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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奧運開幕式第二次綵排的日子，早
上繁忙時間倫敦市區交通便問題不少，兩條直
通奧運公園的地鐵線出現訊號故障，一度暫時
關閉。市內幾條主要道路交通擠塞，平時最多
塞車半小時，這下子堵了80分鐘。

交通部為奧運專用道路作最後準備，先前
一夜間對全市120個路口的交通規則作了改變，
1000 交通燈訊號程序作了變更，加上增加了奧
運專用道路而減少普通車輛行車道，都是做成
交通受阻的原因。

首相卡梅倫早上出席奧運會議，這是每天
一次的各部門高層碰頭會議，一般情況下，他
是不用出席。據悉，會議討論了奧運保安、交
通及工會罷工3個對奧運構成壓力的問題。首相
府發言人隨後開腔： 「說真，這樣多的人來倫
敦看奧運，交通是會阻塞的。」

開幕式綵排從下午5時開始，表演者過萬，
加上2萬獲得綵排票的幸運兒，午後都要進入奧
運公園。場內演出、場外人流，均是一次奧運
前演習。記者有心湊個熱鬧，乘輕鐵往奧運公
園去，提早感受一下 「奧運交通」。輕鐵是無
人駕駛的，是近二十年隨着東倫敦發展的新公
共交通工具，2011 年為倫敦奧運完成了第三期
擴建工程，使輕鐵到達奧運公園。

交通協助員和藹可親
一路上人真多，發現許多乘客身上都掛上

個奧運身份證，有的是奧運工作人員、有的是
開幕式演出者，加上看綵排的觀眾，車有點兒
擠。半途需轉車，未等看個究竟，便得到站台
上身穿黃色制服的交通協助員主動引領，態度
和藹可親。後來在奧運公園站發現， 「黃衣人
」多而奪目，可見這個時候，協助交通管理的
工作人員，包括志願者們，已傾巢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輕鐵每一個站都設有扶手
電梯和升降電梯，乘客疏導快，輪椅、嬰兒車

等乘客均感方便。

拿着大手指當活路標
抵達奧運公園站，輕鐵、地鐵、火車等乘客匯聚，

人流都朝奧運公園方向走，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這回
，紫紅色 「往奧運公園」的路標指示很起作用，引導密
密麻麻的人流離開車站。從車站到奧運公園，兩旁是新
建的大商場，只需走幾分鐘的路，沿途有不少身穿紫紅
色制服的 「奧運助手」，他們有的拿着紫紅色大手指，
充當活路標；有的送你一張倫敦地圖，親善友好。

跟隨着大批看綵排的觀眾走到奧運公園入口處，見
到幾個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員，遠遠地立在人流的一角。
烈日下，猛然感到警察在這種時候變得冷漠生僻，遠不
及那些穿黃色的、紫紅色的 「奧運人」混在人流中幫忙
來得醒目可靠。

才下午2時，看綵排的觀眾在奧運公園主運動場外排
上長長的隊，輪候安檢進場，秩序井然，他們大部分是
來自奧運公園附近幾個區的民眾，包括中、小學生。6萬
人，分別觀看奧運開幕式之前進行的3次綵排。場外彩
旗招展，播着音樂，熱鬧非凡。

此行對交通、秩序、路標指示及奧運工作人員
均留下好印象。上午連串交通問題，似乎只發生
在市區，對奧運公園一帶並無影響。

【倫敦二十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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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成10號種子寫歷史
■綜合外電英國二十四日消息：

「中國金花」李娜在周一公布的最新一
期世界排名榜位列第 11 位，由於排名
第 10 位的法國球手巴杜妮未能取得倫
敦奧運參賽資格，李娜因而成為奧運

10 號種子，這是中國網球選手在奧運的最高種子排名
。另外兩位中國女將鄭潔和彭帥的世界排名則分列第
25位和第29位，無緣種子排名。

林丹奧運後補辦婚禮
■綜合外電英國二十四日消息：中國羽毛球隊的林

丹和太太兼前隊友謝杏芳這對羽壇 「神鵰俠侶」，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後低調結婚，林丹表示，於倫敦奧
運結束後，將在9月補辦遲來的婚禮。

一場特如其來的風暴、颶風韋森
特 「吹」亂了香港乒乓球隊、羽毛球
隊前赴倫敦奧運的征途。12 名乒、羽
運動員與教練，以及部分港協暨奧委

會職員登機後被迫下機，在機場度過外面正風雨交
加的一夜。

昨天凌晨 2 時許，原已登上英航客機、在前晚
11時35分啟程的12名香港運動員於登機閘前出現，
原來韋森特的到來令航班要延遲起飛，乘客都要離
開客機等待航空公司安排。

