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九九重阳全国老年人

健身线上展示活动成绩公告

一、柔力球

（一）单人自选套路

1.最佳展示奖（36 人）

谢麒（四川）、张春（陕西）、冯春丽（河南）、程红（陕西）、

李琴（河南）、王颜（厦门）、韩光秀（陕西）、胡玲丽（四

川）、刘玉梅（新疆）、秦彩萍（陕西）、邓爱英（福建）、王

桂华（安徽）、汪维云（江苏）、吴月娟（浙江）、周关红（浙

江）、杨清娥（山东）、彭桂兰（江西）、高弘（陕西）、孟小

秋（江西）、张小华（河北）、李晓然（云南）、苏履强（云

南）、陈建明（云南）、李颖（辽宁）、陶梅（重庆）、郭虹（陕

西）、闫志红（山西）、何建英（福建）、郎秀春（河南）、王

谊玲（河北）、杨青（四川）、马智勇（安徽）、钟贵容（四

川）、熊美莲（河南）、赵霞（江西）、陈汉玲（湖北）

2.优秀展示奖（53 人）

原学玲（山东）、申淑艳（河北）、杨伟玲（河北）、梁丽荣

（河北）、王玉梅（浙江）、闻娟（江西）、高宗霞（安徽）、

钟春凤（江西）、叶翠萍（安徽）、闫娟（陕西）、代秀春（河

北）、颜春霞（广东）、刘艳红（北京）、刘春香（江西）、李



金香（江西）、张晋平（河北）、王长江（辽宁）、谭力（内

蒙古）、杨桂英（江西）、禹崇丽（云南）、何方琼（四川）、

杨子盈（河北）、王芳（陕西）、戴秀青（河北）、王玲玲（甘

肃）、刘秀芝（安徽）、卜彩侠（陕西）、王凤芳（上海）、周

宪军（湖南）、徐友群（云南）、曹会英（河南）、张芳（安

徽）、张美萍（上海）、张慧萍（上海）、魏君（上海）、熊明

川（四川）、冯晓宾（北京）、刘校环（河南）、和文菊（云

南）、王清华（河南）、张新月（湖北）、蔡建（内蒙古）、李

辉群（深圳）、黄秀竹（厦门）、张弟莲（四川）、韦经秀（四

川）、牛汝仙（山东）、支木花（福建）、郭秋香（山西）、

武福生（内蒙古）、张锦玲（浙江）、梁尤玉（四川）、郭桃

香（山东）

（二）双人自选套路

1.最佳展示奖（24 个）

陕西省铜川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湖南省安仁县永乐江柔力球队

河北省采油四厂社区《龙飞凤舞》柔力球队

重庆市北碚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重庆市寸滩街道柔力球队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柔力球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满天星柔力球队

河南省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河南省义马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双人柔力球

河北省水电社区华油星光双拍队

辽宁省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辽海活动站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协柔力球代表队

河北省衡水市静之舞柔力球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延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四川省自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一队

江苏省溧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悠然组合

江西省萍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碧之缘柔力球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柔力球之乡代表队(甲组)

2.优秀展示奖（35 个）

北京市四季青镇天香颐柔力球队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阳光双拍柔力球队

江苏省无锡市经开区炫艺球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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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任丘市会战道办事处运输社区柔力球队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北省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柔力球协会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周村区柔力球二人队

山西省西航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高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协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兴平市老年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柔力球球队

安徽省张公山柔力球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三队甲组

云南省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二队

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五原县古郡柔力球队

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柔力球队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之韵柔力球队

云南省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鲁山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梦之队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开元队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甲组

山东省淄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工作委员会柔力球代

表队安徽省利辛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操场夕阳红晨练点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项委员会开元广场

队

江苏省如皋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金源广场辅导站

（三）多人自选项目

1.最佳展示奖（84 个）

陕西省铜川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山东省济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体协

长春市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西安市老体协柔力球队

福建省三明市直机关老体协柔力球双拍队

湖南省安仁县柔力球俱乐部柔力球队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龙飞凤舞》柔力球队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河北省任丘市华油星光双拍队

山西省襄垣县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宝鸡市柔力球专委会沐林柔力球队

陕西省西安市庆华社区老体协柔力球队

福建省尤溪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重庆市寸滩街道柔力球队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国电科五十四所柔力球队

河南省南阳市老体协柔力球代表队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一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体协柔力球乙组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老体协柔力球分会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柔力球队

重庆市忠县老体协柔力球分会代表队

河北省衡水市静之舞柔力球队

河南省确山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陕西省西安市西航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四川省西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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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青海省油田瀚海柔力球队

广东省揭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乔林柔力球队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商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渑池县老年体育协会柔力球万人广场代表队

河北省沧州市老科协柔力球队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云南省昭通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协会

江西宜春上高老年人体协泗溪镇辅导总站

扬州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分会

任丘市会战道办事处运输社区柔力球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老年人体协卜小安团队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老年人体协馨园柔力球队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老体协柔力球专委会阳光柔力球队

重庆市云阳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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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老年大学柔力情缘艺术团



安徽省铜陵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会

江西省高安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协会

安徽省宿州市燕之舞柔力球队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柔力球队

陕西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凤凰柔力球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柔力球队

重庆市荣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云南省建水县老体协柔力球专委会

云南省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三队

云南省临翔区老年人柔力球协会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公园柔力球队

河北省吴桥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协阳光社区杨凌琴悦柔力球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一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江西省萍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老年人体协文峰柔力球队

重庆市渝北区柔力球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略阳县老体协馨园柔力球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协渭南师院柔力球队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义马市老年人体协集体柔力球

浙江省诸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青悦柔力球队

福建省宁德市老年人体协周宁柔力球队

安徽省泗县老体协柔力球项目组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柔力球队

锡林郭勒盟老年体协健身队

2.优秀展示奖（125 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协紫崴站

青岛市金家岭街道青大麦岛社区柔力球队

陕西省镇坪县柔力球协会代表队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七采油厂离退休中心柔情阳光队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老年体协会柔力球队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体协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陕西省宝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分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体协天天乐柔力球辅导站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浙江省诸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青悦柔力球队



浙江省绍兴市柔力球协会城市广场苹果队

陕西省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福建省南平市市直机关老年人体协健身队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友爱队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柔力球队

云南省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广东省广州市鹤龙街道金碧雅苑社区鹤龙柔力球队

吉林省松原市镜湖街道镜湖社区松之韵柔力球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柔力球协会文体女子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柔力球协会柔力球云柔双拍队

河北省任丘市老年大学双拍二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老年人体协

陕西省延安市石油小区柔力球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岐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河南省濮阳市临河柔力球队

安徽省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委员会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部柔力球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湖南省怀化市老年大学柔力球提高班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苏省如皋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柔力球队

陕西省兴平市老年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内蒙古自治区科左中旗太极拳剑工委

河南省正阳县老年人体协专委会柔力球队

山西省岢岚县老年大学柔力球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球队

陕西省合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健身队

江苏省无锡市经开区柔力球健身队

福建省浦城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队

江苏省无锡市经开区柔力球协会炫艺球舞队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柔力球之乡代表队(甲组)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柔力球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老年体协古郡柔力球队

安徽省淮南市最炫舞台开心麻花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老年人体协雅韵柔力球队

陕西省宁陕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健身队



山西省运城市老年人体协万荣柔力球队

河南省新乡市闪电柔力球队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项委员会开元广场

队

安徽省广德柔力球协会三小健身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金源广场辅导站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老体协云鹤柔力球队

深圳市粤海街道铜鼓社区柔力球队

云南省易门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平利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协会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老年文体协会

陕西省蒲城县老年人体协彩带飞扬杆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健身队

云南省迪庆州柔力球协会开心姐妹柔力球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专委会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安徽省萧县老年大学艺术团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中心二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中心二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协金洲双拍队

江苏省建湖县老年体协柔力球协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山东省平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莲花山夕阳红队

建宁县老体协开元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周欣柔力球队

安徽省广德柔力球分会凤井舞蹈队

安徽省广德柔力球分会凤井舞蹈队

北京市天香颐社区柔力球队

河北省迁西县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柔力球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巿老年人休育协会柔力球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新乡市闪电柔力球队

山东省桓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代表队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花枝俏武术舞蹈协会

山西省神池县老年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江西省会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健身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文庙广场辅导站

陕西省紫阳县老年人体协快乐之星柔力球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陕西省吴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协兴安公园柔力球双拍队

贵阳市修文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健身队

厦门市中骏四季阳光太极柔力球队



云南省云县老年人体协柔力球协会乐柔太极健身队

山东省淄川区老年体协柔力球工作委员会柔力球代表队

江西省九江市老年体育协会开心柔力球队二班

湖北省宜都市清江缘柔力球队

湖北省宜都市老年体协柔力球队

河北省内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安徽省利辛县高级中学代表队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队

河南省新乡市闪电柔力球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协柔力球专委会

安徽省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管仲公园柔力球队

陕西省洛南县老年人体协健美柔力球队

陕西省澄城县老年人体协公园太极拳社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协千渭柔力球队

福建省宁化县老年人体协健身辅导总站晨曦柔力球队

河南省济源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文化广场健身气功站文化太极队

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老年人体协开心柔力球队

上海市周浦镇老来客柔力球队

迪庆州柔力球协会香巴拉公园阳光分队

陕西省宝鸡市工务段活力青春舞蹈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金源社区柔力球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协海棠广场舞协会

陕西省宝鸡市金陵社区青春健康舞蹈队

二、健身球操

（一）第十二套规定套路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孝义市老体协健身球女队

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健身球代表

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专委会

福建省永安市贡川镇贡川镇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队

江西省瑞昌市老体协健身球操协会

绵阳市老体协涪城队

澳门无极健身球体育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锡盟老年体协健身队

重庆市忠县老体协健身球分会代表队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老年人体育协会宁局集团健

身球操队

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老体协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哈尔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专委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健身球花之舞队二队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健身球操之乡健身球操队

铜罐驿镇老体协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队

2.优秀展示奖

福建省漳州市邮政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社区欢舞飞扬健身球操队

钦州市直属机关老体协

汉中市老体协向阳社区健身球队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体协健身球队

寿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陕西省西安市瓦胡同社区健身球操队

寿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体协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梅梅健身球操队

西安市未央区老体协海虹健身球操队

河南省平顶山郏县老年体协手杖操委员会

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委员会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老体协

