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1 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健身线上展示活动

大众人气奖名单

（一）柔力球

1.单人自选套路（18 人）

谢麒（四川）、张春（陕西）、李琴（河南）、郎秀春（河南）、

杨桂英（江西）、陈汉玲（湖北）、赵霞（江西）、邓爱英（福

建）、钟贵容（四川）、吴月娟（浙江）、刘玉梅（新疆）、彭

桂兰（江西）、杨青（四川）、韦经秀（四川）、王清华（河

南）、李金香（江西）、杨伟玲（河北）、王谊玲（河北）

2.双人自选套路（18 个）

河北省沧州市水电社区华油星光双拍队

重庆市北碚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甲组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之乡代表队(甲

组)

四川省自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萍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阳光双拍柔力球队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悠然组合

河北省廊坊市采油四厂社区《龙飞凤舞》柔力球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辽海活动站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3.多人自选套路（41 个）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浙江省绍兴市柔力球协会城市广场苹果队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柔力球队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管仲公园柔力球队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分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紫崴站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甲组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老年大学柔力球队



湖北省宜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项目组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老年人体育协会泗溪镇辅导总站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乙组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之乡代表队(甲

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安徽省宿州市燕之舞柔力球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阳光双拍柔力球队

福建省三明市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双拍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四川省自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萍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开心柔力球队

安徽省铜陵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北省任丘市会战道办事处运输社区柔力球队

湖北省宜都市清江缘柔力球队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紫阳快乐之星柔力球



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柔力球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卜小安团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千渭柔力球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一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柔力球队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协会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浙江省海宁市柔力球队

（二）健身球操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福建省永安市

福建省福州市市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苏省昆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北省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东省六汪镇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巴国城健身球操爱好者协会

江苏省昆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保利童心緣



安徽省屯溪区黎阳老年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浙江省诸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东省寿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直属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黄陵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委员会

河北省高新区

江西省高安健身球操协会

河南省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社区

河南省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荣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西省瑞昌市老年体育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西省公安厅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孝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福建省永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孝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吉林省四平市健身球队

陕西省梅梅健身球操队

山西省大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川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湖南省娄底市健身球队

（三）手杖操

1.创编动作展示（12 个）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操代表队

湖北省黄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濮阳市持杖健走活动中心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专委会手杖操代

表队

重庆市渝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雄鹰队

青岛市李沧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山东省烟台市萌婕艺术团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僖姿队

海南省临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福建省福州市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2.规定动作展示（15 个）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福建省福州市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辅导站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持杖健步走专项协会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365健步走专业委员会志愿服

务总队四中队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365健步走专业委员会志愿服

务总队三中队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快乐太极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专委会

贵州省毕节市乌蒙体育健身舞蹈协会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湖北省黄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代表队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部高杖委中心队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僖姿队



重庆市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重庆市武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步走分会手杖操队

（四）太极拳

1.集体拳术（117 个）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快乐太极队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中心队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队

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体育局太极代表队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北城太极健身队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一辅导站东湖太极

拳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太极拳专项委员会队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吴式太极拳研究会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吕梁市汾阳代表队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丹枫太极队

吉林省长春市拳伽仁健身俱乐部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滨江广场

辅导站

陕西省咸阳市永年杨氏太极拳学会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万

峰太极队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项目组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星光天地太极拳队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锦祥花园辅导站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武术协会广场太极一队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二队

福建省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紫光健身站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太极辅导站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夫妻组合

辽宁省辽阳市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太极拳协会

吉林省松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缘俱乐部队

山东省泰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山东泰山队

福建省福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人民广场辅导站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横店分会表演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北京）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第 13 组表演队

重庆市渝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体育协会太极健身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松韵太极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碧海健身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沙坪坝嘉陵拳剑队

浙江省三门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太极拳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队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祥源公园城晨练点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武术协会雨花石太极队

云南省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与健身气功专项协会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专委会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路遥太极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一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艺术中心太极拳辅导站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健身气功协会轿顶山社区太极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第 11 组表演队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代表队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氏太极专项委员会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江苏省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海南东方市分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辅导总站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代表队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东博院队

山西省运城市太极拳协会陈志强太极拳运城分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金地艺境太极拳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陈

氏太极拳队

山东省枣庄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厦门市集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济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六艺太极拳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木兰辅导站泉林太极宜

春外滩组

海南省五指山市五指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太极站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队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五洲太极拳推广中心

山西省临汾市临汾铁路杨氏太极拳队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宁波市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美太极俱乐部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碧海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延安凤凰山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极花太极队

