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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鲜花盛开" 和谐周口!盛世华章"

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 春天更是一个孕育希

望的季节"

昨天下午!来自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满怀豪

情共赴盛会!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在周口市体育馆隆重开幕"

开幕式由入场式#文体表演两部分组成" 伴

随着激昂的旋律!

!

名武警战士护卫着庄严的国

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主席台前时!场内观众

掌声雷动" 随后!花环队#彩旗队#裁判员代表队!

以及全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省直机关派出

的
"#

支老当益壮的运动员代表队依次入场"

周口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 通过主席台!队

员们步伐整齐#精神抖擞!频频向看台挥手致意!

自信#激情写满笑意盈盈的脸庞" 本届$老健会%!

周口市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将参加全部
$%

个项目比赛" 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展示周口老

年人的风采和周口全民健身运动的不俗成果"

伏羲女娲!以龙图腾&炎帝播种!开垦文明&

黄尧舜禹!唐彩宋风" 一代又一代圣哲先贤!在中

华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造就了巍巍神州#

美丽中原" 在运动员入场式结束后!开幕式文体

表演随即演绎第一乐章'''(龙腾中原)"

沙河颍河贾鲁河!从我的梦中清清流过" 三

川交汇!碧浪清波!化作一条人间天河" 桨声灯影

里流传着伏羲女娲的神奇故事!两岸花丛中飘荡

着周口儿女的奋进之歌" 在(周口印象)乐章!申

小梅领演的魅力越调#马义炯编创的别样太极拳

等周口本土节目!把历史厚重#人文荟萃的周口

呈现在观众眼前!勾勒出一幅优美#清秀的豫东

文化民俗风情图"

人在天地间!转眼已百年&人老心不老!苍松

傲青山" 在第四乐章(共筑梦想)环节!会场响起

本届大会主题歌(夕阳的梦想)" 周口师院音乐舞

蹈学院何新教授以优美激昂的歌声!热情讴歌了

全省老年朋友积极乐观# 老当益壮的豪迈情怀!

将开幕式文体表演推向高潮"

这是一个沸腾的场面!这是一个一亿人口大省向世人展示的全民健身行

动" 盛会展示了中原老年人的风采!传递了改革开放以来我省老年朋友的幸

福心声" 伴随着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优美旋律!所有演员走上舞台载歌载舞!

共同庆祝开幕式文体演出圆满成功"

桑榆晚来晴!夕阳更火红" 让我们共同祝愿全省老年人体育事业越来越

好#兴旺发达!让$运动#健康#快乐%伴随人生的每一天"

马宪章为老年门球比赛开球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宋馨 沈湛 文
&

图+

'

月
'

日上午!$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南省第

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

在周口体育中心门球馆举行"省老年体协主

席马宪章!省体育局局长张文深!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市长刘继标!正市

长级干部李绍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老年体协主席游保峰! 省老年体协副主席

王玮等领导共同为活动开球*如图+"

据了解!此次门球比赛共有
"#

支代表

队参赛!参赛队员
()*

多人!比赛采用分组

循环积分赛制!赛程为期
(

天!每支参赛队

伍通过比赛的结果获得积分!并最终按积

分高低来排列名次"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

到! 参加比赛的老年门球健将精神饱满!

斗智斗勇的球技展示!把老年人门球运动

的科学性#健身性#趣味性演绎得精彩纷

呈!吸引了广大群众关注"

省 第 十 二 届 老 年 人 体 育
健身大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张广智马宪章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沈湛 文
+

图+

'

月
'

日上午!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

体育健身大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周

口体育中心会议室召开*如图+" 副省

长#省第十二届$老健会%组委会名誉

主任张广智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 省老年体育协会主

席# 大会组委会主任马宪章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体育局局长#大会组委会执

行主任张文深!省体育局副局长梅宝菊#

蒋承顺 !省老年体协副主席 #省直老

年体协主席李树铭出席会议" 市政府

正市长级干部李绍彬!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市老年体协主席游保峰和各

省辖市# 省直管县代表团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张广智指出! 本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是今年我省举办的唯一一项大

型综合性体育赛事! 是在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 对我省老

年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检验!省

长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邓凯都作出重

要批示!要求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

步做好我省老年体育工作! 推动我省

老年体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张广智说!本届大会共设门球#太

极拳#网球#台球#乒乓球等
$%

个项目

的交流展示!分布在周口等
$(

个省辖

市举行!共有
"#

个代表团!

'***

多名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规模和

参赛人员以及项目的设置都是历届最

高的"针对本届老年健身大会赛事长#

人员多的特点! 张广智对赛事承办地

提出明确要求, 一要认真做好组织协

调" 组委会及有关工作机构在整个大

会期间!要切实负起责任#发挥作用!

积极主动做好各项组织协调工作!及

时解决筹备和比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和问题" 组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

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

合! 通力协作! 共同做好各项组织工

作!为本届$老健会%顺利举行提供有

力保障"二要精心搞好接待服务"要高

度重视接待服务工作!服从大局!全力

以赴!精心安排!热情服务!从交通#住

宿#参加活动等具体工作入手!抓好每

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 三要做好安

全保卫工作" 要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

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慎之又

慎#严之又严#细而又细地做好安全保

障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张广智最后强调!目前$老健会%各

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得益于周口市

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得

益于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

希望大家切实增强责任感!努力将本届

$老健会%办成一次隆重#精彩#节俭#安

全#圆满#祥和的老年体育盛会"

马宪章主持会议! 并简要通报了

省第十二届$老健会%开幕式筹备#赛

事安排等情况!并就$老健会%的赛事#

组织工作和纪律提出明确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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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改革大局自觉服从服务改革大局
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

月

'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

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思想!正确

把握改革大局! 从改革大局出发看待利

益关系调整!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 对本系统本领域

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 都要自觉服

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

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

这篇大文章做好"

!下转第二版"

邓 凯 等 领 导 参 观
周口市全民健身成果展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

月
'

日!