河南省叶县老体协文化广场欢乐舞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中旗



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队

东昇键柔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音社区健身球

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健身球花之舞队一队

江西省会昌县酷夕阳健身队

江西省公安厅老年体协健身球操及广场舞队

香河县老年健身球代表队

乌兰察布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康乐健身站

江西省南昌县老年体协南昌县夕阳红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老体协专委会健身球操队

（二）第十三套规定套路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四川省自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自贡市健身球队

重庆市九龙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队

成都市金牛区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内蒙古通辽市老体协代表队

彭州市老体协健身球队

四川省凉山州老体协健身球操代表队

郑州市老体协代表队



湖南省娄底市健身球队

四川省什邡市老体协代表队

惠州市老体协健身队

开封市老年体协健身球操专委会 霓裳芳华艺术团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老年协会--民治街道老协健身球队

四川省宜宾市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队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老年体协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深圳市罗湖区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长安区东方舞韵舞蹈队

广西来宾市武宣县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二队

平山县老年体协代表队

海南省老体协健身球操（舞）工委

商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商丘市健身球

高新区蓝天舞蹈队

南阳市老体协健身球队

青岛市老年体协操舞队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老体协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体协



深圳市宝安区老体协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老体协代表队

驻马店市老体协健身球球队

贵州省毕节市老体协

山东省潍坊市老年体协潍坊阳光艺术团

2.优秀展示奖

莱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心操舞队

廊坊市健身球操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女子）队

新疆石河子老年人体育协会

永安市老体协代表队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老年体协

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委员会健身球队

四川省宜宾市老体协健身球操二队

河南省开封市迎新同乐艺术团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天星健身站

甘肃电信老体协中老年艺术团健身球队

中国科学院老体协健身球操协会

邯郸市老年体协健身球队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老协健身球操队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红叶健身队

昆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新疆阿克苏金秋健身协会

德宏州老年体协健身球专项协会

吉林省四平市健身球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体协健身球操代表队

黑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专委会

海淀区上庄镇馨瑞嘉园社区枫韵舞蹈队

河北省沧州市老年体协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老年体协

重庆市渝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渝北区老体协队

福建省永安市巴溪湾社区五洲健身球队

福建省永安市健身球操之乡

永城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美丽人生舞蹈队

万盛经开区老体协健身球队

西海岸新区老年体协西部健身球队

福建省福州市市直机关老体协

长春市老年体育协会健身球操代表队

陕西省咸阳市炫舞玫瑰健身舞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队

平潭综合实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区老体协港湾口健身球操

山西省吕梁市交城老体协健身球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松健身球队

海南省琼中县阳江机关夕阳红健身队



濮阳市广场舞协会供电公司舞蹈队

深圳市罗湖区城东社区健身球操队

山西省大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同市铁路舞蹈队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老体协水南辅导站

尧都区老体协鼓楼健身队

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泗县老年体协健身球项目组有望健身球代表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拳剑协会一队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老年体协健身球操队

福建省永安市曹远镇张坊村

陕西省岐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岐山县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迁西县老年体协健身球队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队

（三）第十四套规定套路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重庆璧山区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河南郑州市老体协代表队

重庆江津区老体协健身球操专委会

四川凉山州老体协健身球操男子队

四川西昌市老体协男子队

陕西延安市健身球操专委会健身队

2.优秀展示奖



陕西汉中市老体协健身球操总队

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区老年体协

贵州省毕节市男队

成都市金牛区男子健身球操队

河南驻马店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福建永安老体协健身指导总站

重庆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健身大学男子健身球操队

山西大同市老体协男子健身队

河南滑县体彩广场健身球操队

山东招远老体协

（四）第十五套规定套路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西安市老体协健身球操队

铜川市老体协

2.优秀展示奖

北京海淀区三区六方联队

西昌市老体协三队

铜川市老年大学

（五）第十六套规定套路获奖名单 ：

最佳展示奖

孝义市老体协健身球男队

（六）自编套路单人获奖名单 ：



1.最佳展示奖

通辽市科尔沁区老体协（王连江）

延安市健身球操专委会（闫娟）

大连市西岗区老体协（石正伟）

宜宾市老体协（陈宗乾）

汉中市南郑县梅梅球操队（程艳）

通辽市科尔沁区老体协（朱玉兰）

2.优秀展示奖

汉中市南郑县健身球操之乡（张美玲）

长春市老年体育协会（孔霞）

溧阳市景鸿花园健身队（卢玉琴）

永城市老年文体委员会（赵彩丽）

淄博市周村区老体协（翟先会）

贵州日报社（郭念屏）

黄山市老年协会（程金芳）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新圩社区（黄莽劝）

（七）自编套路双人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西安市老体协健身球操队（刘娟、陈晓）

厦门市湖里区老体协（季华英、王丽君）

来宾市武宣县老体协（周玲、邓羽匀）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体协（周桂清、高丽萍）



铜川市老体协（杜巧萍、孙亚玲）

汉中市汉台区老体协（宋菊香、韩伟）

昆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石爱莲、邓海燕）

浙江省诸暨市老体协（方慧芳、王迪青）

2.优秀展示奖

通辽市科尔沁区老体协（董晓航、王福来）

姐妹花健身舞蹈队（黄娟、徐万琼）

新疆第六师五家渠市老体协健身球队（刘冬、张丛兰）

通辽市科尔沁区老体协（刘亚芝、朱玉兰）

河南省商丘市健身球操（刘玉莹、李霞）

汉中市老体协向阳社区（李本芝、曲建）

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张剑琴、徐二凌，双球）

汉中市南郑县梅梅健身球队（杨静、宁文平）

铜陵市义安区老体协（张玉华、杨红菊）

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徐二凌、张剑琴，单球）

青岛市黄岛区胶河健身球队（李玉梅、于存红）

（八）自编套路家庭组合获奖名单：

1.最佳展示奖

昆山市老体协（王瑧、厉信国）

新安县老体协（王素琴、李丹）

2.优秀展示奖

宜阳县老体协（付留霞、付留可）



宜阳县老体协（王秋团、王素团）

吴桥县老年体协健身球操代表队（卢秀英、王建珍、孙立国）

三、手杖操

（一）规定动作

1.最佳展示奖（58 个）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安徽省池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团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厦门市集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重庆铜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铜梁龙韵健身操队

山东省曲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专委会

北京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长辛店队

河北省廊坊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仗操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走手杖操队

福建省福州市市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球操专委会

北京市官庄乡新天地社区徒步队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专委会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健走队

贵州省毕节市乌蒙体育健身舞蹈协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青岛市长江路街道手杖操队

青岛市灵山岛保护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积米崖社区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手杖操队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北京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天坛公园队

浙江省桐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走（操）分会富春江镇舞

蹈队

长春市老年体育协会手杖操代表队

河南省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仗委员会花之舞持仗队

湖北省黄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代表队

海南省东方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工委东方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持杖操队

浙江省桐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走（操）分会富春江镇横

山村代表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手杖操队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东省韶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身队

重庆市武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步走分会手杖操队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福建省荔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僖健队



青岛市王台街道西村手杖操队

北京越野行走北京奥森队

河南省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总队

青岛市黄岛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前湾社区持杖操队

海南省澄迈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新华区持杖

健走联队

陕西省安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队

海南省屯昌县手杖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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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临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陕西省黄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健身队

江西省婺源县清华镇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手杖操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健步走辅导站手杖操队

山东省莱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心操舞队

山东省淄博市昆仑镇小昆仑村手杖操队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只为热爱操舞队

河南省新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新华手杖队

河南省舞钢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仗委员会龍鳳持仗队

河南省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步走专项委员会手杖操运

动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2.优秀展示奖（37 个）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队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辅导站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仗操委员会

青岛市胶南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李家洼子手杖操队

海南省三亚市老年大学手杖操团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专委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仗操委员会

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长青持杖健步走一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长青持杖健步走二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柚乡友谊舞专委会

河南省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干部大学舞蹈队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身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年体育人协会持仗操委员会

青岛市灵珠山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灵珠山持杖操队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昆仑镇小昆仑村手杖操队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手杖操队



河北省邯郸市广场健身操舞专项委员会郸霞健身操舞队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旗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昆山社区手杖操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老年体育协会持杖健走委员会

北京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望京持杖健走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后稷农耕持仗队

陕西省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步走专项协会

青岛西海岸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部高杖委中心队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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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总队四中队

黄石市下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昆山社区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东笠山村队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步走专委会手杖操

队

陕西省安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山嘴头村手杖操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昆山社区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手杖操代表队

（二）创编动作



1.最佳展示奖（22 个）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操舞队

湖北省黄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烟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萌婕艺术团

贵州省黔西市老年大学

重庆市渝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僖姿队

山东省曲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专委会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快乐太极队

青岛市李沧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队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红都持杖健走队

海南省保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健身队

新疆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手杖操二队

山东省淄博市体育总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城中老年文体活

动中心

河南省濮阳市持杖健走华龙区炫舞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烛光艺术团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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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操代表队



四川省邻水县广场舞协会雄鹰队

宁夏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专委会手杖操代表队

2.优秀展示奖（14 个）

广东省珠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四川省宜宾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步走队

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队

河南省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活动中心队

青岛市龙泉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湖北省襄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操协会直属团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柚乡友谊舞专委会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昆山社区手杖操队

陕西省安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持杖健走队

广东省韶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辽宁省鞍山市老年体育协会红星广场凤舞朝阳艺术团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步走专项委员会手杖操运

动队

福建省浦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园梦之队

四、太极拳

（一）集体拳术

1.最佳展示奖（209 个）

贵州省龙里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代表队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陈氏太极养生协会 42 式太极拳队

青岛市王台西村太极队

青岛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青岛开发区王台黄海太极队

河南省焦作市朱天才太极拳研究会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河北）

安徽省广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功夫扇协会

吉林省通榆县武术协会雨花石太极队

福建省闽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健步走辅导站三分站

宁夏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队

青岛市黄岛区王台街道漕次社区姐妹爱太极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八法五步代表

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大通分会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龙岗分会

山东省威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世纪园健身团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佛小区太极健身队

贵州省兴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万峰太极队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吉林省长春市拳伽仁健身俱乐部

青岛市胶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三里河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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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临汾铁路杨氏太极拳协会太极拳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无极太极

队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太极拳协会榆树代表队

安徽省广德市心平太极辅导站

福建省福清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河南省安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龙安公园站点

