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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與內地共結奧運金牌情緣 阿基諾仍欠港人一句道歉

社 評 井水集

「倫奧」 中國體育代表團一行，包
括三十八位金牌得主，將於今日抵港，
展開一連三日的訪港活動，包括乒球、
羽球、跳水表演及大匯演，全港市民都
以熱切的心情歡迎他們的到來。

而就在代表團訪港前夕，昨日，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香港 「曾憲梓
體育基金會」 金牌運動員頒獎儀式，獎
金總額高達二千五百萬元。七十八高齡
的曾憲梓先生高興地親自出席，並向為
國爭光的健兒們送上祝賀及勗勉之情。

金牌運動員全體訪港、曾憲梓基金
會巨額獎勵，此 「一來一往」 ，正好生
動展示了本港和內地之間多少年以來建
立起的一段 「奧運情緣」 。

自金牌選手訪港消息公布後，全港
市民大表歡迎，但卻有那麼一些人在那
裡唱反調、講怪話，說金牌選手訪港是
為建制派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拉票」 、
為上任不久的梁振英政府 「撐場」 ，還
扯上了熱議中的中小學國民教育，可說
「匪夷所思」 。

事實是，國家體育代表團金牌選手
訪港，其意義除了匯報成績之外，更重
要的是還有一份回饋與分享。

可以說，國家奧運體育代表團今日
的揚威國際、雄視體壇，包括每一面金
牌的得來，裡面都有香港同胞的參與和
心血，包括精神和物質上的巨額付出。

其中，除了曾憲梓先生自○八京奧
以來的重獎外，已故霍英東先生更自八
十年代射擊選手許海峰 「第一金」 開始
就對金牌運動員實行重獎，獎品是一公
斤重金牌一面， 「女排」 奪金十幾位姑
娘一人一面，愛開玩笑的霍先生還說：
「奧運金牌只是鍍金的，唔值錢嘅，我

這面可是足金啊！」
早在六、七十年代，國際奧委會席

位尚為台灣方面所把持，而要恢復中華
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不是一個奧委會
的事，而是先要在二十多個國際專項委
員會得到通過，才可以拿到奧委會上表
決。而在當時中國外交局面尚未打開的
情況下，就是霍英東先生與國家體委密
切配合，羽毛球、乒乓球、單車、舉重
……，一個一個單項的國際委會去游說
、去做工作、取得突破，包括台灣隊照
樣參賽、隊旗改為 「梅花旗」 的 「點子
」 也是在霍英東、霍震霆父子京、台兩
邊奔走下取得的重大突破。

正因如此，在○四年雅典奧運中國
代表團取得三十二面金牌的突破性佳績
後，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袁偉民率領全
體金牌運動員訪港，到港當天下午就往
霍家看望，向霍英東先生送上 「飲水不
忘掘井人」 的金牌。

這一份兩地金牌情緣、奧運情緣，
既是屬於曾經具體作出重大貢獻的霍先
生、曾先生以及其他知名人士，同樣更
屬於全體香港市民：每逢奧運盛會賽事
舉行，市民都會坐在電視機前觀賞，每
當國家健兒奪金，五星紅旗升起、國歌
響起，電視機前的市民與全國人民一樣
，拍手歡呼、熱淚盈眶。

國家多少年來的積弱，中國人從前
被稱為 「東亞病夫」 的恥辱，港人並沒
有忘記，他們為國家今日的走向體育大
國、體育強國而感到自豪與欣慰，對前
來訪問的金牌運動員更送上最真摯的感
謝與歡迎。而金牌運動員的到來，他們
展現出來的力爭上游的拚勁、為國爭光
的精神，以及奮發有為的活力，對全港
青少年和中小學生更是最有力的鼓舞和
榜樣。金牌運動員為國爭光，港人支持
你們、歡迎你們的到來！

兩年前的八月二十三日，菲律賓
馬尼拉市一輛旅遊巴士上的一陣猛烈
槍聲，奪去了八位港人的性命，毀碎
了多個大好家庭：

本與雙親同去度假的小姐弟頓成
孤兒；梁太失去丈夫和兩名愛女，只
剩下頭部中彈至今還躺在醫院病床上
康復中的兒子相依為命……。

曾參與本屆特首選舉的前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在參選過程中曾被記者
問及任內有什麼最難忘的事，他想也
不想便立即回答：是菲律賓人質事件
。當時作為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代
表特區政府到機場接機，接到的是八
具棺木、一批躺在擔架床上的重傷者
，和一群欲哭無淚的家屬。此情此景
，相信唐英年永難忘記，全體市民也
永難忘記。

