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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小兒麻痹失聰完成全程

殘障健兒殘障健兒
游出真我游出真我

逾千名參與渡海泳的泳手中，不少參賽者
是為了贏佳績，三名殘障參賽者卻是希望藉着
賽事 「贏自己」。五十四歲的黃健明，四歲患
上小兒麻痹症，腰下無力，行動不便，過去半
世紀需撐着枴杖行路，但他仍懷着堅毅不屈的
信念，面對每一次新挑戰。

堅持靠努力做好每件事
黃健明有二十多年游泳習慣，今年首次參

與維港渡海泳，在五十歲以上個人男子組出賽
。由於他的最大困難是下肢無力，要靠上肢潑
水。賽前，他堅持每星期練水五、六天，每天
練習兩小時，以提升最佳狀態，最終不用一小
時已能完成一千五百米賽事，證明自己努力沒
有白費。

黃健明不諱言為今次賽事傾盡全力，但志
不在成績， 「能夠與眾多健兒一齊競賽已感到

高興」，並稱其信念是要盡快到終點， 「盡自
己最大努力做好每件事，不單是游水，其他工
作、日常生活如是」。他相信，定下目標後，
只要不斷努力，有恒心和耐性便能到達目的地
。他感激大會工作人員為他提供特別協助，利
用橡皮艇將他載到起點，待鳴鐘時才出發。

虎父無犬子，黃健明的十九歲兒子黃憫懷
亦泳術了得，兩父子亦已報名參與星期日舉行
的吐露港渡海泳賽事。憫懷由於須應付公開考
試，昨日未能「父子兵」上陣挑戰維港，希望明
年能一同參賽，他昨日大讚父親毅力十足，
「（爸爸）小時候已有困難，但仍沒有放棄自己」。

不過，所有參賽的健兒均須按所屬年齡組
別出發，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義務秘書王敏超在
賽後透露，黃健明因誤聽了上一組別的出發鳴
鐘聲，較同組泳手早了出發，所以被取消資格
，但大會將仍向他頒發參賽的紀念證書。

家人隊友支持不可或缺
成功游畢全程的還有二十一歲的先天失聰

人士佐朝浩。四年前，他有見美國泳手菲比斯
在奧運會游泳賽事奪得多面金牌，促使他學習
游泳，但一開始已遇到困難，由於無法透過言
語溝通，尋覓願意教導失聰人士游泳的教練也
花了一番功夫。現時他每天練習游泳兩小時，
短短四年間，在區域賽事中屢獲獎項。他今年
希望挑戰自己，首次參與渡海泳。他在賽後透
過文字表達自己沒有放棄，指雖然 「海水較冷
和鹽太多」，但他對自己能盡全力感到高興，
並感謝得到健聽隊友和家人的支持。

王敏超透露，昨日參賽的並有一名殘障泳
手是智障人士，該人士亦能游畢全程。泳總在
賽前已通知拯溺人員多加留意，確保有關人士
安全。

殘障無阻泳手挑戰自我。三名殘障人士昨日順利完成一千五百米渡海泳賽事。
五十四歲患有小兒麻痹症的黃健明，下肢乏力卻燃起了他的信念，首度挑戰渡海泳
即游畢全程，他說 「不只是游泳可以努力，無論日常生活和工作上各方面都要有目
標，需不斷努力到達目的地」 。先天失聰的佐朝浩習泳只有四年，卻在家人和朋友
的支持下，證明自己不肯放棄最終能達成夢想。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曾敏捷

一家大細
共享天倫樂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七十八歲的戴
宗榮是全場最年長泳手。他去年在水試中
未能入圍，今年再接再厲，誓要挑戰渡海
泳。賽前他風雨不改，每天早上偕妻子到
淺水灣練水，昨日終能如願以償，游畢賽
事，並希望明年繼續參與，更揚言 「游到
八十歲」。

戴宗榮表示，自己有七十年游泳經驗
，在武漢求學時更曾橫渡長江。他完成賽
事後隨即接受訪問，沒有絲毫氣喘，只謙
稱 「辛苦但開心。」他又指，昨日水流並
不算急，而且不太大浪，但由於年紀大，
始終不夠力氣。

初生之犢不畏虎，多名剛達最小參賽
年齡的十二歲少男少女，昨日齊齊參加渡
海泳挑戰自我。

六歲開始學習游泳的聶芷彥精通各種
泳式，雖然甚少游海泳，但信心十足，表
明要爭取首批游到終點。在九華就讀中一
的學界泳壇小將張皓鈞，隨學長參加維港
泳，雖然曾完成三千米學界賽，但首次游
渡海泳，他也謙虛地說是 「盡力而為」。