厦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拳功专委会代表队

四川省大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北城太极健身队

海南省五指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树木园辅导站十三花太极拳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太极拳协会卫东区青松站

河北省河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老年太极拳队

河南省伊川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海涛健身中心太极习武堂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专委会

山东省滨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工委太极队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嘉禾一方太极拳中心站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树木园辅导站

山东省莒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五洲太极拳推广中心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育海社区精武队

江西省都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二队

山西省尧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氏太极专项委员会

河北省邯郸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山东省广饶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烟厂后街社区烟厂太极拳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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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工委邺枫太极拳健身俱乐部

安徽省阜南县太极拳协会曾小桥队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河南科技大学

太极分会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邺枫太极拳健身俱乐

部银枫辅导站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一队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专委会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协会明港太极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方圆太极拳站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队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陕西省渭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中心队

厦门市集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花枝俏武术舞蹈协会

江西省安远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滨江广场辅导站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京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业委员会永年

太极拳研究会

安徽省铜陵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42 式太极拳代表队

浙江省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美太极俱乐部

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总队

河南省华龙区老年体育协会未名园辅导站

山东省滨州市彭李办事处和瑞社区金鑫健身站

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代表队

江西省寻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四川省岳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青海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26 式太极拳队

河南省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第一辅导站

山东省莱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北京）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太极拳协会中行友谊健身队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北省高邑县太极拳协会太极拳队

山西省襄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安徽省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北泉镇金秋太极拳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永年杨氏太极拳学会

甘肃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专项委员会兰州老街缘聚太极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新城区阳光太极站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黑龙潭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老年体育协会宏鹰武馆代表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竞技队老年组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太极拳队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江西省瑞昌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广场站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祥和队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养生太极拳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玉龙二队

四川省富顺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吐哈石油太极拳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国家标准套路太极

拳队

河南省孟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碑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极花太极队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龙碑太极站

福建省三明市直机关老年体育协会

广东省海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二队

山东省泰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太极拳协会中行友谊健身队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阳光太极拳队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陕西省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山东省烟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咸阳永年杨氏太极拳学会志丹分会

青岛市崂山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委员会代表队

河南省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二队

河南省永城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四馆陈氏太极队

浙江省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美太极俱乐部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横店分会表演队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龙乡太极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珠城太极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嘉陵拳剑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气功站

山东省威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美健身团队

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碧海健身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锦辉东苑太极健身队

安徽省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队

重庆市武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光山县代表队

云南省玉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北省平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体育协会太极健身队



河南省温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二人组合

云南省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云南省通海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武术队

云南省盐津县老年协会盐津拳剑协会

重庆市南川区市民广场太极健身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辅导总站

河南省灵宝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陈炳太极院灵宝分院

江苏省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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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协太极拳专项委员会九九快乐一站

山东省临沂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内蒙古自治区科左中旗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工委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市民广场辅导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独山子区新北区街道太极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山东省枣庄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紫光健身站

河南省正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专委会太极拳队

山东省济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六艺太极拳队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太极拳协会王明军家庭夫妻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陈子明太极拳研究会

青海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五队

河南省和式太极拳月季辅导站缘份和太极

重庆市云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岚皋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安徽省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颍上县管仲公园队

陕西省合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陕西省榆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永年太极拳

云南省文山武学研究会马关分会

河南省博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推广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社区教育学院金佛雅韵太极拳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奥园神韵太极健身队

山东省平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陈氏太极拳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乌兰社区奥园健身队

山东省曲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星光天地太极拳队

云南省开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专业协会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西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神韵太极队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生态园韩金保队

山西省万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云南省宣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山东省惠民县太极拳协会太极拳推广中心队

云南省盈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盈江五四太极班

河南省焦作市武式太极拳协会科普广场站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月季公园一站

山东省聊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陈氏太极拳习练队

山东省惠民县太极拳协会太极拳推广中心

山东省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永年太极拳社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湖北省当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健身团队当阳太极缘

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开江太极辅导站

河南省杨氏太极拳协会锦祥花园辅导站

河南省焦作市武式太极拳协会武式太极拳励志辅导站

河南省杨氏太极拳协会人民广场辅导站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艺术中心太极拳辅导站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队（山东）

2.优秀展示奖（315 个）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铜城分会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锁金村太极拳队

北京市西城区武术专委会月坛街道辅导站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青海省城北区文化馆魅力太极队

河南省汝州吴图南太极艺术馆

福建省福安市太极拳协会富春健身队

山东省岚山轿顶山社区太极队

河北省图南太极文化中心悅城太极拳 A 队

安徽省潜山市老城区广场太极拳队

陕西省榆林高新区第二小学

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太极拳协会

辽宁省大石桥市武术协会和平太极(陈氏家族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太极拳协会两江一港太极队

浙江省祥符街道祥符桥社区美林湾太极队

贵州省黔西市老年大学太极拳 9 人

四川省富顺县太极拳协会家庭 2 人组

河南省新城平顶山市新城区健步走辅导站五分站

湖北省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浩然太极辅导站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太极拳队

广东省珠海市运强空间设计太极队

湖北省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铁四院太极拳健身气功站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雁深情太极健身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太极拳队酷爱武术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福临社区老来乐健身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太极拳协会陈式太极拳散手一路

两江一港太极队

吉林省长春市拳伽仁健身俱乐部

江西省南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风之彩

湖北省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湾太极气功辅导站

北京市西城区南营房社区太极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戴家场镇

太极分会

山东省曹县盛世太极交流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经开武协回忆岛太极辅导站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金地艺境太极拳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汊涧分会

河北省秦皇岛市留守营休闲太极队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太极拳爱好者

陕西省镇安县老年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北京市劲松文体协会东光东里太极队

河北省沧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厦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拳功专委会代表队

江西省公安厅老年人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吴式太极拳——最美太极夫妻

江西省南昌县电信局退休工人队

山东省栖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工委



四川省大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一辅导站东湖太极拳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一家人

安徽省安庆市老年体育协会焚烟亭辅导站一队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坪地社区健身服务点太

极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队太极队

河南省湖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崤函太极队

浙江省银湖街道太极团队

山西省静乐县杨氏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孟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贾会生家庭

河南省图南太极文化艺术馆图南太极

陕西省凤翔区凤翔县杨式太极拳协会

山西省洪洞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同心树韵一队

深圳市龙华民治世纪春城四期管理处阳春快乐太极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专委会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时代武术文庙队

北京市通大家园太极拳辅导站

陕西省宝鸡高新区宝钛家园辅导站

山东省桓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河南省商丘市老干部大学代表队

江苏省建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中原油田老年太极拳协会濮阳陈氏太极拳养生俱乐



部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5 人太极拳组合

安徽省广德心平太极辅导站

北京市朝阳区农东社区农东太极拳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湿地公园辅导站湿地公园陈式传统太极

拳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弘扬太极健身队

江西省梅江镇太极拳队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企业家辅导站杨凌企业家太极拳队

安徽省利辛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体委操场夕阳红晨练点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职院太极拳辅导站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开心太极拳队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集体拳术队

广西梧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当三丰派联谊会广西梧州分

会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山东省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代表队

河南省封丘县老年文体委太极拳协会

山西省洪洞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同心树韵太极拳二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金伦太极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体育场队

山东省牡丹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安徽省广德柔力球协会夫子庙舞蹈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日月星太极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松韵太极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凤翔分会东湖南门代表队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路遥太极队

陕西省岐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人家健身队

陕西省岐山县太极拳队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开元广场

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新兴社区金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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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代表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文庙广场辅导站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代表队

重庆市渝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缘俱乐部队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太极武术协会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李式太极拳传习所

云南省五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机关事务管理局一队

河南省湛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快乐驿站

重庆市铜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七彩太极拳队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二队

重庆市铜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飒爽英姿拳剑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浙江省三门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太极拳队

安徽省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项目组

山西省洪洞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同心树韵太极拳三队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老年体育协会太极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郑集分会

江西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金源广场辅导站

河南省济源市老老年体工委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陕西省旬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陈氏精要 18 式太极拳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金秋太极拳队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叉车太极分会

云南省巧家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原文化宫辅导站

厦门市后溪岩平一里四季阳光太极队

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净水园小区东方玫瑰太极•气功辅导站

山东省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为民社区泓泉太极队

厦门市后溪镇后溪仑上太极队

重庆市綦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氏太极重庆綦江中心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偃师区太极拳

代表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东博院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太极拳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太极站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象山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随缘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白龙一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白龙二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分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南苑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政广场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顺天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新城家园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义正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区老年大学天山武韵太极拳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玉龙一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中海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忠信队

陕西省杨凌后稷公园社区杨凌神韵太极拳队

福建省尤溪县道协太极文化传授中心家庭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合一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合二队

河南省鹿邑县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第 13 组表演队

浙江省金华市千祥镇愉祥太极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洪湖市直

属太极队

云南省官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家园老年队

江西省会昌县岚山太极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鸭绿江街道绿云社区太极队

福建省尤溪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龙碑太极站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河北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陈氏太极拳

队

四川省东华社区龙形太极辅导站

陕西省黄陵县太极健身运动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吴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陕西省旬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健身队

青海省海东市太极拳协会体育场太极拳队

山东省滨州市长江一路泰山名郡小区站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市民广场太极健身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锦辉东宛太极健身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科公园太极气功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殷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丹枫太极队

江苏省射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步行街健身站

云南省个旧市云锡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北京市清上园社区清上园太极队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浙江省富阳区东洲街道太极公望团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大学太极气功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梅站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宝之韵武术队

重庆市南川区永隆山太极气功队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老年大学代表队

山东省泰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山东—泰山队

陕西省白水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年体育协会子能太极拳社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夫妻组合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西城美苑健身辅导站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东方太极拳俱乐部万达站

陕西省志丹县老年体育协会永年杨氏太极拳协会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政广场队

陕西省西安永年太极拳协会志丹分会

河南省濮阳市太极协会滨河公园太极站

陕西省西安永年杨氏太极拳协会志丹分会（张彦俊家庭组合）

陕西省西安永年杨氏太极拳协会志丹分会（刘兴斌夫妻组合）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云南省威信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队

山东省博兴县曹王镇太极拳泰元文化广场队

陕西省志丹县老年体育协会麻地坪社区太极拳队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吉林省镇赉县镇赉庆安社区梦之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花园分会表演队