12名運動員這趟旅程獲 「升級」坐商務客位，
但韋森特到訪帶來的10號風球，就令香港健兒們只
能拿着枕頭、毛毯離開客機，在候機室呆等，航空
公司職員一時三刻也說不清延遲後的起飛時間。

唐鵬直性子質問航空公司
直性子的乒乓球運動員唐鵬 「機關槍」式發言

，就航空公司的安排表態： 「不能說不知。上（機
）的時候說一定能飛、準時，這不是講大話嘛。」

隊友梁柱恩也說： 「其實昨（前）天 3 號風球，航
班都要延遲，8號就唔好要我們上機吧。」黃鎮廷則
無奈說： 「我心中團火都熄了。給我們餐券也沒用
啊，我想睡，不是想吃。」相比三人較有精神，一
臉倦容的江天一選擇坐在地上，爭取時間休息。

幾名乒乓女將與羽毛球手拿出智能手機發微博
、拍照，港女乒的姜華珺及帖雅娜都拍下照片放上
微博，抒發一下心情；羽隊的葉姵延、潘樂恩、謝
影雪與黃永棋更拍下扮睡的照片，盡展鬼馬輕鬆的
一面。

半小時候，坐經濟艙的教練們都陸續返回候機
室。 「好嘢！好嘢！好嘢！咁大個仔未試過咁狼狽
！」退休 2 年、這次復出擔任港羽領隊的前港羽總
教練陳智才無奈地說。另一邊廂，港男乒教練陳江
華眉頭深鎖，記者開玩笑跟他說一起去飲茶，他還
一臉認真。至於姍姍來遲步出機艙的港羽總教練何
一鳴，原來真的在機上睡着了。

機場酒店已爆滿，傳聞有人以 5 倍價錢才能找
到房間，10 號風球下，運動員無法回體院，只好

「打地鋪」休息，或坐或臥、或睡或醒。姜華珺這
樣說： 「這一回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這麼接地氣睡
在地上。」也有運動員領取航空公司派發的餐券後
找點吃的。

較原定遲逾十七小時出發
等待黑夜過去、等待風暴過去，只是航班起飛

時，已是原定時間的逾十七小時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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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吹熄港將團火
本報特派記者 李恆基

【本報訊】香港乒乓球隊開抵倫敦後，首要是透過訓練讓球
手適應地板顏色，總教練惠鈞預期，球手要花一、兩天習慣藍色
的比賽地板。

惠鈞表示，香港球手在去年的國際乒聯職業巡迴賽總決賽，
已於奧運比賽場地打過，不同的是墊地的地膠顏色不同了，他說
： 「原來的地膠都是紅（色）的，但這次是有點像藍的，可能要
一、兩天適應的過程。球手開始時會有一點不習慣，因為一直打
比賽，地膠都是紅的，但一、兩天適應後應該沒有問題。」

惠鈞平靜心情迎奧運
本屆奧運乒乓球改為先賽單打、後打團體，團體賽不再設分

組賽，對所有球手來說，比賽難度更高。惠鈞表示，隊伍準備了
4年，自己心情平靜，他說： 「希望運動員以平常心去打好比賽
，以平穩心態投入到比賽，做好準備。」

【本報訊】倫敦奧運羽毛球項目分
組賽抽籤結果出爐，香港羽毛球隊總教
練何一鳴形容隊伍前路有喜有憂，他認
為 「黑妹」葉姵延雖未入種子之列，但
抽到跟韓國球手成池鉉同組並不壞、有
得打。

單打賽制 16 個分組只有首名可晉
級，因此，葉姵延要戰勝8號種子的成
池鉉，才有望入16強。

對成池鉉有得打
何一鳴認為 「黑妹」是有得打，他

說： 「早陣子（與成池鉉）對賽 『黑妹
』都贏，雖然對方排名較前，但 『黑妹
』未輸過給她。抽籤都不是太壞，有得

打。」
男單方面，黃永棋對手分別來自法

國及烏干達，何一鳴認為黃永棋出線機
會樂觀，故入 16 強是第一個目標。至
於女雙的潘樂恩／謝影雪抽中跟三對世
界排名前六的組合，分別是中國的田卿
／趙芸蕾、日本的前田美順／末綱聰子
及丹麥的佩蒂森／卡米拉，何一鳴承認
抽中這條籤的出線機會甚低，港女雙要
挑戰難度，他說： 「如果分組賽表現好
，可以出到線，淘汰賽就好打一點了。
對陣三對高水平組合，港女雙勝在年輕
、沒有包袱，放開去打非沒有機會贏。
對丹麥組合的往績勝負各一，對日本也
錄得1勝2負，都是有得打的。」