湖北省天门市太极拳协会湖北科田太极拳队

河南省孟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济源市老年体工委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二队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湾太极气功辅导站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安徽省铜陵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42 式太极拳代表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阳光太极站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道协太极文化传授中心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祥和队

吉林省长春市拳伽仁健身俱乐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员会永年太

极拳研究会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梅站

云南省玉溪市老年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刘强太极

之家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黑龙潭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气功协会一队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代表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队

云南省昭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盐津县剑拳协会

重庆市云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太极拳协会卫东区青松站

2.集体器械（41 个）

河北省秦皇岛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研究会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一队

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老年文体委世纪风陈氏太极拳站点



青岛市平度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文体广场

辅导站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一队

山东省曲阜市雅好太极拳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北京）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太极辅导站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琴江山庄健身点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蟠龙路社区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登第公园港口健身站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集体器械队

辽宁省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太极拳协会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一队

海南省临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协会

江苏省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代表队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重庆市渝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两路街道太极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氏太极专项委员会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演武楼活动中心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江畔健身气功站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队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宏帆广场站代表队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美太极俱乐部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图雅社区队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五洲太极拳推广中心

河南省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刘强太极

之家队

重庆市武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枫站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龙海一中体育埸晨练

队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河南省孟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五）广场舞

1.规定套路（54 个）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陕西省延安市金凤凰舞蹈队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梦之队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东方舞蹈队

江西省高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民歌专项协会

陕西省咸阳市爱舞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英子舞蹈队

安徽省黄山市翩翩起舞艺术团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路综艺健身团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健身操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滨河歌舞专委会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场舞队

云南省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二中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二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专委会

新疆石河子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长青持杖健步走队广场舞一队

陕西省西安市电厂社区代表队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山花艺术团

江西省赣州市滨江健身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湖滨文体专委会

江苏省扬州市锦旺社区艺术团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辅导总站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河小区

重庆市永川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玉溪市秀山街道文化站金色文艺队

陕西省旬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文艺协会二队

河南省濮阳市绿景小区红霞舞蹈队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蓝月亮舞蹈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微笑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丹色舞蹈艺术团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专委会

河南省濮阳市濮东腰鼓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舞动沧江队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广场舞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濮阳市钻采社区东环英姿舞蹈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健身辅导总站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天天练舞蹈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飞鹰舞蹈队

青岛市六汪镇胶河广场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 4 队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2.自选套路（248 个）

福建省福州市林氏比干文化研究会文体活动中心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鸿韵走秀艺术团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梦之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之花舞蹈专项协

会

河南省孟州市河雍梦之队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九龙镇健身队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天津市航天城社区神州广场舞队

天津市航天城蓝天舞蹈队

重庆市渝州路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上海市青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秋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东方舞蹈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阿雅民族艺术团

四川省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宏帆队

上海市青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刘万家的锦绣广场舞队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娥城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渭水咸花舞蹈团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南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旗袍队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项目组舞蹈队

江西省高安市“夕阳红”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健身队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浙江省绍兴市赵家镇榧娘排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百合绚丽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观音桥镇欢乐舞蹈队

重庆市大足区广场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英子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三中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安徽省黄山市翩翩起舞艺术团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大学专委会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群星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尹家沟东兴园舞队

辽宁省鞍山市槐树花舞蹈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丰禾镇文艺宣传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凤英队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阜上文艺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阳光社区快乐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龙腾社区舞蹈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老年文体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圣地水兵舞队

云南省昆明市文旅局老干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彩虹健身舞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俏娘舞韵队

陕西省延安市桥沟街道铭馨苑红玫瑰广场舞队

四川省内江市胡家镇曼瑜天雅健身队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马家湾嘉丰上城飞跃舞蹈队

安徽省亳州市木兰拳协会

重庆市南岸区君子兰轻曼舞蹈艺术团

云南省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四川省内江市胡家镇曼瑜天雅健身队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广场舞协会

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团

吉林省长春市老年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三秦春韵红叶舞蹈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黎阳街社区老年大学健身操队

澳门特别行政区花地玛堂区澳门俏佳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专委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心广场辅导站广场

舞健身队

浙江省绍兴市教育体育局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都办大美绿城舞蹈队

云南省丽江市教师联谊会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阳光社区琦艺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尚水队

青岛市李沧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一队

河南省郑州市省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尚慧广场舞队

江苏省扬州市琼花观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阳光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快乐健身

河南省濮阳市湿地公园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长青持杖健步走队广场舞二队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东和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美的人生舞蹈队

