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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克文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
拳专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
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的成
立，体现了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的要
求，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
实际行动，是致力于落实体育惠民、发挥
体育健身在增强老年人体质、丰富老年
人文体生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具

体实践。太极拳专委会的成立，有利于
进一步推动太极拳运动在广大老年人中
的普及和推广，有利于引领和规范老年
人参与健身、积极练拳、科学练拳，有利
于把开展老年太极拳活动和全民健身运
动融合起来、把太极拳运动的发展和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紧密结合起来，为推
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为建设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靳克文表示，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
会的指导和支持下，太极拳专委会站在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完善国民健康政策的高度，将
依靠焦作市，全力做好专委会工作，为
各地太极拳专委会服务，搞活太极拳运
动，为全国老年人太极健身服务，为老
年体育事业添彩，为健康老龄化造福。

为老年体育事业添彩，为健康老龄化造福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在焦作挂牌成立

发展太极拳运动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五月以来，由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开展
的第六届河南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河
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赛（省直机关赛区，
省辖市、直管县市赛区）、全国老年人持杖健走
交流活动、全省老年人网球交流活动和全国老
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活动等五大赛事有序开
展，带头掀起了全省老年人科学健身的热潮，也
带动了全省各类老年人健身活动高潮迭起。

省老体协五大赛事高潮迭起

在三门峡市举办的第六届河南省老年人
文体优秀节目大赛上，近 700 人参加了广场
舞、柔力球、健身球操等 52个节目的展演，优
秀骨干和健身团队集中展示了去年以来全省
基层老年人文体健身的创新成果，展示的精彩
文体节目也受到了群众的热情点赞。第五届
公仆杯乒乓球赛、全省老年人网球交流赛均创
造了赛事新规模。特别是在公仆杯乒乓球赛
上，全省 42个省直机关 168名副厅级以上领
导干部带头打乒乓球引领全民健身活动得到
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在登封举行的全国老年
人持杖健走交流活动中，老年人健走在少林寺
优美的人文生态风景中，交流了技能，收获了
健康。为配合中国老年人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在我省焦作市挂牌成立，展示河南太极拳的厚

重文化，全省参与太极拳健身展示大联动活动
的老年人达10万余人，与全国各地互动，成为
五月健身活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商丘驻马店老年人运动会开赛

5月 15日，驻马店市第四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暨2018年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驻马
店市公牛体育场开幕。根据规划，在长达半年
的赛程中，将有万余名老年人参加到门球、扑
克双升、健身气功、乒乓球、柔力球、广场健身
舞和健身秧歌等 14个展示交流活动中去，展
示健身技能，交流健身经验。这是驻马店建市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老年人健身盛会，是四年
来驻马店市老年人工作成就的大展示，也是老
年人体育健身风采的集中展示。

5月 23日，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在
商丘市体育馆西广场开幕，1200名运动员和
20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参加了开幕式，精
彩的文体健身节目也充分展示了商丘市老年
人积极健身、健康生活的精神风貌。为了科学
搭建老年人参与健身交流的运动平台，商丘市
老体协研究设置了门球、乒乓球、象棋等十个
大项为本届运动比赛交流项目，这些老年人喜
闻乐见的项目将把整个比赛持续到今年10月
结束。

融入全民健身月系列赛事

5月 6日，“迎省运 促健康”2018年河南省
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南阳市体育中心综合训
练馆举行。在启动仪式上，来自南阳市的2000
余名全民健身爱好者，进行了广场健身操舞、瑜
伽、太极、抖空竹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展
演，为全民健身活动月的启动助力，这其中七成
以上都是老年人。平顶山市老体协组织开展了
钓鱼、象棋比赛、模特才艺展示和老年摄影基础
培训班等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月活动，受到了
广大老年人的热烈欢迎。5月8日上午，永城市
在市文化广场举行了2018年永城市全民健身
活动月启动仪式暨健康徒步行活动开幕式，来
自全市80个代表队2500余人参加了此次徒步
行活动，活动月以来，广大老年人还积极参加了
乒乓球、羽毛球、太极拳、健身气功、健步走、空
竹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和传统民俗体育
项目交流活动。5月 13日，数百名老年人参加
了在滑县举行的“迎省运 促健康”2018年滑县
全民健身活动月“齐君峰烧鸡杯”魅力西湖长跑
比赛，来自鹤壁的范银山、滑县的张冬梅分别夺
得老年组男子组、女子组第一名。

除了全省组织开展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展
示大联动活动外，全民健身月期间，各地老年

健身活动持续不断、精彩纷呈。郑州市老体协
组织了门球、老年模特、健步走等系列赛事融
入全民健身月活动，新密市、中牟县、管城区、
惠济区等地老年健身赛事交流也精彩不断；开
封市组织了老年人乒乓球、广场舞交流活动；
新乡市组织了健身气功、乒乓球等交流活动；
焦作解放区、中站区、孟州市老年健身活动形
式多样，孟州市老年人广场舞交流活动更是吸
引了千余人的积极参与。

社会体育指导员下基层送健康

5月 17日上午，郑州市、新密市和牛店镇
三级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组织的郑州市老体
协志愿服务队“全民健身月”下基层送健康文
体展演活动在新密市牛店镇金泽苑社区健康
主题公园广场举行，近600名中老年群众为社
区群众带去了 30多个节目的文体健身展演。
鹤壁市老体协联合市委老干部活动中心走进
山城区石林村，开展下基层送健康展演活动，
同时还组织了健身养生专家为村民进行义诊、
地书爱好者地书表演等。平顶山市老体协组
织健身球操专家深入鲁山县鸡冢村开展健身
知识公益培训，把运动常识和科学健身技能送
到群众身边，引导村里老年人动起来，“向健身
要健康”。 （王金榜）