猶堪告慰的是，今天，Jason 已經
可以在醫護人員的協助下走路，可以
講出簡短的句子，喪夫失女的梁太可
以稍感安慰；汪家姐弟在姑母的照顧
下生活、學習良好，姐姐已中學畢業
、成功考入大學，弟弟還在高中學習。

同樣，港人更不能忘記的，是菲

律賓政府在人質慘劇發生的兩年來到
底做了什麼？對無辜遇害的港人又有
沒有作出過什麼負責任的安排？

答案是：沒有！一分錢的賠償沒
有、一句道歉的說話也沒有！

事發至今兩年來，這個阿基諾總
統，只見他照舊嬉皮笑臉的出席各種
活動，還為了爭奪我南海主權和資源
，出動那僅有的破軍艦去恐嚇、滋擾
我們的漁船，還不要臉的跑到美國去
「死乞白賴」 ，要求美國賣給他二手

軍艦和戰機……。而對那宗做成八名
港人死亡、多人受傷的人質慘劇，他
只是說 「沒有為意外事件道歉的必要
」 、 「沒有為意外事件賠償的理由」
，至今 「一毛不拔」 、 「不屑一顧」
，其厚顏和不負責任的程度，怎配稱
得上為一個元首！

特區政府在人質慘劇發生至今，
在旅遊示警上對菲實施了一定的懲戒
，但對受害者家屬的幫助不夠，這是
全體港人之痛，政府必須進一步提供
協助，為他們向菲討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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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隊倫奧金牌運動員代表團今天
訪港，東方之珠勢會掀起金牌旋風。香江驕陽似火
，正映襯出港人喜迎金牌健兒到來的熱情，當中為
中國實現游泳 「零的突破」的孫楊、葉詩文、 「超
級丹」林丹、 「跳水女神」何姿、吳敏霞等，必定

成為市民和追星族的目標人物。
四年前，逾四十名國寶級運動員訪港，全

港市民熱情洋溢，凡有金牌運動員出入的地
方，就有大批 「粉絲」苦心等待，為一睹
健兒風采。今次訪港的四十多名金牌運動

員中，不乏俊男和美女，最受矚目的是年僅
二十歲的孫楊，在倫奧為中國實現零的突破
，贏得史上首面男子游泳金牌，分別在男
子四百米自由泳刷新奧運紀錄、男子一千
五百米自由泳打破世界紀錄，引起全球關

注。
「雙金王」孫楊身材高大又健碩，形象健康，

而且擁有高超的游泳技術，定必迷倒不少女粉絲。
不少香港粉絲也會追蹤孫楊的身影。游泳女子組方
面，被視為倫奧泳壇新星、年僅十六歲的葉詩文，
是中國新一代女飛魚，是香港市民引頸以待的目標
。她同時打破女子二百米混合泳奧運紀錄，及女子
四百米混合泳世界紀錄，成為首位中國游泳奧運雙
金得主。

值得留意的還有新一代跳水 「女神」、年僅二
十一歲首次參加奧運的何姿。除有美貌，她更有精
湛的跳水技術，夥拍師姐吳敏霞贏得女子雙人三米
板跳水冠軍，被視為跳水皇后郭晶晶的 「接班人」
，相信她們在明天的表演項目中，會吸引不少鎂光
燈的閃耀。

四十多名內地金牌運動員今日中午抵港，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及常任秘書長楊立門
將到機場迎接，並舉行歡迎儀式。隨後
運動員們入住位於黃埔的九龍海逸君綽
酒店，並於下午會見傳媒，緊接着，行
政長官梁振英將會見金牌選手並出席歡
迎酒會。

明日的一系列活動，將是金牌運動
員訪港的重頭戲，上午運動員們將兵分
三路，羽毛球及乒乓球運動員將在灣仔
伊利沙伯體育館進行示範表演，現場觀眾
有機會抽籤與運動員切磋球技；跳水 「夢
之隊」則會到九龍公園游泳池進行跳水示
範，必將為觀眾呈現一台視覺盛宴。入場觀
看這兩場示範表演的現場觀眾，有機會獲得
國家羽毛球及乒乓球運動員的親筆簽名球拍，
或國家跳水隊運動員親筆簽名 T 恤。另外，還
有部分金牌運動員，將到小西灣體育館與青少年
交流。