重庆市綦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辅导站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老年太极拳协会太极表演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第 11 组表演队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社

江西省浮梁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



河南省焦作市陈照森太极拳研究会人民广场队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太极队

江苏省响水县太极拳协会

陕西省澄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园太极拳社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陕西省兴平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江苏省如皋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武术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海南东方市分

队

浙江省诸暨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退教太极拳队

云南省玉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新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一队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广场太极

一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碧海健身队

山东省新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二队

山西省吕梁市交城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青岛市六汪镇胶河太极拳队

山东省博山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快乐太极队

山西省吕梁交城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老年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志丹县老年体育协会李登昆夫妻组合

陕西省志丹县老年体育协会曹林学夫妻组合

山东省莱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莱州广场一站

河南省武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湖南省雷锋街道荷花塘社区太极健身队

重庆市南川区金科公园太极气功队

河北省元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民太极武术院

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南省濮阳市太极拳协会仁和代表队

陕西省汉中市吴式太极拳滨江辅导站代表对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大学太极气功队

厦门市杏滨街道马銮太极拳队

河南省石龙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星站

河南省安阳市东方太极拳俱乐部万达站

河南省焦作市和式太极拳培训基地

福建省泉港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二队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广场辅导站人民广场辅导站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吴式太极拳研究会

四川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项目代表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中心广场西站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光明社区一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站南代表队



陕西省大荔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黄河站一队

陕西省大荔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黄河站二队

山东省黄河街道祥河小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红星队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天河广场太极站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大联组表演队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万有拳社

河南省沈丘县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焦作市武式太极拳协会龙源湖辅导站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老年体育协会

陕西省石泉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湖北省宜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2 队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陕西省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拳辅导站

山东省无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东方太极队

陕西省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拳辅导站二队

河南省沈丘县天才太极研究会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师院太极拳队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华森社区代表队

重庆市南川区长远社区太极健身队



湖北省天门市科田太极拳队

陕西省渭南市高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心站二队

陕西省渭南市高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心站一队

山东省无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梦之队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王艳琴家庭

河北省沧州市快乐太极队

重庆市南川区康田东郡太极健身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圣水湖畔太极队

陕西省临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满天星站

山西省运城市太极拳协会陈志强太极拳运城分会

重庆市南川区社区教育学院金佛雅韵太极拳队

安徽省阜南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祥源公园城晨练点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气功协会一队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二分会

陕西省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拳辅导站二队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路房产建筑段南花园太极拳代表队

陕西省长安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重庆市南川区浦江明珠太极气功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高娃广场核心太极队

陕西省平利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长利户外运动协会太极拳队

安徽省萧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吉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四川省什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洛水镇柳河社区健身气功站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芦湖南

站 42 式太极拳

青岛市灵山岛保护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积米崖社区太极拳队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郏县太极拳协会体育场队

山东省沂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孙祖镇太极拳代表队

云南省盐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剑拳协会

河北省栾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太极拳队

湖北省当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健身团队当阳太极缘

队

四川省任市镇老年人体育协会开心太极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协会太极辅导站

山东省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阳太极拳习练队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街道滨海太极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宝塔区太极拳辅导站

陕西省吴起县太极代表队

陕西省延安市太极拳协会艺术中心杨氏太极拳辅导站

（二）集体器械

1.最佳展示奖（93 个）

安徽省天长市陈氏太极拳协会铜城分会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象湖缘阳光太极站

山东省东营市武术协会文昌太极队

吉林省龙井市老年总会陈式太极养生协会

安徽省广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心平太极辅导站

深圳市坪地街道坪地社区八方太极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大通分会

山东省威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世纪园太极拳团队

北京市朝阳武协珠江帝景太极队

山东省胶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三里河代表队

山东省秦皇岛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研究会

山西省临汾铁路杨氏太极拳协会临铁太极剑队

青海省海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雨润镇汉庄太极拳队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河北）

海南省临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北省河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河北省沧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陕西省宝鸡高新区蟠龙路社区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恒大太极分会

江西省都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一队

山东省莒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五洲太极拳推广中心



山西省尧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氏太极专项委员会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3 人太极剑组合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河北省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代表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凤翔分会西门代表队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

山东省牡丹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演武楼活动中心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专委会

山东省东明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一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福建省龙海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龙海一中体育埸晨练队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太极协会代表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京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浙江省慈溪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美太极俱乐部

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总队

山东省莱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专委会

河南省华龙区老年体育协会未名园代表队二队



陕西省旬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42 式太极剑代表队

青海省太极拳运动协会 42 式太极剑队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枫太极拳队（北京）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琴江山庄健身点队

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华龙区中原文化宫辅导站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太极拳协会竞技队

江西省瑞昌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广场站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殷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丹枫太极辅导站

江西省会昌县岚山太极拳健身队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武术协会东华社区龙形太极辅导站

四川省武术协会桃花太极研究会遂宁市培训基地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分会一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女子春秋大刀队

河南省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一队

河南省焦作市和氏太极拳协会表演队

湖北省宜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青岛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委员会二队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滨河公园太极站

河南省永城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人民广场太极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大同湖太极分



会

重庆市武隆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太极二队

河南省济源市老年体育工作委员会天极拳专委会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武队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老年人体育运动协会武术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民太极武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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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卫东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委员会卫东区

九九快乐一站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浪漫夕

阳组合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兴鲁辅导站

四川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项目代表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市民广场辅导站

河南省安阳市邺枫太极拳健身俱乐部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东省平度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广西省贺州市八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 1队

湖北省洪湖市自来水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和谐广场太极拳队



山东省曲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雅好太极拳队

云南省开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专业协会

云南省曲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河南省西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神韵太极队

河南省焦作市杨氏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辅导站

山东省临沂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2.优秀展示奖（147 个）

湖北省鄂州市武术协会凤凰分会凤凰台悟太极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锁金村太极拳队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俱乐部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西江村 12 组幸福舞队

北京市美景东方太极队

北京市太极拳协会我们爱太极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福建省晋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拳协会

贵州省黔西市老年大学太极剑 6 人

山东省岚山区教体局轿顶山社区太极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健步走辅导站三分站

山东省曹县盛世太极交流中心

黑龙江省鹤岗市五指山尚志站



甘肃省徽县武术协会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龙岗分会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洪湖市峰

口镇二医院太极分会

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区文化广场健身气功站九九重阳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桥社区美林湾太极队

山东省栖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工委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河西广场辅导站

河南省湖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人民公园太极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朝阳太极拳队

浙江省南湖区大桥镇老年太极剑队

黑龙江省五指山尚志站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宏帆广场站代表队

陕西省凤翔区凤翔县杨式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伊川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二队

北京市朝阳区农东社区农东太极拳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汊涧分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常青太极辅导站



河南省商丘市应天公园代表队

河北省邯郸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北省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江苏省建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队

河南省濮阳陈氏太极拳养生俱乐部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太极协会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集体器械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弘扬太极健身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郑集分会

广东省广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园社区太极拳队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后稷公园夕阳美太极拳

队

河南省焦作市陈照森太极拳研究会陈照森太极拳研究会一

队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坪东社区夕阳红太极队

河南省封丘县老年文体委世纪风陈氏太极拳站点

重庆市渝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两路街道太极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佛小区太极健身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图雅社区队

安徽省广德柔力球协会三小健身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金源广场辅导站



陕西省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项委员会开元广场

代表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团结社区东广场队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广东省吴川太极拳推广中心陈氏太极拳推广

江西省安远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文体广场辅导站

云南省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工委

安徽省铜陵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专委会 32 式太极剑

代表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金源广场辅导站

重庆市南川区鼓楼坝广场太极健身队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乐天太极

拳队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养生太极拳队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金三角太极队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老年体育协会宏鹰武馆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独山子区老年大学天山武韵太极拳队



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河南省孟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无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镜湖梦之队太极队

甘肃省徽县太极拳协会天乐园辅导站

河南省安阳市老年体工委东方太极拳俱乐部

江西省老年体育协会宁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沿江北路太极

队

陕西省镇安县绣屏山太极拳辅导站

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永年杨氏太极拳学会

云南省个旧市云锡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永隆山太极气功队

江西省上饶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石龙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枫站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宝之韵武术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队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队

陕西省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队 24 剑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代表队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曹王镇太极拳泰元文

化广场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太极拳协会万城太极拳队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队

河南省焦作市武式太极拳协会韩愈路站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社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东方太极拳俱乐部

重庆市南川区古楼坝广场太极健身队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代表队

江苏省如皋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武术队

陕西省兴平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队

云南省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剑队

青岛市六汪镇胶河太极剑队

山西省吕梁交城老年人体育协会电力苑健身队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协会太极健身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洪湖市园丁太

极分会

黑龙江省鹤岗市五指山尚志站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协会

重庆市南川区康田东郡太极健身队

河南省灵宝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陈炳太极院灵宝分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星站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向阳社区太极拳队

江苏省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闫河公园 162 站

陕西省华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渭南师院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万达广场代表

队

辽宁省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江畔健身气功站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正阳县老年人体育

协会专委会太极拳（刀）队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博爱县代表队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六队

陕西省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杨式太极拳辅导站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七队

黑龙江省鹤岗市五指山尚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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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队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街道祥河太极队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极一队

湖北省洪湖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夕阳红太极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光明站二队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潢川县代表队

河南省张良老年人体育协会张良太极拳协会

河南省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华森社区代表队



重庆市南川区长远社区太极健身队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大辅导站

陕西省临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东风站

陕西省临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老街活动站

云南省文山武学研究学会马关分会

青岛市灵山岛保护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积米崖社区太极剑队

山东省无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东方太极队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专委会芦湖公

园南站

陕西省延安市开放大学学员队

河北省沧州市县礼堂健康太极队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街道滨海花苑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老体武协盛世长安太极队

五、广场舞

（一）规定套路奖项

1.最佳展示奖（40 个）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秋姿代表队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迎华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鹰之缘舞蹈队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贸易广场舞蹈队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梦之队

河南省新乡市闪电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韵飞扬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电厂社区代表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辅导总站

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项委员会星

火舞蹈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滨河歌舞专委会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专委会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老年专委会

陕西省咸阳市丹色舞蹈艺术团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美丽人生

舞蹈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微笑舞蹈队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明月健身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江苏省如皋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苏省扬州市锦旺社区艺术团



深圳市宝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二队

陕西省汉中市天荡山艺术团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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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山花艺术团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东方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专委会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滨江健身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英子舞蹈队

