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八月七日 星期二A3要聞責任編輯：薛少科
美術編輯：郭亞文

金牌動作卻拿銀牌金牌動作卻拿銀牌

【本報
訊】綜合外
電六日消息
：被視為在
自己強項奪
冠大熱門的
中國體操好

手 「吊環王」 陳一冰與
「高低槓公主」 何可欣
，無疑同在決賽取得應
奪金牌的成績，但還是
分別不敵巴西的扎內蒂
及俄羅斯的穆斯塔芬娜
而屈居亞軍。儘管陳一
冰和何可欣未能衛冕，
惟雖敗猶榮。

奧運
短評

關 昭

膠粒事件應重視 訊息發布要及時 陳家洛教授唔知醜

社 評 井水集

上月二十三日十號風球韋森特襲港
期間，市民只見市區新界大量樹木被吹
倒，卻不知原來海面上亦發生了相當嚴
重的意外，一艘貨櫃船上的多個貨櫃箱
被強風吹落海，造成一百五十公噸的塑
膠粒散落海面、隨水漂流，事故堪稱罕
見。

昨天，特區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聯同海事處處長廖漢波、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等舉
行記者會，交代事發經過及清理進展；
而前一天，大批市民分別去到南丫島、
長洲、愉景灣等多處泳灘，清理沖到沙
灘上的膠粒。

兩件事情，如果在時間先後上倒換
一下，即政府先公布海上發生膠粒漂流
事故，然後市民主動協助清理，那麼，
效果可能會大不相同。

如今是，數以百計市民用自製工具
在沙灘上打撈、清理膠粒的鏡頭已經在
電視新聞及報章上出現，政府官員才急
急出來召開記者會交代事故，那就很難
不予人 「後知後覺」 之感。

這樣說，並不是指責政府部門不做
事。事實是，事故在上月二十三日發生

，海事處在二十四、二十五日接獲其他
船隻報告，稱南丫島對開海面有貨櫃箱
漂浮，於是派出船隻和直升機前往視察
，發現部分貨櫃箱已經損毀，大批塑膠
粒貨物散落海面隨水漂流，從二十六日
立即開始打撈，至今已有五十多公噸的
膠粒在海面上被撈起，期間還涉及聯絡
出事船公司了解情況、搜索失蹤貨櫃及
其他漂浮物、分析風向水流、通報相關
部門等工作，在職責上是沒有鬆懈的。

而環境局及食衛局在接到海事處通
知後，也採取了必要的跟進行動，主要
是清理沖到岸上的膠粒，迄今已清理了
約二十公噸。

然而，儘管幾個相關部門都在積極
處理膠粒事故，但在新聞及訊息發布上
卻顯然有所疏忽，市民大眾及相關業界
都不知道事故的發生，以致有被蒙在鼓
裡及措手不及的感覺，甚至可能因此而
蒙受到不必要的損失。

其中，海產養殖行業就是一個明顯
的例子。據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漁農自然護理署在出事後已與二十多
個海產養殖場保持聯絡，初步了解到影
響輕微。但是，一來膠粒會隨水漂流，

隨時可能沖到養殖場範圍；二來，部分
大嶼山養殖戶昨日表示，漁護署並沒有
及時通知所有養殖場，他們是在發現越
來越多的膠粒湧至才知道出事，但已經
來不及阻攔，以至有部分養魚可能吞下
膠粒，近日食慾顯得異常，連日還要自
掏腰包請人打撈膠粒，養殖成本增加。

事件反映有關當局的危機意識不足
。無疑，製作一般塑膠日用品的聚丙烯
膠粒並無毒性、也不會在水中溶解，但
多達一百五十公噸的膠粒散落海中、隨
水漂流、沖到岸上，對海產養殖、船隻
航行以至市民健康和游泳安全都不可避
免會構成或大或小的不利影響，一些專
業人士昨日還指出，用海水循環的發電
廠及商業設施冷卻系統可能被膠粒阻塞
以至損壞，必須及早注意避免。而如果
掉到海中的膠粒有其他成分或是其他原
料，通報不及時後果就更是可大可小了。

眼前正值颱風多發季節，今年已預
告華南地區強颱風增加；出事貨櫃船本
從廣州到汕頭，經過本港南面海域，狂
風巨浪下總共有七個貨櫃箱掉到海中。
如何加強海面颱風事故的防護與搜救工
作，以及加強訊息通報，刻不容緩。

立法會選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各區候選人不免都會使出渾身解數，
派傳單、掛街板、上論壇，宣傳自己
、推銷自己，務求取得選民手中的神
聖一票。

既曰宣傳， 「加多幾錢肉緊」 是
免不了的， 「貪天之功為己功」 也在
所難免，小如某個巴士站加建了上蓋
、大至梁振英增加老人生果金至二千
元，一些候選人也會將之說成是自己
爭取得來的成果，往自己臉上貼金。