目標是挑戰自己能力的彭裕城，最終
輕鬆完成賽事，平常心應戰的他無懼海上
風浪， 「我不怕，沒想過放棄」。

首次參賽的陳芷晴取得佳績，在十二
至十六歲女子個人組別奪得第五名，她說
成績出乎意料，驚喜萬分，下年將再接再
厲。

春播桃李，秋收碩果，男拔萃游泳隊
教練張狄勇昨日帶領近十名學生參與維港
泳，他個人更勇奪五十歲以上男子個人組
別季軍，更矢言往後每年率眾參賽，希望
將維港泳推廣成為國際盛事。

擔任游泳教練近二十年的張狄勇桃李
滿門， 「飛魚王子」方力申、十一項香港
游泳紀錄保持者歐鎧淳都是他的學生，今
年不但自己參加維港泳，還帶領一眾學生
參與。對於個人獲得獎項，張狄勇認為是
意外驚喜，更希望鼓勵大家參與盛事，推
廣維港泳。

張狄勇說，游泳有益身心，運動傷害
少，值得推廣，希望政府致力推廣維港泳
，給主辦單位提供適當的配套設施，幫助
維港渡海泳發展成為像渣打馬拉松般，成
為香港一項具代表性的體育盛事。

維港渡海泳是本港一年一度的盛事，
不但吸引港人參與，多名在香港居住的外
籍人士也積極參與，樂在其中。

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 Alastair，在本
港公司任職工程師，居港一年半，去年從
傳媒報道維港渡海泳得知有這項賽事，勾
起興趣，視為一項挑戰。為準備今年的渡
海泳，他自七月起加緊練習，每天到游泳
池練習，很有信心完成賽事。

隨丈夫來港四年的 Jennifer，去年已
急不及待參與復辦的第一屆賽事，覺得十
分有趣和興奮，故今年再接再厲，有信心
取得更好的成績。Ming Chen 和丈夫
Jelmar Dejony 齊齊參與今年的維港泳，
居港十多年的他們視香港為家，兩個女兒
都在香港出生，Ming Chen 說待女兒符
合大會的年齡規定時，便會為女兒報名，
一家人一起參與這項香港盛事。

維港泳不但是游泳健兒的盛事，也是
一家人共聚天倫，傳情達意的歡樂時光。

林先生雖已結婚多年，昨日遊渡海泳
也不忘向太太表達愛意，在背脊寫上 「我
愛媽媽和老婆」的粗體字，讓與兒子齊齊
到場 「打氣」的林太甜入心頭。

陳太則藉渡海泳為家人創造珍貴的回
憶，她十五歲的大兒子即將到外國讀書，
十二歲的小女兒則剛剛符合參加渡海泳的
最小年齡，為紀念相聚的時光，陳太鼓勵
丈夫和子女報名參賽，一家人齊齊練水，
增進感情。一家人最終成功完成賽事，兒
子陳鈞瀚表示：「這是十分特別的經驗」。

紫荊雜誌社社長、總編輯劉偉忠亦偕
同妻子及友人一同參加渡海泳，聚親情之
餘亦暢聚友情。

居港外國人
雀躍參賽

男拔教練
示範運動有益

初生之犢
冀挑戰自我

78歲選手
橫渡維港圓夢

▲十二歲的張皓鈞首次參加渡海泳並
成功游畢全程

▲張狄勇（右三）帶領一眾學生參加
維港泳

▲陳先生一家大細參與維港泳盛事

▲戴宗榮與妻子

▲Ming Chen（後排中）和 Jelmar
（後排右）夫婦獲親友到場打氣

▲失聰的佐朝浩完成賽事後
豎起拇指激勵自己

▶患有小兒麻痹症的黃健明
（中）完成賽事後與妻兒合
照留念

▲劉偉忠與妻子聯袂參賽 ▲林先生在背上寫上
「我愛媽媽和太太」

崔 寧

兩地協調行動 嚴防熱錢衝擊 名嘴咬人無助DBC
社 評 井水集

近期港匯多次觸及聯繫匯率的強方
保證七點七五警戒線，日前在紐約交易
時段又再觸及時，更促使本港金管局出
手干預，買入了約六億美元的美匯以穩
定港匯。這乃自○九年來首次干預，顯
見熱錢湧港的情況又趨嚴重，事態如何
發展確值得關注。

上次熱錢大量湧港發生於幾年前的
金融海嘯時期，自○八年末季至○九年
底，本港錄得資金淨流入達六千四百億
元，令銀行體系結餘由之前的約百億元
急升至逾三千億元，迫使金管局多次增
發外匯基金票據吸走資金，使結餘降至
千餘億元左右。當年熱錢入港，主要是
因歐美採用量寬政策大放水，以致游資
充斥，而本港位處包含內地的東亞地區
形勢較穩，又帶來了資金避險所效應。
事實上當時流入的資金一直未見大規模
撤走，顯示香港的避風港作用良好。

近日熱錢再來亦非意外，今年歐美
日等因財經及金融狀況差劣，又再大放
水，包括美國聯儲局出台QE3，和歐央
行向歐洲銀行體系放出約萬億歐元的三
年期信貸，並承諾可無限量買入歐豬國
債。在這情況下，游資四竄找尋出路自

