育培训

11 月 1 -2 日，2018 年度平顶山市第五期社会体育指导员继续教育培

训班在鲁山县举办。90 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接受了为期两天的健身气功、

广场舞健身技能培训。

●汝州市举行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为响应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的号召，汝州市老体协于 11月 11

日上午组织开展了全市老年人持杖健步走活动，近千名老年人在 4 公里的

步道上健步而行。

●永城市举办国际万人徒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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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5A 景区“芒砀山”杯 2018 中国永城大汉之源国际万人徒

步大会在永城高铁北站站前广场鸣枪开跑，包括永城市组织的数百名老年

人在的 12000 多名国内外选手参赛。

●长垣县举办健身气功交流展示

11 月 10 日，2018 长垣县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在长垣体育

馆举行，八百余名老年人参加了展示。

●洛阳市洛龙区百余老人湖畔健走

11 月 11 日，2018 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洛龙分会场活动在开元

湖中心举行，100 余名老年人在 6 公里的步道上快乐健走。

●鲁山马拉松金秋欢乐跑活动举行

11 月 11 日，2018 河南鲁山马拉松金秋欢乐跑在鲁山县花园沟村鸣枪

开赛，全省 237 位长跑爱好者参赛，其中年龄最大的 72 岁，花园沟村 65

岁的闫强获得第 13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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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