河南省鹤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延安市尹家沟舞蹈队

安徽省广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河南省郑州市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商洛市快乐健身队

河南省濮阳市龙苑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太和镇太和健身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范儿健身队

陕西省商洛市芳华旗袍队

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退离休协会(二队)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朝霞辅导站清舞飞扬舞队

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退离休协会(一队)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老年人体育协会山花艺术团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文艺协会一队



安徽省亳州市时代广场舞蹈队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老年大学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油花艺放舞蹈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海棠广场舞协会

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湖滨文体专委会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冯庄舞蹈队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辅导站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杨凌信夫游舞蹈队

深圳市南园街道南华社区青春永驻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健美操艺术团

吉林省长春市岳阳社区俏姐妹艺术团

北京市大兴旗袍协会腴美人队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大桥社区艺术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民族舞队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广场舞队

天津市神韵广场舞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北新队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京社区舞蹈队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广场舞代表队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虹桥佳木斯健身操团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夕阳红艺术团清清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彭埠街道建和社区禾苗舞蹈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夕阳红艺术团王芳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魅力西西城健身辅导站

重庆市永川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云舞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东平彩霞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天天乐艺术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濮阳市轻歌曼舞文艺队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九龙镇文化广场舞队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分会代表队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梦之舞健身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阳光庭园千雅健身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公园路社区友谊花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丹色舞蹈艺术团

广东省茂名市东望志愿者广东茂名茂南新坡文化服务队

云南省玉溪市秀山街道文化站金色文艺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燕乐欢歌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分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秦兰健身队

厦门市厦门五中退教老年人体育协会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茶缘艺术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庙岭李英广场舞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微笑舞蹈队

四川省内江市胡家镇曼瑜天雅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杜公祠活动站

河南省濮阳市开心活宝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飞云合唱团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秧歌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经络操健身队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追梦花绳操舞代表队

山西省运城市健康教育文艺宣传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柳塘梦之花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文艺一班

河南省濮阳市开州办东湖社区舞蹈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文艺一班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新韵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一剪梅队

吉林省松原市金伦阳光葫芦丝舞蹈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红蕊舞蹈队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河北省石家庄元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苿莉花艺术社舞蹈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文艺一班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丽人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民族舞队

江苏省盐城市上冈镇春晨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健身舞专委会

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老年大学舞蹈班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群众艺术馆巾帼文化宣传服务队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代表队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文化馆太阳花舞蹈队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群众艺术馆藏巴阿佳文化志愿者服务

队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笑话广场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珍珠乐园健身队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舞魂舞蹈队

河南省开封市集英社区舞尚美艺术团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广场舞健身操舞队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河南省平顶山市天使社区天使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景苑健康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财校舞蹈队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科学之星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海斯顿红姐妹秧歌队

河南省濮阳市舞之美艺术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临江社区韵律舞蹈队

江西省公安厅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暨广场舞队

四川省隆昌市胡家镇联和村联和舞蹈队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蓝月亮艺术团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老年大学彩彩舞蹈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专委会

河南省濮阳市添运快乐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三古镇金凤凰广场舞队

陕西省安康市金钱棍协会

安徽省铜陵市腾飞健身团

河南省濮阳市盟城秧歌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木兰健身队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老年大学太极养生杖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圣地路舞队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长利户外舞蹈队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树林巷社区常青树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舞动沧江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龙健身舞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长青辅导站



河南省濮阳市振动社区文艺队

河南省濮阳市活力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河西艳丽健身舞队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协艺术团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梦之队

河南省濮阳市静和苑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孙家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南城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志愿者小分队

河北省廊坊市新起点舞蹈队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灵越广场舞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夕阳红腰鼓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上尖村快乐健身队

山东省泰安市康乐艺术团

河南省郑州市铁炉村腰鼓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魅力艺术团

陕西省汉中市天荡山艺术团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旗袍协会晓荷模特队

上海市重固镇新联村健身操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万兴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富丽华健身大队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福建省三明市圳尾社区圳尾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肖湾办事处东升社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一中队

青岛市六汪镇胶河队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晨冉欢舞

上海市重固镇泉山居委健身操队

陕西省汉中市向阳社区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夕阳红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金岳小舞蹈队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群艺馆丝舞圆梦舞蹈队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朝阳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王家慧影舞蹈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旋律之声艺术团

河南省濮阳市九天城天城舞蹈队

陕西省铜川市老年艺术大学阳光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东方社区文艺队

广东省汕头市老干部艺术团新疆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 4 队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