河南省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辅导总站

安徽省黄山市翩翩起舞艺术团

2.优秀展示奖（58 个）

江西省高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

河南省濮阳市绿景小区红霞舞蹈队

深圳市鷺湖社区老年协会金地塞拉维腰鼓队

吉林省长春市中海社区夕阳美团队

河南省濮阳市钻采社区服务中心油田舞协

河南省濮阳市濮东腰鼓舞蹈队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路舞团



河南省濮阳市钻采社区东环英姿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岐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爱舞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北关村委会俏夕阳健身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濮阳市康乐行舞蹈队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路综艺健身团

山东省青岛市六汪镇胶河广场舞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长青持杖健步走队广场舞一队

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蓝月亮舞蹈队

安徽省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文化广场欢乐舞队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柔力球协会夫子庙舞蹈队

重庆市永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香河县老年广场舞代表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富丽华健身大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三人行音乐舞蹈工作室文艺创作中

心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湖滨文体专委会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广场舞操队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民歌专项协会



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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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美丽人生

舞蹈队

江苏省南京市光华路街道银龙翠苑舞蹈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飞鹰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二中队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夕阳情

舞蹈团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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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右翼中旗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场舞队

安徽省安庆市焚烟亭辅导站二队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舞动沧江队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体育协会老年健身操队

重庆市洛碛镇老年广场舞队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真阳街道办事处老年人体育协会舞

蹈队

云南省玉溪市秀山街道文化站金色文艺队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 4 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一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文艺协会二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河小区

陕西省延安市红枫叶艺术团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辅导总站

陕西省延安市高岇湾幸福广场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重庆市江津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金凤凰舞蹈队

吉林省白城市明盛社区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二）自选套路

1.最佳展示奖（564 个）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藤街道新城微笑艺术团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秋姿代表队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文化馆太阳花舞蹈队

江西省公安厅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球操暨广场舞队

山东省淄博市火炬飘扬艺术团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社区金茗燕子舞蹈队

山东省淄博市尚文苑舞蹈队



北京市四季青镇天香颐社区天香颐舞蹈队

青海省西宁市雪花舞蹈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旋律之声艺术团

深圳市坪地街道长青老龄大学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直一队

河南省濮阳市天城舞蹈队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韵之赞艺术团

河北省廊坊市幸福女人舞蹈队

福建省福安市富春健身队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静和苑队

福建省福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富春健身队

河南省濮阳市湿地公园舞蹈队

浙江省金华市魅力快乐族艺术团

浙江省杭州市富春江镇文化站富春江健身舞蹈队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河南省濮阳市添运快乐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刘家常社区英姿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盟城秧歌舞蹈队

深圳市南头街道前海海韵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南城队



河南省濮阳市东方社区文艺队

吉林省通化市和平社区青春炫舞舞蹈队

天津市航天城社区神州广场舞队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乐社区美丽湖畔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民族舞队

河南省濮阳市开州办东湖社区舞蹈队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红蕊舞蹈队

河南省开封市红袖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民族舞队

河南省濮阳市东城阳光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文广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操舞队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舞魂舞蹈队

深圳市南园街道青春永驻舞蹈队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西江村幸福舞队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花枝俏武术舞蹈协会

河南省濮阳市龙苑舞蹈队

深圳市桃源街道塘朗社区塘朗金色夕阳舞蹈队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老年协会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振动社区文艺队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五一街代钦社区罕山俏夕阳艺术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树林巷社区常青树舞蹈队



北京市上地西里舞蹈队

河北省廊坊市新起点舞蹈队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茶缘艺术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沙脚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珲春社区姐妹花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美的人生舞蹈队

山东省泰安市康乐艺术团

广东省佛山市沙头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所桃园一坊社区不凡舞蹈队

安徽省安庆市红旗小区木兰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蓝月亮舞蹈队

深圳市盐田区凤凰广场舞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鹤翔九天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德福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兴华社区老来乐秧歌队

河南省濮阳市舞之美艺术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燕乐欢歌舞队

吉林省长春市绚丽艺术团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岁月如歌艺术团

河北省邯郸市金秋艺术团

深圳市沙头角排舞广场舞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观景园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老干合唱艺术团慈善舞蹈服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星村姊妹缘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洛红星队

广东省佛山市桃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左岸新城快乐舞蹈队

陕西省老干艺术团慈善舞蹈队

安徽省黄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阜上文艺队

湖北省襄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清清舞蹈队

深圳市益田健身操舞队

河南省濮阳市舞之韵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九龙镇文化广场舞队

天津市航天城蓝天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鹰之缘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和美舞蹈队

深圳市盐田区排舞广场舞协会田心梦之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林湖开心舞蹈队

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民族天天歌舞团

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街道民族天天歌曲团

山东省滨州市舞之韵舞蹈队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西部操舞队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贸易广场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南浦通济桥舞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梦之队

广东省佛山市佛山桂三舞蹈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安康里舞蹈队

厦门市厦门五中退教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南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河南省孟州市河雍梦之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蓝梦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渭水咸花舞蹈团

四川省西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棋杆村夕阳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虹桥佳木斯健身操团队

河南省新乡市闪电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街道办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追梦花绳操舞代表队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舞蹈团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百合绚丽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骑协英姿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长青辅导站

陕西省宝鸡市秦悦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金泰艺术团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植物园快乐花棍队



陕西省延安市刘万家沟锦绣广场舞蹈队

北京市南苑鱼水情舞蹈队

山东省泰安市利民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御邸舞蹈队

山东省泰安市云海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开心时光舞跳队

陕西省西安市高峁湾幸福广场舞队

重庆市荣昌区文化馆翊阳舞蹈团

陕西省宝鸡市太相寺姐姐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朗润居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知音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邮电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天山艺术团

河南省平顶山市长青持杖健步走队广场舞二队

陕西省西安市昆仑开心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洛惠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开心舞蹈队

重庆市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分会代表队

澳门特别行政区花地玛堂区澳门俏佳人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绿都花园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新世纪秧歌队

四川省成都市爱同乐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花园社区开开心心舞蹈队

河南省孟州市群英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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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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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京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上海市盈浦街道火凤凰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民歌专项协会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之花舞蹈专项协

会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俏夕阳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宝泵社区朵朵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仁新城小燕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天玺台社区天玺靓妹舞蹈队

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陕棉十二厂金陵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南大街社区虹红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舜乡美健身协会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九龙新城蝶恋花舞队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群艺馆丝舞圆梦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西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喜气洋洋队

陕西省宝鸡市红艺午蹈队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朝霞辅导站清舞飞扬舞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

学文艺一班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大桥社区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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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宝鸡市长虹天美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文慧广场舞队

重庆市永川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队

山东省济南市舞之恋舞蹈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

学文艺一班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海棠广

场舞协会

陕西省宝鸡市蝶恋花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关中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琴声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东方罗马舞蹈模特队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林氏比干文



化研究会文体活动中心

陕西省商洛市石门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夕阳美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老年人活动中心南宁市景越艺术团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文化馆客家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儒林巷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美丽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夏荷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凤凰城雪莲艺术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电社区健身团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星村欣妍舞蹈队

甘肃省张掖市茉莉阳光水兵舞团

陕西省宝鸡市东关社区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开心别洋公园舞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凤凰北街塔辉艺术团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枫之韵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晨缘水兵舞团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秋韵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西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豪城天下社区开心英英舞队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行政中心水兵舞队



山东省济南市丽华健身舞蹈队

北京市和平里街道民旺社区星旺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纪花园健身舞团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矿务局老年大学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肖湾办事处东升社区

山东省烟台市守望幸福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九月九健身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新元妈妈咪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荷韵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德福小区德福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星村高新美丽舞蹈队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光华姐妹健身队

山西省大同市阳和坡舞蹈队 2 队

山东省菏泽市天香舞蹈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阅海万家春之韵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健康美丽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建翔俏夕阳舞蹈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舞动彩虹旗袍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长城东街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笑笑乐乐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魅力西西城健身辅导站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康乐协会铜矿峪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俏夕阳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大铁牛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开心快乐健身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盛世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特修厂枫叶歌舞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项委员会星

火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南门坡活动站

河南省周口市邦杰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新民路社区享悦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同州兄弟姐妹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铁路公园阳光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霞飞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姐妹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曙光路东社区海棠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岭社区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新街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舞蝶健身队

河南省周口市舞动的云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扬扬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寺坡开心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蝶舞人生辅导站

河南省周口市缘分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水晶城星光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新环西志愿者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韵飞扬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绿景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阳光艺术团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百领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石油小区活动站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市舞动心弦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八一路商城辅导站

河南省平顶山市天使社区天使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心悦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五泉镇社区杨村乡玫瑰舞蹈队

山东省济南市蓝天清河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秦悦艺术团

江西省抚州市瑶瑶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曙光东路社区喜悦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瓦厂衔社区美美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中老年舞蹈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景越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姊妹缘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琳儿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阳阳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诚信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旭光村阳光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星村爱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金星村郁金香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郭家崖村太阳花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活力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欢乐姐妹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北宸社区宸星圆民族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建章路社区柔乐球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龙腾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凯旋归来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河宕巾帼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黎海花苑健身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舜乡水兵舞协会

吉林省松原市金伦阳光健身队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广场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李台街道社区温馨凤铃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彩彩舞蹈队

上海市重固镇毛家角健身操队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老干局汤阴春之舞艺术团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娥城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夕阳美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三山乡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街社区健康快乐舞蹈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

陕西省西安市眉县兰樱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育英广场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黄河广场舞蹈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北宸木兰风采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柑子巾帼健身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阅海快乐姐妹舞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阿雅民

族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眉县舞之韵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好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分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艺乡民

族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桥沟活动站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城北镇健身舞蹈队

重庆市大足区广场舞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骏马艺

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纺城社区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聚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移动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水兵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蝶花飞舞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延安杜公祠广场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舞起来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镇新荣村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良渚街道宸光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夕阳美舞蹈队

重庆市重庆市奉节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奉节县梦之舞队

重庆市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专委会

山西省大同市攀枝花艺术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老年文体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陕西省旬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桂花香广场舞代表队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百灵戏曲歌舞艺术团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湖滨文体专委会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左岸新城阳花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嘉年华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街道景荣社区北舞之恋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铁路公园形体舞蹈队

北京市沈阳兴隆舞蹈团

山西省大同市来海霞舞蹈队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夕阳红”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健身队