除了中國男籃以外，其他運動隊均乘搭同一
架飛機從北京抵達倫敦。由於此前在波蘭進行熱
身，因此，男籃隊員們當天從波蘭經轉機抵達倫
敦。老將王治郅的一個行李丟失，令男籃的行程
平添波折，好在行李隨後被找到，但男籃幾乎比
其他乘客多花一個小時才走入迎接大廳。由於隊
內事先已經下達 「封口令」，因此，全隊隊員、
主帥鄧華德及隨隊官員們都拒絕了媒體採訪。

隨後，希思羅機場迎來中國運動員抵英的高
峰。最先走出來的是羽毛球隊，隨後出現的是另
一支 「金牌隊伍」跳水隊，立志衝擊金牌的花樣
游泳隊則姍姍來遲。如此多的奧運隊伍 「扎堆」
出現在機場，令在機場候機的媒體記者手忙腳亂
，同時卻令現場體育迷驚喜連連，不斷地在人群
中尋找奧運冠軍的身影。

全力衛冕女子200蝶
與其他運動隊集體亮相相比，奧運冠軍劉子

歌在機場則顯得 「形單影隻」。在接受媒體採訪
時，這位北京奧運上一鳴驚人的200米蝶泳名將
表示： 「狀態挺好的。」值得一提的是，奧運歷
史上未有泳將能衛冕女子200蝶的冠軍，因此，

劉子歌如果能夠奪冠，將打破這一 「魔咒」。劉
子歌對此顯得充滿信心，她表示： 「當然想衛冕
，任何一個運動員都想。」

北京奧運上，花樣游泳隊奪得1枚集體銅牌
。與4年前相比，經歷了羅馬、上海兩屆世錦賽
的中國花游隊，實力更為強大。

【本報訊】據新華社倫敦二十三日消息：小臂受傷的滕海濱今天隨中國體
操男隊一起進行了奧運賽前的封閉訓練。中國隊總教練黃玉斌在訓練結束後表
示，滕海濱在逐漸恢復，但沒有排除臨時換人的可能性。

由於當日的訓練不對媒體開放，記者只能在訓練館門口等候，在中國隊訓
練結束後上車的間隙進行簡短採訪。

滕海濱臂傷逐漸恢復
黃玉斌說： 「今天的訓練，海濱基本動作都能夠擔起來，逐漸在恢復。」

但對於是否可能出現滕海濱堅持不了而臨時更換隊員的情況，黃玉斌說： 「現

在我們多方面準備，一個是積極恢復，另外也有所考慮。因為到時候萬一出現
緊急情況的話，怕來不及，多方面準備吧。」

25日男隊將進行賽台訓練，出場名單什麼時候能確定？黃玉斌說： 「根
據規則，24小時之前確定就好，還有時間。」他表示，滕海濱自己心裡也很
着急，希望趕快恢復不影響比賽。

幾天前，中國男隊在北愛爾蘭訓練，滕海濱在進行槓上動作時小臂不慎砸
槓拉傷。不巧的是，滕海濱的強項如鞍馬、雙槓等都需要用手臂力量，小臂受
傷對他影響很大。作為一個全能選手，他的受傷對中國衛冕男團桂冠的目標也
絕非利好。

【本報訊】據中新
社倫敦二十三日消息：
今天成為中國運動員抵
達英國的 「小高峰」 ，
倫敦希思羅機場先後迎

來男籃、羽毛球隊、跳水隊、花樣游
泳隊以及部分射擊隊、游泳隊隊員。

▲穿紫紅色制服的 「奧運助手」 ，拿着紫紅色大手指
，在奧運公園附近充當活路標 黃念斯攝

何一鳴認為葉姵延並不何一鳴認為葉姵延並不黑黑

港乒首要適應比賽地板顏色

▼劉子歌若能衛冕女子200蝶泳冠軍，便
能締造歷史。圓圖為劉子歌抵達倫敦

▲葉姵延（前排右七）需贏8號種子、韓國的成池鉉，才有望入16強
本報攝

▲港乒球員江天一在候機室席地而睡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