省委副书记邓凯!副省长张广智!省政

协副主席靳绥东! 省军分区副司令员

宋存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会

组委会主任马宪章等领导!在市领导

徐光#刘继标#穆仁先#李云#李绍彬#

游保峰的陪同下! 参观了我市全民健

身成果展# 老年人体育诗书画和摄影

作品展"

周口市全民健身成果展秉承$对

外宣传展示#对内学习教育%理念!通

过 $领导重视 #体育惠民 &群众体育 #

全面发展&竞技体育#人才辈出&学校

体育 #生机勃发 &体育产业 #风生水

起 &周口体育 #迎来春天 %等板块 !集

中展现近年来周口体育发展成果#周

口体育运动精神 !为凝聚人心 #提升

士气! 激发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热情!

在实现周口崛起 #富民强市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征程中释放更大的激情#

汇聚更多的能量"

观看过程中!邓凯在一幅幅反映我

市蓬勃向上群众体育活动场景的照片#

一件件反映老年体育事业的诗书画作

品前驻足观看!对我市高度重视民生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增加体育投入!完善

体育设施!始终把全民健身#体育惠民

作为开展体育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对我市老年诗书

画#摄影人才的精湛技艺高度赞赏" 希

望我市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体育事业的

重视力度!继续加大投入!完善场馆功

能!丰富活动种类!促进全民健身#老年

体育#群众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邓凯等领导还参观了花卉盆景艺

术展"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在我市隆重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月
'

日下午!河南省第十

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我市隆重开

幕"省委副书记邓凯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河

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笃运! 副省

长张广智!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省军分

区副司令员宋存杰!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大会组委会主任马宪章!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张以祥#铁代生!省政协原

副主席郭国三!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副

主席曲志东!省委副秘书长#省直机关工

委书记李恩东!省林业厅厅长陈传进!省

体育局局长# 大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张文深

及部分省直相关单位领导!周口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 市长刘继标!

市政协主席穆仁先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

席开幕式"

徐光致欢迎词" 张文深致开幕词"

刘继标主持开幕式"

徐光首先代表市委# 市政府和周口

千万人民!对大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

并简要介绍周口市情和老年体育事业发

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周口市深入贯彻中央$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建设$四个河

南%!大力实施周口崛起方略!着力打造

周口理念#周口经验#周口责任#周口故

事#周口文化$五张名片%!着力提升周口

大农业#大交通 #大商贸 #大教育 #大城

区!做强产业集聚区$五大一强%的社会

形象!经济社会呈现了良好发展势头"在

全力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周口崛起的同

时!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老年人体育事业

发展!将其作为政府法定责任#民生重点

工程!认真贯彻$一法两条例三意见%!强

化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丰富活动载

体!分类培育典型!完善服务体系!采取

十项措施! 推动老年体育工作健康快速

发展"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投

入
!

亿元资金! 高标准建设了占地
!**

多亩的市体育中心和全民健身中心#老

年人活动中心及老年人健身馆! 全市老

年活动场所逐年增加! 参加健身的老年

人数不断上升!老年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已成为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

现周口发展变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徐光说!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

步的重要标志! 老年体育是体育工作的

重要内容"本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是

全省老年体育工作成就的集中展示!是

推动我市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难得机

遇! 更是我们迎接全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在周口举办的一次提前热身" 在省体育

局和省老年体协的指导帮助下! 我们将

牢固树立东道主意识! 充分发扬主人翁

精神!认真履行$举全市之力#办好老健

会%的庄严承诺!坚持$一流组织#一流服

务#一流成绩%工作标准!周密安排!全力

以赴!努力把本届$老健会%办成一次高

水平#高质量#高风格的体育盛会!办成

一次具有鲜明主题#体现时代特色#展现

老年风采的体育盛会"

张文深指出!国务院去年出台了(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

干意见)! 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明确提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

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

求!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

聚力和文化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持

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体育工

作!全省老年体育工作积极适应新常态#

采取新举措#争创新优势!在组织建设#

场地建设#活动开展#文体结合#宣传教

育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开始步入全

国老年体育工作先进行列! 得到了国家

体育总局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等有关

方面的充分肯定"

张文深表示! 要努力将本次 $老健

会%办出特色#办出亮点!充分展示我省

老年人热爱健身#参与健身#科学健身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引领更多的老年人走

出家门!参与到健身行列之中"希望各位

参会的老年运动员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展

现$老健美%的风采&裁判员履职尽责!认

真负责做好执裁工作& 与会工作人员团

结协作!周密安排!努力将本届$老健会%

办成一届隆重#精彩#节俭#安全#圆满的

老年体育盛会! 让河南老年人在实现中

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 为我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加快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 与会领导还兴致勃

勃地观看了精彩的文体演出! 并到国家

赛艇皮划艇训练基地观看了河南号航母

模型表演"

!!!!!!

昨日下午!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我市体育馆隆重开幕" *记者 沈湛 王映 摄+

!!!!!!

邓凯#张广智#靳绥东#宋存杰#马宪章等!在徐光 #刘继标等陪同下!参观周

口市老年人诗书画和摄影作品展" *记者 沈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