山西省太原市太钢金华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俏夕阳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歌声嘹亮舞队二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长青辅导站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社区水灵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建中礼区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蓝天吉舞走秀舞蹈团

山西省太原市兰花花舞蹈队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广场舞操队

吉林省长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河南省周口市映山红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韩大成矿务局老年大学

河南省周口市公园快乐舞蹈队

河南省信阳市傲雪寒梅队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姐妹排舞社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枫叶舞蹈队

山西省太原市开心快乐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暮光家园暮光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河南省郑州市周口现代城谷靖舞蹈工作室

河南省周口市秧歌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春秋华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老年文艺协会 2 队

河南省周口市旭日华庭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欢乐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现代城联盟永丰队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东二路兰花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十路红豆舞蹈队

重庆市黔江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学专委会

浙江省杭州市彭埠街道建和社区禾苗舞蹈队

安徽省亳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时代广场舞蹈队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健身操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大庆路工农社区舞之恋舞蹈队

北京市金孔雀艺术团

广东省佛山市舞之友志愿服务队

陕西省咸阳市咸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丹色舞蹈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立交桥广场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山东省济南市国际花都轻舞飞扬



山东省济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队

河南省周口市华耀城曳步舞团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华仔吉舞团

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河南省周口市青春舞蹈团

河南省周口市现代城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美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供销小区舞跳队

陕西省宝鸡市红艺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南台岛激情广场健身队

山西省大同市三人行炫舞团二队

陕西省西安市民族舞韵艺术团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科学之星舞蹈队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广场舞协会

陕西省渭南市禹甸园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

山东省菏泽市康乐园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普连集钟口快乐舞队

河南省周口市金色东方姐妹舞蹈队

云南省丽江市教师联谊会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舞动心灵舞蹈队

江苏省南京市大海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金色健身操队

浙江省杭州市东湾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新起点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双月社区静荷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镇长城东街姐妹舞蹈队

湖北省武汉市省柴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开心跳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西花园秧歌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振安社区珍珠乐园健身队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红月艺木团

甘肃省庆阳市美俪人生

浙江省杭州市静丽缘旗袍舞队

山东省滨州市阳光秧歌队

福建省福州市千里马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仙锋舞蹈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微笑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美韵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风雨健身辅导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鹿城社区雷锋广场星火燎原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麻地坪社区新时代文艺队

山东省泰安市康乐艺术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艺术团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万花路光华社区朗润居活动站

陕西省延安市油花艺放舞蹈队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蹈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那苏坦舞蹈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那苏坦舞蹈队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夕阳情

舞蹈团

云南省普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健身协会

云南省昆明市文旅局老干艺术团

湖北省襄阳市张湾办事处文化站红艳广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代表队

江西省宜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明月健身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一中队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崇明梦之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汤山城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城北镇健身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北宸木兰风采队

山西省太原市风姿舞蹈队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财校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 704 老年大学新疆舞团队



山东省菏泽市花城快乐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丹阳桑屯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开心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三院舞蹈队

江苏省如皋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绿地生态城艺术团

广东省佛山市辣妈舞团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西江村 12 组幸福舞队

辽宁省沈阳市红月亮舞蹈团

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退离休协会(一队)

陕西省延安市油花艺放合唱团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京九星港舞蹈队

江苏省扬州市琼花观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刘万家的锦绣广场舞队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广场舞代表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双堤社区舞蹈队

江苏省盐城市六套海燕广场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多彩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华信舞蹈队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琴台知音艺术团

江苏省南京市西埂莲乡舞蹈队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社会体育指导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城中南舞蹈

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文体局龙韵艺术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人和春天舞

蹈队

甘肃省武威市姐妹乐视园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扬扬舞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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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丽江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浙江省绍兴市教育体育局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辽宁省沈阳市恒大健身舞蹈团

上海市重固镇泉山居委健身操队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新韵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开心广场舞队

广东省汕头市老干部艺术团新疆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阳光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金秋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东城杨庄社区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欧适子情缘队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河北省邯郸市小冰舞蹈队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天荡山艺术团

重庆市渝州路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邯郸轻舞飞扬队邯郸轻舞飞扬队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俏媳妇舞蹈队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天乐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五龙背孙家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俏夕阳舞蹈团

陕西省汉中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向阳社区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里社区 V 美舞蹈队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文化馆燃气艺术团

山西省大同市平旺公园常乐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水晶城星光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好姐妹舞蹈队

北京市万寿路街道万寿路社区国悦芳华队

陕西省宝鸡市蟠龙镇玲珑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温馨枫叶健姿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前张岭社区快乐舞蹈队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阿莲广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桥沟街道办事处铭馨苑红玫瑰广场舞队

山西省大同市落里湾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周师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群星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人和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东方舞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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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铜川市老年艺术大学阳光舞蹈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英姿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一剪梅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蓝天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庙岭李英广场舞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柳塘梦之花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石门夕阳红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 4 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龙韵团队

吉林省白城市红叶社区花之舞队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英子舞蹈队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

团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七彩健身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文艺一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云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艳山红舞蹈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一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老协阿哲欢歌队

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舞蹈协会枫之韵艺术团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柔乐球健身协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老年人体育协会保安仓圣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尹家沟东兴园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文艺协会一队

重庆市丰都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西平县丽人舞蹈队

河南省郑州市信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广东省珠海市梅华街道悦城社区海之星艺术团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梦之舞健身队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大连市西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舞蹈团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长利户外运动协会长

利户外舞蹈队

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心连心秦韵舞蹈队

河南省济源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安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重庆市南岸区君子兰俱乐部君子兰轻曼舞蹈艺术团

河南省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鹤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焦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商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洛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省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队

河南省驻马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安徽省淮南市开心舞蹈队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意韵健身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圣地锅庄舞专委会

安徽省黄山市翩翩起舞艺术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龙健身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木兰拳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天之梦

2.优秀展示奖（813 个）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柔力球分会凤井舞蹈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谐文艺队

安徽省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舞蹈队

云南省曲靖市龙华街道美美哒舞蹈队

河南省开封市集英社区舞尚美艺术团

云南省曲靖市益宁街道牛街社区康乐文体队

北京市起舞中国花之舞舞蹈队

山东省淄博市广场舞协会骏马舞动队

青海省西宁市小桥建设巷社区城北区梦想青春艺术团

河南省济源市沁园沁园中礼庄村舞蹈队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诗韵舞蹈协会

山西省运城市健康教育文艺宣传队

江苏省盐城市上冈镇春晨健身队

河南省濮阳市轻歌曼舞文艺队

河南省濮阳市开心活宝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大化春风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夕阳红队

河南省濮阳市俏娘舞韵

深圳市径贝新村西乡巾帼健身综艺团开门红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百合曳舞铁路公园舞蹈队



浙江省金华市魅力快乐族艺术团

河南省濮阳市海斯顿红姐妹秧歌队

浙江省金华市金华动魅力快乐族艺术团

深圳市滨河社区滨河汇港名苑舞蹈队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魏央宫交谊舞团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机场社区丽鹰艺术团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园社区龙华街道灵越广场舞协会

深圳市龙华区广场舞协会艺术团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园社区龙华街道灵动健身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宏帆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蓝鹰队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街道云馨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尚水队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老年大学舞蹈队

云南省曲靖市益宁街道牛街社区珍珍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凤英队

深圳市滨河社区陈莉舞蹈队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世纪春城四期世纪春城健美操队

深圳市宝安区草围社区健身舞蹈队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雁深情歌舞健身队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路舞健身协会

深圳市坪地街道长青老龄大学



青海省西宁市康东社区西部彩虹舞蹈队

青岛市李沧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操舞一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宏帆队

福建省三明市圳尾社区圳尾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蓝鹰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尚水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南城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凤英队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舞蹈队

山东省淄博市广场舞协会俏女人舞蹈队

深圳市坪山街道红月亮广场舞队

深圳市滨河社区深南宿舍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天天乐艺术志愿服务队

吉林省长春市健康快乐艺术团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康居社区秧歌队

山东省淄博市体育局齐盛湖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广场健身操舞专项委员会舞动人生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水电广场队

河南省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都办 大美绿城舞蹈队

云南省曲靖市龙华街道美美哒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广场健身操专项委员会踏歌舞蹈队

深圳市滨河社区伍德珍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生活精彩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东大社区兰梅艺术团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魅力艺术团

吉林省长春市南航社区梦之舞艺术团

吉林省长春市岳阳社区俏姐妹艺术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丰禾镇道钱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丰禾镇文艺宣传队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健美操艺术团

厦门市后溪镇龙山社区四季阳光队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华林社区舞蹈队

云南省曲靖市西河舞蹈队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项目组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永吉街道平泉社区萍草艺术团

深圳市西乡渔业社区乐在其中健身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大地舞蹈团

陕西省宝鸡市宏运佳苑快乐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中山路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娜娜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古丽新疆舞艺术团

四川省成都市快乐阳光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中街道胜西社区勝紅健身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古城新丰桥健身队



湖北省武汉市科技大厦星空艺术团

广东省佛山市芦苞北江舞蹈队

河北省衡水市艺术团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黄洲桥姐妹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物资大楼舞之美舞蹈队

河北省衡水市河北衡水丰硕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学府一号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道南社区同心广埸舞队二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万兴队

吉林省白城市和谐民生精英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太和镇太和健身队

四川省成都市舞动风韵队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队

广东省佛山市岭南开心快乐舞蹈队

深圳市龙城街道紫薇老年大学新亚洲晨练队

吉林省热电秀丽腰鼓舞蹈艺术团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金水彩虹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七色之梦艺术团轻曼模舞艺术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九龙镇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马家湾社区舞之恋舞蹈队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舞动中国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延安圣地水兵舞团队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快乐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草阳村西市跳跃舞蹈队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五马社区泰山江淮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王家坪红枫叶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枣园温家沟活动站

山东省泰安市乐园社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新城活动站

陕西省西安市宏文路东社区枫枫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星声合唱团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圣地工行广场舞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社区四组红苹果旗袍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鸡畅享舞蹈队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湾美新疆舞娱乐团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霞之光舞蹈队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珠丽丰舞团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张掖中标舞团

陕西省汉中市汉中舞韵一队

甘肃省张掖市北街社区星星舞队队

陕西省延安市方塔社区嘉丰国际城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尹家沟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健美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樱荷秋坊舞蹈队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秧歌队