但宣傳歸宣傳、誇張還誇張，最
少有一點是所有候選人都不可以干犯
的，就是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虛假
宣傳。因為那一不符誠信、二更隨時
可能觸及選舉法規，正是茲事體大、
可不慎乎！

當然，一般守法候選人都不會這
樣做，但港島候選人之一的 「公民黨
」 主席陳家洛，竟公然冒選舉之大不
韙，明明只是大學副教授之職，在宣
傳單張上卻自稱教授，自我標榜、自高
身價，也可謂 「講大話唔使本」 了！

當然，這位 「大狀黨」 的頭頭可
以狡辯，教授、副教授，還

不都是 「教而授之」 ，省去個 「副」
字也沒什麼大不了；一些副職級人馬
，人們還不是照樣以 「某總」 呼之，
呼者聽者都大悅嘛。

一些選民如果真以為教授與副教
授無大分別，倒還罷了；但這個陳家
洛，在高等學府混了這麼多年，又豈
有不知二者有嚴格區分之理！教授也
者，必須具備崇高的學術地位，包括
必須有若干篇論文曾於國際認可一流
學術刊物上發表、曾出版專門著作、
擔任國際學術會議主講者、成就獲國
際學術界公認，才得以居之，一個學
系就只有一位教授，餘者英式大學稱
講師、美式大學稱副教授，僅此而已
，豈有他哉。

這個陳家洛，明明就是一名副教
授，卻在宣傳單張上自稱 「陳家洛教
授」 ，臉皮三呎厚不止，簡直就是捏
造事實、無視法規、欺騙選民。大狀
黨亂港惡行，前有 「牙籤盧婆婆」 、
後有 「大橋朱婆婆」 ，這個 「陳家洛
教授」 ，阿婆還比他懂羞恥。

【本報訊】據新華社倫敦五日消息：從
雅典到倫敦，經歷了8年等待的吳敏霞終於
迎來了自己的個人奧運首金。她在今天跳水
女子3米板決賽中以近乎完美的驚艷表現，
擊退了隊友何姿的步步緊迫，奪得金牌，這
並是中國跳水在倫敦的第五金。

獎牌數追平郭晶晶
吳敏霞在上月 29 日和何姿搭檔獲得了

女雙3米板金牌，在本屆奧運會上共有2金
入帳，這樣，她的奧運獎牌數達到4金1銀
1 銅，以 6 枚獎牌追平了郭晶晶，成為歷史
上獲得奧運獎牌最多的中國跳水運動員，她
們也是繼俄羅斯名將薩烏丁（8枚）之後奪
得奧運獎牌第二多的跳水選手。

當晚的五跳中，吳敏霞動作優美，發揮
穩定，除了在第二輪被何姿超越外，其餘四
輪都排在第 1，以 414.00 分奪冠，領先第 2
名 何 姿 34.80 分 。 墨 西 哥 女 將 桑 切 斯 以
362.40分獲得第3名。

從來都是淡定模樣的吳敏霞在奪冠後掩

面哭泣， 「我太激動了，這枚金牌和以往都
不一樣。過去都是雙人的，這是我第一次站
在個人的最高領獎台上。」

這一枚金牌她確實已經等待得太久。和
跳水女皇郭晶晶處在同一時代的她，雖然實
力不俗，但卻曾一直是賽場上的配角。無論
是世錦賽還是兩屆奧運，每一次吳敏霞站在
最高領獎台上都是與師姐郭晶晶在一起，在
個人項目上卻一直是郭晶晶的陪襯。2004
年雅典奧運是她的奧運首秀，當郭晶晶贏得
自己的奧運首金時，吳敏霞卻只收穫了一枚
銀牌；2008 年北京奧運，郭晶晶巨大優勢
奪冠，吳敏霞卻因失誤只得到一塊銅牌。

經歷不為人知辛苦
看似贏得輕鬆的吳敏霞其實經歷過很多

不為人知的辛苦，在出征奧運前夕，她還因
腰傷和膝傷接受針灸治療。 「我的各方面條
件其實不算優秀，比如體能上等，所以要付
出比別人更加多的努力來彌補我的不足。」
她說。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六日電】一切正
如所願，沉着應戰、拚搏發揮、成功摘金
！作為吳敏霞的父母，此刻祝賀電話的鈴
聲已然響個不停，當簇擁在屋內的上海市
副市長趙雯，與吳敏霞的教練、隊友、鄰
居、粉絲們一起高興地鼓掌歡呼時，兩雙
手緊緊相握的冠軍家長再也抑制不住淚水
。吳爸爸說，這一刻，他們足足等了3個4
年；吳媽媽說，我們非常激動，想想她真
的不容易。

