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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体协关于公布 2021 年全国老年人

体育交流及培训活动安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行业

老年人体协，有关单位：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庆祝

党的百年华诞，颂扬党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展现老年体育健身的丰硕成果和老年人的康乐风采，

经研究，中国老年人体协将以“庆建党百年华诞、展银龄康乐风

采”为全年活动主题，开展 2021 年全国老年人体育交流及培训活

动。

中国老年人体协将2021年全国老年人体育交流和培训活动分

为三类：一类是中国老年人体协主办的全国交流及培训；二类是

中国老年人体协主办、支持专项委员会开展的交流及培训；三类

是支持社会举办的交流活动。除此之外，对各地、各方根据发展

提出的“示范引导性强、群众参与性广”的全国老年健身活动，

中国老年人体协将继续给予支持。

现将 2021 年全国老年人体育交流和培训活动安排印发你们，

请各级老年人体协和有关单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积



极组队参加各项交流和培训活动。

附件：2021 年全国老年人体育交流和培训活动安排表

中国老年人体协

2021 年 4 月 22 日



附件：

2021 年全国老年人体育交流和培训活动安排表

序

号
项目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时间

（初定）

一、中国老年人体协主办的全国交流活动

1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创新项目展示大会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 待定

2 5.19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活动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5.19

3 11.11 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活动 安徽省黄山市 11.11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征文摄影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线上 4.1-7.31

5
气排球 交流活动

男子组 内蒙古锡林郭勒 7月

6 女子组 贵州省荔波市 11 月

7

柔力球 交流活动

套路 吉林省延吉市 7.15-19

8 竞技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8月

9 双拍双球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9月

10 健身球操 交流活动 重庆市江津区 10 月

11
持杖健走 交流活动

湖北省神农架 7月

12 河南省安阳市 10 月

13 太极拳 交流活动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11 月

14 乒乓球 交流活动 新疆(待定) 待定

15
广场舞 交流活动

山东省淄博市 8.12-16

16 江西省井冈山市 7月

17

门球 系列赛

黑龙江省穆棱县 7.27-31

18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 9月

19 湖北省咸宁市 11 月

20 网球 交流活动 山东省泰安市 5.24-28

21 钓鱼 交流活动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 9月

培训活动

22
气排球

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

宁夏银川 8月

23 山东省曲阜市 6.4-8

24

柔力球

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

套路 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 10 月

25 竞技 四川省成都市 7.8-12

26 双拍双球 内蒙古乌兰察布 8月

27 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 河北省廊坊市 8月

28
健身球操

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

四川省什邡市 7.10-14

29 重庆市江津区 10 月

30

持杖健走
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

山东省威海市 5.15-19

31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 6月

32 湖北省荆门市 10 月



序
号

项目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时间

（初定）

33

太极拳
老年 26 式各式太极拳

骨干培训班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5.18-23

34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8月

35 重庆市永川区 9月

36 广场舞 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 待定 待定

37
新闻委员会 体育新闻宣传培训班

山东省烟台市 待定

38 四川省达州市 8月

二、中国老年人体协主办、支持专项委员会开展的交流及培训

39

气排球

追寻红色印记，传承革命精神
气排球推广交流活动

上海、浙江嘉兴、江西
井冈山、贵州遵义、陕
西延安、河北西柏坡

5-11 月

40

气排球之乡交流赛

山东省淄博市 6.1-4

41 广西玉林 9月

42 湖北省恩施宣恩县 10 月

43

系列赛

河南省开封市 8月

44 贵州三都 10 月

45 深圳市盐田区 11 月

46 浙江省诸暨市 待定

47 江苏省 待定

48

柔力球

套路网络视频展示大赛 线上 1－3月

49
套路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网络）
线上 4.9-11

50 基层培训 山东、贵州、安徽等省 4－10 月

51
双拍双球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网络）
线上 6.4-6

52
双拍双球网络视频
交流展示活动

线上 4-8 月

53 柔力球之乡交流赛 安徽省池州市 待定

54 长三角地区老年人联谊活动 安徽省池州市 6.21-25

55 健步走 红色之旅健步走系列活动 4地 6-11 月

56
太极拳

太极拳之乡交流活动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县 9月

57 邀请赛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 10 月

58
乒乓球

沿黄城市中老年乒乓球比赛 山东省滨州市 6月

59 环渤海城市老年人联谊赛 辽宁省大连市 待定

三、支持社会举办的交流活动
60 柔乐球 网络视频比赛 线上 4-11 月

61 桌上冰壶 城市巡回赛 宁波、凉山、成都 4-11 月

62 徒步
中国登山协会“我要走”全国
徒步联动日（主会场）活动

山东省威海站 5.19

63 快乐舞步 健身操交流赛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7月

64 可乐球 第六届邀请赛 江苏省徐州市 9月

65 健身球操 第九届邀请赛 待定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