陕西省西安市航天快乐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珠海心悦舞蹈队

甘肃省张掖市舞动青春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和之韵舞蹈队

河南省郑州市西流湖街道办事处铁炉村夕阳红腰鼓队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鸿韵走秀艺术团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王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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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顺发交

谊舞队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胡家镇联和村联和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铁运处欢欣鼓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公园路社区友谊花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阳光社区琦艺舞蹈队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广场舞健身队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社区和合艺术团

河南省郑州市老来俏跳唱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宝鸡文体公益团队

陕西省宝鸡市健身快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团结姐妹花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绽小区广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斗鸡社区琴声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园社区望峰亭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崖里坪欢乐百姓广场舞

江西省抚州市河塘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阳光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光华社区盛世花城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平步青云队

山东省滨州市欢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快乐舞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航天 165 所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飞云合唱团舞蹈队

四川省内江市胡家镇曼瑜天雅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岁月静好舞蹈队

辽宁省鞍山市槐树花舞蹈团

河南省濮阳市康乐行舞蹈队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东和乡东和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秧歌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邰西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阳光社区快乐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朝阳红代表队

天津市 518 广场舞队神韵广场舞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久久健身队

青岛市六汪镇胶河队

陕西省延安市火车站新时代腰鼓队

陕西省西安市圆梦水兵舞队

辽宁省沈阳市愿景舞蹈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国展梦之恋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尹家沟舞蹈队二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动感水兵舞团

陕西省宝鸡市欣艺舞蹈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马家湾嘉丰飞跃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彩之韵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东仁新城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舞彩缤纷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霓裳舞蹈团

辽宁省沈阳市百草飘香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宝桥阳光朝阳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魅力广场舞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海娜舞蹈队

北京市广德功夫扇健身运动协会

陕西省延安市齐之韵健身操分队

陕西省商洛市快乐健身队

陕西省西安市昆仑开心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桥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舞动青春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舞彩缤纷舞蹈队

山东省济南市万紫千红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可韵戏曲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南明珠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宏文路进新花园舞蹈队

河北省唐山市秋之歌舞蹈队

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德胜门队

陕西省西安市馨悦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航天神箭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潇洒姐妹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秦皇河舞蹈队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舞之梦艺术团

辽宁省沈阳市宏城葫芦丝.舞蹈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快乐友缘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佳丽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远东东区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紫荆花园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郁金香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小寨文化宫鸿燕艺术团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向阳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翠花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北晟天韵舞蹈队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艾洼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田园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枫华舞蹈队一队

陕西省延安市新时代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志愿服务艺术团

辽宁省沈阳市青情广场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桃园路劳动二坊阳光路上舞蹈队

河南省濮阳市广场舞协会阳光金城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公园不凡舞蹈队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郑集分会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环西街道社区星艺浩舞蹈队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大通分会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公园快乐健身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李台街道和谐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街道花语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一坊社区莺歌燕舞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环西五星社区别样印象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社区咏梅艺术协会

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办永兴巷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街道办兰雅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二坊清风明月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沿河街社区春之梦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郭家崖村蝶之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华华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楼房东城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笑口常开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笑笑常乐舞蹈队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凤舞飞悦

陕西省宝鸡市瓦厂街紫荆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小区水灵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红叶午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花园社区快乐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社区美好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罗马健身队一早操队

陕西省宝鸡市进新花园舞蹈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老年大

学文艺一班

陕西省西安市祺缘模特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姚店朝阳舞蹈队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八旗满族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宝鸡氮肥厂飞舞精灵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大华太极拳辅导站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长青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秦风情韵歌舞团队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御邸小区开心姐妹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河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刘万家沟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夕阳红广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方花园广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轩辕社区群英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金延安广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快乐一族水兵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健康快乐舞蹈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海棠广

场舞协会

陕西省渭南市司马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新华路社区开心笑笑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景华社区欢乐舞队

北京市霍营街道华龙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轩苑花园健身快乐队

北京市安定门街道五道营舞蹈队

北京市回龙观街道微微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健身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祥泰名苑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石油东山社区向阳花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七里铺社区百合花园舞蹈队

四川省成都市长远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东营锣鼓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杨兴庄兴悦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文化管心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姜源华府舞动风韵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岭社区紫色舞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北新队

陕西省宝鸡市新时代小区开心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枫叶艺术团红红火火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大正花苑天蓝蓝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舞处不在

陕西省宝鸡市风景社区华华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彩虹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广场舞梦魂舞蹈队

山东省东营市风雨彩虹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柔谷镇田西乡三秦春韵红叶舞蹈

队

陕西省西安市西勘院青春艺术团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诗韵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岳家寨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杜公祠葫芦丝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青青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阳光舞蹈队

山东省东营市舞动青春队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一组小区火红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王伟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蔫歌燕舞舞蹈队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静雅雅韵旗袍艺术团

四川省成都市阳光金沙现代舞蹈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东岭社区健身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歌舞飞扬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旗袍协会晓荷模特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社区冠森路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蟠龙路社区红枫合唱团

辽宁省沈阳市百合艺术团

山西省大同市万达炫舞队

山东省菏泽市情系文苑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移动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新起点小区新起点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快乐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潮鸣街道五彩艺术团



浙江省杭州市秧歌四队

陕西省延安市刘万家沟锦绣广场舞蹈 2 队

陕西省西安市眉县梦之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小燕子舞蹈课

陕西省宝鸡市红红火火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香谭山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北苑家属院叶子红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手语队

陕西省西安市茉莉花开心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红叶模特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乐园艺术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银玲队

湖北省武汉市古田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霞光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火车站广场腰鼓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雨荷舞队

山东省滨州市春舞飞扬舞蹈队

湖北省武汉市雅芯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陵社区希希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舞韵舞蹈队

辽宁省沈阳市百草飘香艺术团



河南省周口市移动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芳芳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福洲尚干歌舞团队

陕西省西安市桃花潭葫芦丝队

山西省太原市王家峰水兵舞团

河南省周口市相约百合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李花庄舞蹈队 2 队

广东省佛山市中海时尚大妈团

陕西省延安市庙沟欢乐广场舞

河南省周口市北广场姐妹舞蹈队

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中路社区文联

辽宁省沈阳市浪漫夕阳艺术团

辽宁省沈阳市后林春之燕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何海骆庄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小辣椒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炫美吉特巴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健康快乐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荣之缘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金山荷韵旗袍二队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尚镇歌舞团

陕西省宝鸡市欢乐家族欢乐舞蹈队



辽宁省沈阳市省农科院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清水河健身舞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阳光民族舞蹈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情缘姐妹健身队

陕西省商洛市四皓健身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祥云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大岗老年协会腰鼓队

河南省周口市娘子军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韩庄社区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菏泽大剧院威风罗鼓队

吉林省长春市雪之花艺术团

福建省福州市建阳水西桥头广场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井家湾广场舞队

广东省佛山市花卉缘舞蹈团

陕西省延安市伊学堂热电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曙光路社区海棠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圣地路舞队

陕西省商洛市芳华旗袍队

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艺术团

辽宁省沈阳市盈盈舞蹈团

河南省濮阳市振东舞蹈一队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电建模特队



四川省成都市爱同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快乐姐妹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碧桂园社区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红叶美姿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直公园健身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紫荆花园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景苑社区杨凌信

夫游舞蹈队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陈式太极拳协会汊涧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顶山阳光新疆舞蹈团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利缘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星村玲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安阳快乐健身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店子街红月光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姐妹缘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中山西路社区飞燕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镇莲莲舞蹈队

吉林省白城市于家村舞蹈队

河南省三门峡市义煤游园休闲广场舞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老年人体育协会柔力球分会

陕西省宝鸡市金陵社区青春健康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踏歌起舞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快乐友缘姐妹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滨河广场开心快乐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开心快乐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休闲舞蹈开心姐妹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紫荆花园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方馨韵模特队

陕西省宝鸡市当代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宝鸡雄风战鼓社

陕西省宝鸡市联盟社区花园水灵儿艺术团

浙江省杭州市倾琴之恋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南党太极协会一队、二队

陕西省宝鸡市漫舞者健身队

浙江省杭州市梦忆沐歌模特队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吴航欢迎锣鼓队

陕西省宝鸡市龙山花园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菏泽璐璐曳舞团

陕西省宝鸡市金陵社区火红舞蹈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观音桥镇欢乐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舞动奇迹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红萍果好姐妹模特艺术团

陕西省宝鸡市红太阳健身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陵社区快乐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铭和姐妹走秀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皇家园林太极站

陕西省渭南市霸二村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果岭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百花增艳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小营健身腰鼓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禅南健身队

陕西省西安市新环西指挥中心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圣世兰亭

浙江省杭州市休闲舞蹈开心姐妹队

陕西省宝鸡市上马营太极队

江苏省常州市邹邹乐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北门舞蹈队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兴隆社

区文艺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赵村舞蹈队

河南省郑州市郑州西美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五一广场舞之梦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舞动夕阳青春梦

陕西省西安市电子西街精典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爽歪歪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民泰社区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丫丫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和谐队

陕西省宝鸡市花卉喜庆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水仙花开心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风韵健身舞社

山东省滨州市阳光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冶平锦阳舞队

陕西省西安市禾花雨艺术

江西省鹰潭市百姓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五彩缤纷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新环西东方丽人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爱博艺术团

陕西省渭南市操舞精英队

陕西省安康市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金钱棍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芳华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郭圩乡东方西圆舞蹈队

重庆市梁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山西省朔州市飘舞健身队

辽宁省沈阳市晚枫艺术团

辽宁省沈阳市木兰之韵鼓舞团

陕西省西安市开心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丰隆百翘香江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舞之韵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丹阳同心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李渠李家沟活动站

河南省周口市朱庄社区舞蹈队

安徽省亳州市木兰拳协会

河南省周口市国家电网金凤凰摸舞队

山东省菏泽市玲玲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五四广场开心大姐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龙汇夕阳红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温馨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梦之队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洛惠宣传队

山西省太原市富力快乐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凉泉村园梦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芳芳舞蹈二队

陕西省西安市新环西雁塔办事处新疆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公园合唱秧歌舞蹈团

福建省福州市紫嫣追梦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三人行音乐舞蹈工作室文艺创作中心春芽

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姐妹情花舞蹈队

山东省滨州市体育家园队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下沟村彩云飞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老年文艺协会