全省老年人积极参与、融入全民健身月活动

老年人动起来 向健身要健康

□王金榜

5月 19日，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馆

举行的2018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展示大

联动焦作主会场活动暨焦作市全民健身月启

动仪式上，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盛

志国将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

会牌匾授予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太极

拳专委会主任靳克文；仪式结束后，盛志国又

与省老领导马宪章一起为太极拳专委会揭

牌。至此，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

员会在我省焦作市正式挂牌运转。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

拳专项委员会办公室采访，这里秩序井然有条，

工作人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靳

克文表示：“太极拳专委会的宗旨是在广大老年

人中推广和普及太极拳运动，下一步，我们将按

照中国老体协的要求，细化今年计划，逐项落实

工作任务，通过组织和引领老年人积极练拳、科

学健身，努力实现积极应对老龄化、助力体育强

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

新密市2018年全民健身月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
交流活动现场 石松峰 摄

第六届省老年人文体优秀节目大赛鼓舞《春天的
祝福》刘红 摄

在 5 月 18 日召开的中国老年人
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
席盛志国对太极拳专委会的发展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要求太极拳专
项委员会要及时启动太极拳运动的
普及和推广工作，努力在落实“大老
体”工作格局上作表率，切实体现“党
政主导、部门尽责、协会组织、社会参

与”的原则，更充分地体现体育部门
的支持、协会的有力推动和社会的广
泛参与。

盛志国要求，太极拳专委会要细化
今年工作思路、发展措施，完善专委会
的长远发展规划；专委会要在活动形式
的创新、方法内容的服务上下功夫，在

“重在基层、服务群众”上定位，在赛事
交流和培训辅导相结合、弘扬太极文化

和突出宣传效能相结合、健身技能提高
和下基层服务相结合上抓好落实；专委
会要兼收并蓄、融合发展，要广泛吸纳
各地先进经验和有效举措，结合实际做
好普及推广，真正体现出太极拳专委会
服务老年人健身、服务全民健身的宗
旨，努力为广大老年人参与练拳、科学
练拳、增强体质、健康生活作出应有贡
献。

借势推动“大老体”工作格局新发展

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

委员会在我省焦作市挂牌成立，并成功举行

了声势浩大、气势恢宏的全国老年人太极拳

健身展示大联动活动。作为中国老年人体育

协会下属的一个项目委员会，太极拳专委会

的成立，意义深远，责任重大，机遇难得，必将

大有可为。

太极拳运动是适合老年人习练的、较为

有效的健身项目，中国老体协太极拳专委会

的成立，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重任来

说，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太极拳，发源于河

南焦作陈家沟，是极富中国传统民族特色元

素的文化形态，它刚柔相济、阴阳互化、变幻

莫测，具文化性和哲学性。太极拳的“心静意

定”加强了神经系统的灵敏性，透过身体灵活

的运动变化，可以锻炼肌肉，增强肌耐力，改

善柔韧度，使血液加速运行，增加血氧量，起

到很好的舒筋活络作用，长期习练太极拳，可

以促进淋巴系统的新陈代谢，提高老年人心

肺功能和消化功能，增强免疫力，有效改善多

种慢性疾病症状等等。对老年人来说，太极

拳是强身健体、养生养心的首选，也是公认的

最安全的运动项目之一。目前已被推广到五

大洲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习练组织，习练人数达

到数亿之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剧，党中央确定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党中央指

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

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时应对、科学

应对、全面应对。太极拳专委会立足老年群

众，着眼科学健身，落实“大群体”工作格局，

必将在提升老年人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上有

新作为。

截至 2017 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 2.4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3%。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今年 2 月，全国老龄办等 14 部门宣布将

在全社会启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可以

说，太极拳专委会的成立恰逢难得的机遇。

今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的

开局之年，我们也有信心对太极拳专委会的

未来寄予厚望，我们也深信太极拳专委会必

将大有可为。

美老健

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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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专委会大有可为

5月 17日，濮阳市召开老年体育工作联席
会暨基层老年体育组织建设推进会，市发展改
革委等联席会 14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各
县区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县（区）长、体育行政部
门负责人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要真正发挥联席会议的职能作
用；立足部门实际履职尽责；市体育局要继续
加强对老年体育工作的领导、指导和支持；成
员单位间要加强沟通，使工作更加畅通、更加
高效，更好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会议要
求，为尽快形成“党政主导，部门尽责，协会组
织，社会参与”的老年体育工作格局，各县区要
建立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老年体育专
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2019年年底完成乡
镇办及行政村老年体育组织建设。

濮阳

召开老年体育工作联席会

济源市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活动现场 苗东锐 摄

全国老年人持杖健走交流活动户外穿越少林寺
景区 姬长荣 摄

评论

在启动仪式上，焦作市委书记王小
平代表焦作市委、市政府，向中国老年
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的成立
表示祝贺。王小平表示，焦作将全力支
持专委会开展工作，在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指引下，在国家、省体育部门和老年
体协的支持下，持续加大太极拳宣传推
广普及力度，持续加大老年活动阵地建
设和工作保障力度，全面提升公共体育

服务特别是老年体育服务能力，不断丰
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为发展老年人
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省体育局局长李俊峰在启动仪式讲
话中提出，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
专委会在焦作成立，将更有利于在广大
老年人中推广和普及太极拳运动，充分
发挥太极拳运动在丰富老年人体育健身

生活、增强健康体质、构建和谐社会、推
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他希望焦作市要以此为契机，以特
色太极拳项目为抓手，不断深化老年体
育服务内涵，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多元、
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让老年健身活动
开展得更加安全有序、更加有声有色，不
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老年人体育事业发展新水平。

支持专委会，提升河南老年人体育事业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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