明出席金牌精英大匯演
代表團將於明天下午五時出席在香港大球場舉行

的 「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所有內地金牌運動員均
會參與演出，還會與本港歌手葉蒨文、古巨基等合唱
，體操及羽毛球隊金牌運動員更會作示範演出。持票
人士可於下午三時起進場，市民可繼續透過各城市電
腦售票處櫃位、城市電腦售票網、或致電信用卡熱線
（二一一一五九九九）購買門票。

星期日上午，代表團再分兩路與學生運動員交流
球技和分享心得。游泳、跳水、射擊、劍擊、田徑、
帆船、跆拳道和拳擊隊，將到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同場的還有港隊代表葉姵延、黃曉盈、石偉雄及田徑
接力代表。而其餘金牌運動員則會出席於馬鞍山體育
館舉行的 「奧運精英匯香江．學界同心顯才能」活動
，屆時與港隊奧運銅牌選手李慧詩、乒乓球帖雅娜及
唐鵬一同，與觀眾交流球技和玩遊戲。

代表團當日下午乘船離開香港前往澳門，結束一
連三天的訪港行程。

【本報訊】記者潘彥韜報道：中國奧運金牌運
動員訪港不僅在坊間引起極大回響，在本地體壇亦
造成哄動。不少本地健兒希望和偶像或好友相聚，
當中 「超級丹」林丹的人氣最高，來自各個體育項
目的本地健兒都希望能和林丹見面及合照。

港隊壁球總教練蔡玉坤明晚將和 「小旋風」趙
詠賢一起出席金牌運動員的晚宴，蔡玉坤說：林丹
對李宗偉的決賽非常精彩。視林丹為偶像的還包括
乒乓球女隊新星李皓晴和在去年第七屆全國城市運
動會羽毛球男單冠軍的伍家朗，李皓晴是本屆代表
香港出戰奧運的運動員，故她鐵定能和偶像見面。
年僅19歲的李皓晴興奮地說： 「一定要爭取和林丹

合照。」
在本屆奧運殺入羽毛球女單八強的 「黑妹」葉

姵延就希望能一睹孫楊和葉詩文的風采，並且期待
和他們合照及索取簽名。

至於香港史上首位出戰體操項目的女將黃曉盈
，就對能參與這次活動感到榮幸，黃曉盈說： 「任
何一位金牌運動員背後都經過非常刻苦的訓練，希
望能與他們見面交流。」

籃球總會主席陳瑞添就對金牌健兒訪港感到期
待，並希望政府能更多地舉辦類似的活動以推廣本
地體育運動。本地男子甲一組籃球員蘇伊俊對未能
參與本次活動感到遺憾。

倫敦奧運內地金牌運動
員今日抵港，一連三天的訪

港行程相當緊密，星期六、日更
將兵分多路，進行示範表演和
香港市民分享奧運感受，

務求令更多人能一睹金牌奧
運精英的風采。到場觀賞的
市民和學生更難得有機會，與
林丹、張繼科等乒羽世界級
名將切磋球技，及獲贈親筆簽名
的球拍和T恤。

本報記者 虢 書
實習記者 盧雪花 招 陽

今
日

中午
倫奧內地金牌運動員代

表團抵港(赤鱲角國際機場)
15:00

代表團見傳媒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

16:30
歡迎酒會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

9:40
代表團與香港青少年制

服團體交流(小西灣體育館)
9:30-11:30

羽球及乒乓球示範表演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10:00-11:30
跳水示範表演
(九龍公園游泳池)

17:00-18:30
奧運金牌精英大匯演

(香港大球場)

9:30
游泳及跳水隊等與香港

奧運精英及學生運動員交流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9:30
與 800名中學生分享，

並與李慧詩、帖雅娜及唐鵬
切磋交流(馬鞍山體育館)
16:00

離港轉赴澳門(港澳碼頭)

金牌選手金牌選手
訪港行程訪港行程

明
日

後
日

葉姵延想向孫楊索簽名

健兒訪港勢掀追星熱

▲國家奧運金牌選手明日下午將出席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精英大匯演，與市民共樂 資料圖片

▲葉詩文一鳴驚人，連奪兩金▲孫楊創造中國男泳手零的突破

▼羽壇一哥林丹
的招牌手勢

▲市民有機會近距離欣賞女子雙人三米板冠軍何
姿（左）和吳敏霞表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