山西省大同市西花园街道彩虹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蓝杉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金色舞蹈队二队

江苏省苏州市常州市广场舞健身运动协会今世缘典藏舞队

吉林省吉林市宝石花二队

山东省菏泽市步行街舞动青春队

辽宁省本溪市辽宁本溪歌声嘹亮舞队三分队

河南省周口市荷花办电厂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东营锣鼓队

山东省菏泽市东方社区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双井社区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菏建天姿舞蹈队

山西省太原市舞出姐妹花

山西省朔州市金河湾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丁兰街道丁兰夕阳红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青化砭广场舞队

山西省太原市红星舞蹈队

青岛市建伟时尚艺术总团模特三队

广东省佛山市聚艺合唱团

陕西省延安市钢厂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满族自治县新春广场舞队 1 组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姐妹一家亲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长睦社区美韵艺术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新语飞扬舞蹈队

吉林省松原市飞宇金伦阳光葫芦丝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金色梦之队

山西省大同市上悅城健身站

河南省周口市武圣广场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清风舞蹈队

山西省太原市凯森玉园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东府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甘泉县管乐团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清风舞蹈队 2 队

山东省菏泽市中央公馆快乐健身队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春之声艺术团

陕西省渭南市奉先街道办莉娃健身队

陕西省渭南市奉先街道办小会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奉先街道办阿佩舞蹈队

河南省郑州市西流湖街道铁炉村腰鼓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舜乡旗袍秀协会

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

陕西省宝鸡市金星住宅楼志扬舞蹈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夕阳红

二队

湖北省襄阳市夕阳红艺术团交谊舞俱乐部

陕西省宝鸡市大庆路工农社区佳木斯健身操舞队

山西省大同市蓝天吉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之韵秧歌队

山西省大同市青春舞蹈队

陕西省商洛市商洛洛南县牵手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青春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文二村广场舞队

山东省菏泽市小留关庄开心舞蹈队

青岛市崂山区金家岭街道海都社区舞蹈队

湖北省黄石市春暖花开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青春舞蹈队

辽宁省沈阳市辽大北社区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山水郡府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开心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 vl 古今园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夕阳红舞蹈队

河南省郑州市西美万科舞蹈队 3 队

广东省佛山市无限风光

江西省上饶市东都花园社区玖玥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孟营社区舞蹈队

山西省太原市太钢梦之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娘子军舞蹈队二队

陕西省商洛市健美柔力球队

河南省周口市开心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清风舞蹈队 3 队

陕西省西安市澽水金声舞蹈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富丽华健身大队

河南省周口市醉美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南广场金色阳光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南湖二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公园合唱秧歌舞蹈团二组

安徽省亳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木兰协会

陕西省渭南市毓秀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平旺合唱团舞蹈队二队

陕西省渭南市司马迁水兵舞团

陕西省渭南市南湖一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公园合唱秧歌舞蹈团四组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万达花姐团队 3 大队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城老年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公园合唱秧歌舞蹈团五组

陕西省西安市丈八开心合唱团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花园屯镇疙坨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海伦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留芳公园合唱秧歌舞蹈团六组

河南省周口市景秀北城辅导站

山西省大同市星艺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韵之梦”舞队

浙江省杭州市梦想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开心舞蹈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太阳城 D 区开心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龙泉夕阳红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舞韵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银河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西村乡镇河堡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靓丽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上街英姐舞蹈队

安徽省合肥市舞有所乐舞蹈队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郭圩乡东方西圆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金秋凤舞队

山东省菏泽市万家新城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晨曦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赵王河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杜公祠活动站



河南省周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队二队

山西省大同市新旺街安信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文燕艺术团

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三人行炫舞团

山东省菏泽市诚信舞蹈队

河南省周口市公园快乐舞蹈队 2 队

山西省大同市大庆路企业街健身站

陕西省西安市王寺姐妹花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快乐人生舞团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前广场大众舞蹈协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老干部局龙韵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专委会

山东省菏泽市大屯燕子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秦缘艺术团

山东省菏泽市张楼社区舞蹈队

甘肃省兰州市自由者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夕阳花健身队

甘肃省兰州市千青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公园太极拳一队

陕西省西安市芳菲舞韵艺术团

陕西省商洛市乐融融健身队

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汾源广场舞队



河北省邯郸市广场健身操舞委员会表演队

山东省菏泽市东岳健身队(东合社区)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上兴分会一汤桥

圩庄健身队

贵州省贵阳市中航城梦之韵舞蹈队

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尚慧广场舞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飞鹰舞蹈

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三中队

陕西省延安市马家湾社区嘉丰上城飞跃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瓦厂衔社区超群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金陵社区翩翩起舞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永兴巷瓦厂街社区雪儿舞蹈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老年体育协会苿莉花艺术社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翠英广场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交谊舞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晨华四中队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枫叶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中达快乐舞蹈队

辽宁省本溪市小薇舞蹈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兴城健身舞蹈团队

山东省菏泽市南城中意社区快乐开心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圆梦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岭南文苑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赵彦庄村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铿锵玫瑰舞蹈队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朝阳舞蹈队

江苏省南京市光华路街道银龙翠苑舞蹈队

河南省鹤壁市曼舞飞扬舞蹈队

山西省太原市钢城快乐水兵舞艺术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开心姐妹

山西省大同市阳和坡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菏泽市大剧院快快乐健队

山西省大同市开心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志愿者小分队

浙江省杭州市柠檬舞蹈队

广东省佛山市大日头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公园梦之队

陕西省西安市樱花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二春“红色经典”艺术团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将军广场艺术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上汤镇广场舞代表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中汤村广场舞代表队

山东省菏泽市惜缘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旗袍舞蹈队

甘肃省兰州市舞乐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二庒科金岳双人舞队

山东省菏泽市赵菜园辣妈舞队

北京市金岳小区王姐广场舞队

辽宁省沈阳市鸿民圆梦健身二队

陕西省延安市马家湾嘉丰上城飞跃舞蹈二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德胜花园新时代广场舞腰鼓队

江西省上饶市丹霞舞蹈队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广场舞协会民族健身队

云南省临沧市临沧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代表队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健身舞专委会

山东省菏泽市开心姐妹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华子键身舞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蓝之梦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张留张健身舞队

河北省邯郸市广场健身操舜委员会表演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套里村健身舞队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兴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燕子舞蹈队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北城社区舞蹈队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群众艺术馆巾帼文化宣传服务队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夕阳红



河北省邯郸市爱尚舞蹈队

甘肃省兰州市玫瑰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东平彩霞舞蹈队

上海市重固镇新联村健身操队

湖北省武汉市候鸟艺术团

河北省邯郸市同心园舞蹈队

浙江省绍兴市赵家镇老年人体育协会榧娘排舞队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舞动沧江队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莲滩阳光健身队

河北省邯郸市丰泰丰逸舞蹈队

甘肃省武威市韵之缘舞蹈队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苗族姐妹队

山西省大同市张留张秧歌舞队

河北省邯郸市欢乐时光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舞动人生舞蹈队

甘肃省兰州市大漠驼铃艺术团

河北省邯郸市快乐时尚模特队

河北省邯郸市欢乐时光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灵皇地台新时代燃脂健身操队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木兰健身队

山东省菏泽市南华社区健身队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二河舞队

河北省邯郸市三丰园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娟子健身操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玉龙健身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集团老年大学舞蹈队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那苏坦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湾南德胜舞队

广东省佛山市红红火火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邯郸美夕阳舞蹈队

福建省福州市歆舞心悦广场舞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艺术团

河北省邯郸市邯郸机务段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泰安炫舞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河西艳丽健身舞队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女神健身团队

浙江省杭州市勤丰蓝天旗袍队

甘肃省武威市常青健身队

河南省周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舞蹈队

浙江省杭州市阳光社团

福建省福州市天山雪莲队: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会堂健身指导站

甘肃省兰州市金百合文艺队



甘肃省兰州市秋兰健身队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高山村舞蹈队

河北省邯郸市邯铁家园舞蹈队

山西省大同市平旺公园常乐舞蹈二队

甘肃省兰州市蓝微艺术团

山西省大同市太阳花舞队 1 队

甘肃省定西市渭河新城腰鼓队

甘肃省武威市篮天健身队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协会山花艺术团

陕西省西安市劳动二坊社区美丽心仪舞蹈队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王家慧影舞蹈队

陕西省西安市西关环城社区美姿琴韵舞蹈队

广东省珠海市珠海知音艺术团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好时光舞蹈队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御景国际社区景

苑健康舞蹈队

北京市大兴旗袍协会腴美人队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政府综合文化站旗袍团

河北省沧州市铁路俱乐部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旗袍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快乐健身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协会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秋韵舞蹈队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培居委会巾帼文化宣传服务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民族舞队

陕西省宝鸡市洋洋健康舞蹈队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老年人体育协会潘福路健身队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晨冉欢舞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西寺健身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秦岚健身队

陕西省渭南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北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飞燕舞蹈队

北京市广德功夫扇健身运动协会

陕西省商洛市保安镇仓圣二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老年人体育协会旭阳舞蹈队

陕西省榆林市马润莲舞蹈培训中心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草原兰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新疆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新疆舞蹈二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艺枫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上尖村快乐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村健身快乐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舞之缘舞蹈队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嘉年华舞蹈协会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秋艺术团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辅导站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笑话广场舞蹈队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金秋艺术团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广场舞协会三古镇金凤凰广场舞队

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老年大学舞蹈班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经络操健身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老年人体育协会城信舞蹈队

河南省平顶山市赵村镇上汤村

江西省宜春市八景社区健身舞蹈队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老年人体育协会红晨健身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冯庄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彩虹健身舞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秦兰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临江社区韵律舞蹈队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荷塘月色舞队

重庆市南川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南川区浦江明珠健身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宇航艺术团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阳光庭园千雅健身队

陕西省宝鸡市荷花健身舞蹈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温泉社区舞蹈队

广东省茂名市新坡镇综合文化站茂南新坡文化服务队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马家舞飞扬健身舞队

陕西省延安市南市街道凉水井社区延安南桥靓丽舞团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裴庄枫林佳苑舞蹈队

吉林省长春市舞动心炫艺术团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广场舞专委会

重庆市沙坪坝区范儿健身队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老年人体育协会腾飞健身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合水村委会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金岳小舞蹈队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圣地水兵舞队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老年大学太极养生杖健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