屬意料中事，香港作為資金自由港，實
行與美元掛鈎的聯匯制，和金融體系穩
健等，都成了吸引資金的因素，錢財逼
人來，避也避不了。

資金多來本有利於經濟，但卻須防
兩種負面事態：一是資金流入資產市場
做成泡沫，二是資金突然反向，由大進
大出做成衝擊，兩者均不利於維持金融
穩定及正常經濟活動，故當局必須嚴加
防範。不過這新一輪熱錢湧入，似非如
上輪的以避險為目的，現時歐美情況未
如金融海嘯時處於震盪中，故更須嚴防
是為了投機炒作而來。切勿忘記在九七
年起始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便曾有大量
熱錢湧港，借股市投機來衝擊聯匯，迫
使港府要破天荒的入市干預以保金融安
穩，最終幸能成功擊退 「大鱷」 炒家。
今次是否又會歷史重演尚待觀察，但有
關方面絕不能稍有鬆懈。

特別要注意這一輪熱錢湧港還有
「中國因素」 在內。近期人民幣無緣無

故急升，並屢創兌美元新高，自然不會
為炒家忽視，借道香港炒人民幣升值的
可能性很高。之前人民幣兌美元微貶，
再加上內地經濟放緩，令市場對人民幣

匯價的預期由升轉貶，資金隨之流出內
地，中國外匯儲備也停滯不增，首三季
約在三萬三千億美元水平徘徊。但游資
流動突然大規模轉向乃常有之事，看來
最近又發生了：資金忽然大量轉頭進入
中國內地。這可從中國銀行體系的外匯
佔款水平變動中得見：八月下跌了百餘
億元（人民幣），但到九月卻倒過來大
升一千三百餘億！在金融海嘯的○八年
時，隨資金大舉湧入內地，外匯佔款月
均增約三千億元。到近期因升值預期轉
淡情況大異，去年末季佔款下跌過千億
元，今年來各月有升有跌，顯見資金有
出有入。九月的轉向是否預示新的熱錢
湧入潮開始尚待觀察，但警號已響起，
防範工作自要加強。

游資已成了當前全球金融體系的一
大隱患，香港與內地亦常受干擾。由於
兩地關係日益緊密，金融連繫日深，故
須防熱錢加以利用來兩面衝擊，故雙方
政府有必要加強信息交流並協調行動。
首先，兩地都要認真監控資產市場，嚴
防出現過度投機及泡沫化，其次是密切
追蹤資金流。在這時刻兩地都必須提高
警惕，以做到有備無患。

香港數碼廣播電台（DBC）不久
前因陷入財政困境，幾個股東又不願
意繼續將錢打水漂，故只能關門大吉
。在香港這樣一個講究市場、強調物
競天擇的自由社會，開張與停業平常
得就像海風吹去路邊的秋葉一樣。可
是，因為是 「廣播」 ，因為有所謂
「名嘴」 鄭經翰，事情卻變得複雜化

起來。
一些人不依不撓，在作 「最後掙

扎」 ，所採取的方式，竟然是將問題
「政治化」 以圖 「回天」 。他們連日

在政府總部外集會，不再提嚴重虧空
問題，不再去注意股東間為利益追求
而不願再注資的事實，動輒千萬億萬
的損失也被不屑一顧，反而竭盡所能
，揩 「政治」 的油水，吃 「政治」 的
豆腐，千方百計要將事件與 「政治」
扯上關係。

日前，有人公開了所謂 「秘密錄
音」 ，一段是兩個股東黃楚標和鄭經
翰之間就股權問題的對話，一段是幾
個股東在談論正常經營的問題，卻被
拿來說事，並用 「暗示」 「相信」
「顯示」 等推測想像性很強的詞語，

指責某些股東、特區政府甚至中聯辦
。《蘋果日報》頭版則以 「中聯辦亂
港鐵證曝光」 作標題加以配合，此種
伎倆令人嘆為觀止。

從一開始就目的很明確地要將事
件政治化，且不擇手段。弄兩段 「秘
密錄音」 公開播放，就要想擺脫 「執
笠」 困局，是荒謬和幼稚的作法。

「名嘴」 鄭經翰曾經是立法會議
員，可謂 「政客」 ，其對 DBC 的傾注
和依賴可以理解，但各股東對盈利的
期待亦不應貶斥。從事件的演繹和時
點的選擇來看， 「名嘴」 鄭經翰似乎
到了狗急跳牆的地步。但如此的揩政
治的油水、吃政治的豆腐，如此 「咬
人」 ，露出了這個 「大班」 手段惡劣
和誠信缺失，不會有其他結果， 「政
治」 救不了DBC。

其實鄭經翰完全不要 「操心」 ，
壹傳媒剛剛傳出將旗下在台灣的業務
清盤，進帳四十六億港元，鄭 「大班
」 完全可以帶着一班人馬投靠這個反
對派的金主，依然可以在那兒搖頭擺
尾，甚至可以隨便
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