上海徐匯區宛平南路一處普通住宅內
，吳鈺明、諸金妹夫婦身穿大紅色衣服坐
在電視機前，雙手攥着汗水，同億萬觀眾
一起目不轉睛地關注着女子跳水賽場。已
是凌晨，不眠之夜，這裡緊緊連着中國跳
水健兒，連着大名鼎鼎的跳水 「一姐」吳
敏霞的心。

吳敏霞囊中並不缺金牌入帳，本屆奧
運與隊友何姿贏得女子雙人3米板冠軍，成
為唯一獲得女子雙人跳水 3 連冠的選手。6

天前，吳爸吳媽倆剛在倫敦親為女兒助威
加油。但是，這個夜晚對吳家更不平凡，這
是女兒首次獨自站上奧運的最高領獎台。

女兒一直堅持努力
吳爸看着電視直播，充滿慈愛地關注

着走上冠軍領獎台的女兒，他說：「這 4 年當
中她一直在堅持在努力，去比賽，有時打了
『封閉針』過去，想到她拿了個人奧運金牌，
所以回想到這個鏡頭，我們也掉眼淚了。」

吳父：這刻等了3個4年

▲吳敏霞終首次站在個人最高領獎台
上 新華社

迎來個人首金

吳敏霞終當主角

陳一冰何可欣雖敗猶榮陳一冰何可欣雖敗猶榮

男子吊環決賽中，陳一冰排在第一個出場，他於環上拿出了一套
難度為6.8分的動作，以水平十字連接倒十字，緊接着前翻兩周呈水
平支撐，姿態優美，橫平豎直，倒立的動作也非常穩定，下法則如釘
子般牢牢地 「釘」在墊子上，可惜最終以15.800分的成績僅得銀牌。
落地退了一小步的扎內蒂則以15.900分奪金。

吊環王對賽果意外
陳一冰賽後大方地祝賀了扎內蒂，但前者表示，賽後看到對手的

分數打出來 「確實很意外」。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這套動作已經發揮
到最好了，他（扎內蒂）最後退了一步，此前也跟他一起比賽過，他
從來沒有贏過我。」陳一冰說。

女子高低槓決賽，首先上場的是何可欣，她選擇了一套難度為
7.1分的動作，整套動作的完成質量非常之高，尤其是招牌動作李婭
空翻接葉格爾空翻上完成得非常出色，下法也穩穩站住，最後獲得
15.933分。俄羅斯選手穆斯塔芬娜則以16.133分奪魁。

徐莉佳在帆船女子激光雷迪爾級單人艇獎牌輪比賽中以35分獲
得金牌，是繼殷劍在北京奧運上獲得女子帆板項目金牌之後，中國帆
船帆板獲得的第二枚奧運金牌。乒乓球方面，中國男隊及女隊在團體
賽準決賽以場數3：1及3：0，分別淘汰德國及韓國晉級決賽。

在截至香港時間7日凌晨零時30分的第十天賽事中取得1金2銀
，總獎牌則是31金19銀14銅，續居榜首。

▲ 陳一冰展示
「冰力十足」
的橫幅，感謝
支持者的鼓勵

新華社

▲何可欣奪得銀牌仍
笑得燦爛 法新社

陳一冰在完美地完成自己整套動作後面露歡顏
，更激動得親吻吊環支架，但上佳的發揮和15.800
的高分卻未能為這位 「吊環王」蟬聯奧運吊環冠軍
。在極具爭議性的評分標準下，陳一冰沒有掛上屈

辱的淚水，反而大方地祝賀奪冠的巴西名將扎內蒂，並面帶微笑地向
現場觀眾揮手以答謝支持。於登上領獎台的一刻，他以舉起金牌的姿
態手執銀牌，似笑對所有不公。

陳一冰大方卻又帶幾分唏噓的背影，令人不禁想起2004年的雅
典奧運，當時俄羅斯名將涅莫夫於男子單槓比賽中的完美動作只得到
9.725分（當年評分10分為滿分），全場噓聲持續了十多分鐘。面對
不公，涅莫夫把食指放在唇邊示意觀眾停止噓聲，讓比賽能繼續下去
，自己拿着一枚銀牌告別體壇，這和陳一冰的經歷何其相似。

退了小步反得高分
自體操不再以10分為滿分後，吊環項目的最高分數為16.000分，

扎內蒂今次整套動作的難度分和陳一冰一樣是6.8分，但與陳一冰一
樣的下法卻後退了一小步，按理需要扣掉0.1分，惟扎內蒂最終竟得到
15.900分。與陳一冰的成績相差0.1分之多，裁判實有雙重標準之嫌。

這種雙重標準的打分方法，於追求 「公平、公正、公開」的奧運
賽場實不應存在，且目前體操的評分規則令各隊無法提出申訴，如此
不合理的標準，是時候需要檢討。

體操評分規則需檢討
青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