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今日抵港，不只全城市民熱切期待，剛出戰奧
運的港隊運動員亦熱切期待與到港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深入交流。逾20
名本港奧運代表昨日出席歡迎回港儀式，行政長官梁振英向一眾運動員
頒發表揚狀。梁振英致辭指出，在過去 「不一樣的兩個星期」 中，香港
人心緊緊連結一起，並讚揚港隊健兒在奧運的表現，完全體現奧運公平
比賽及港人永不言敗的精神。

關 昭

周永勤棄選鬧劇太難睇
還有一個星期，便是新一屆立法

會選舉的投票日，連日各政黨社團等
參選人紛紛 「各師各法」 、各展奇謀
、大力拉票；然而，前天晚上， 「自
由黨」 新界西選區參選人周永勤卻突
然高調宣布 「棄選」 ，真是 「一百歲
唔死都有新聞」 也。

而且，這個周永勤的 「棄選」 ，
也 「棄」 得與人不同；按其說法，他
是被人用錄音 「恐嚇」 ，為了家人安
全而不得不棄選；那麼，他的棄選就
應該低調進行才合乎邏輯，然而，這
個周永勤，不僅不是低調棄選，反而
是 「大鑼大鼓」 的在電視台節目中 「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的哭訴，還說
什麼有來自 「更高層次的威嚇」 ，其
表情、動作之 「逼真」 ，真可以去拿
「奧斯卡」 金像獎。

而在此之前，這個周永勤還主動
向個別傳媒 「放料」 ，說有人提議給
他五百萬元，條件是他退選云云。

這個周某人，九月四日是否會 「
雀屏中選」 ，根本是未知之數，而且

「據估計」 當選機會不大，如此竟然
有五百萬重金 「勸退」 ，也可謂 「物
超所值」 矣。

事實是，此一 「五百萬」 和 「眼
淚攻勢」 一出，各方嘩然，各大政黨
團體紛紛不值其所為， 「代為」 報警
及要求 「廉記」 調查。

本港 「選舉條例」 大個字禁止賄
選和恐嚇參選人，如果周永勤真的有
遭人 「利誘」 和 「恐嚇」 ，那麼，他
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報警及向廉署和
「選管會」 投訴，尋求法律公道。

但這名周某卻偏偏 「捨正道而弗
由」 ，不去報警、不去投訴，而只是
在電視台當眾 「哭訴」 ，如此難道是
不信警方、不信 「選管會」 和廉署？
還是 「傷心人別有懷抱」 ？所謂 「棄
選」 其實是「以退為進」、另有目的？

而且，什麼叫做 「來自更高層次
的威脅」 ，周永勤有膽就講個明白，
不要在那裏指東打西、含沙射影，真
小人所為也。

井水集

奧運健兒訪港 分享洪荒之力
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代表團將於

今日中午抵港，展開一連三日的訪問
活動和示範表演；健兒們在港三日的
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可能辛苦過打
比賽，但健兒們在港受到的歡迎將會
比里奧森巴熱潮更熱烈！

金牌團今日中午抵港後，可說馬
不停蹄，先是歡迎儀式、媒體見面，
然後是特區政府歡迎晚宴；明日的活
動更多達十項，包括跳水、游泳、乒
球、羽球示範表演，活動之頻繁、接
觸面之廣，可說別開生面、萬眾同歡。

事實是正如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昨日所說，金牌運動員結束比賽返
回北京後，不少人是連 「老家」 也未
回， 「第一站」 便是來港訪問及表演
，他們這種對香港特區、對本港市民
特別是青少年的盛情與關愛，真是值
得港人珍惜和感動。

試想，金牌運動員在里奧為國爭
光，奪得二十六面金牌，全國多少城
市以及他們的家鄉、訓練單位是多麼
希望第一時間分享勝利的光榮與喜悅

；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是前天剛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代表團，發表了 「不以
勝負論英雄，但英雄就要勇於爭先」
的重要講話，並特別以大打 「翻身仗
」 的 「女排精神」 來鼓舞全體運動員
和全國人民。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國家金牌
運動員訪港，帶來的不僅是金牌和運
動技巧，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中央和全
國人民對香港同胞的關懷與激勵，為
進一步落實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
為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為青少
年認識祖國和培養正能量而送上一份
「洪荒之力」 ！

從今日起的一連三天，在特區，
可說 「滿城爭說黃金將」 ，代表團所
到之處，必然會掀起一番熱潮；在這
裏，必須要呼籲所有已經購買門票準
備進場欣賞表演的市民，一定要嚴格
遵守康文署發出的 「溫馨提示」 ，不
要帶危險品和政治標語進場，不要在
場內喧叫口號，這不僅僅是對金牌運
動員應有的尊重，最少也是一種起碼

的待客之道。代表團在社區、商場、
學校內的活動同樣也是如此，參與的
市民、學生都必須遵守秩序，不要一
哄而上、造成混亂。

至於極少數搞事分子，如果膽敢
到場搗亂，那麼，受影響的不是代表
團，而是購票進場的觀眾和市民，他
們的惡行無損金牌健兒於分毫，只會
丟盡港人的臉，肯定如同 「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只會自暴其醜而已。

而在金牌代表團訪港前夕，亂港
傳媒《蘋果日報》發表社評大肆挑撥
，指特首梁振英不惜花巨資歡迎內地
金牌代表團，討好中央，對香港代表
團卻 「不屑一顧」 ，這完全是一派胡
言。就在昨天傍晚，特區政府就在文
化中心為已經返港的港奧代表團舉行
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特首梁振英大力
表揚港運動員很好發揮了不放棄、不
言敗的 「香港精神」 ，並承諾會從政
策、設備、資金以至部門架構上予港
體育工業以更大的支持，內容是切實
和鼓舞人心的。

社 評

健兒期待與國家奧運精英深入交流
梁讚港運動員體現永不言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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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奧運雖剛落幕，不過奧運熱潮未
減。今天起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訪港三天
，與民同樂，讓港人一睹奧運精英風采。
特區政府及港協暨奧委會昨日在尖沙咀文
化中心舉辦歡迎儀式，歡迎里約奧運會中
國香港代表團回港，大批市民在場圍觀，
場面熱鬧。

從各方面支援體育發展
梁振英致辭表示，在過去兩個星期中

，香港的街頭巷尾、茶樓酒家，甚至政府
官員開會，大家都在談論奧運，關心香港
運動員在巴西的表現，說明體育運動有它
的魔力及魅力。他又以 「凱旋」形容香港
運動員歸來，認為運動員在奧運這個世界
體壇聖殿上的表現，完全體現了奧運公平
比賽的精神，亦完全表現出香港人永不言
敗的精神。

梁振英說，雖然政府已投資數以百億
建設啟德運動園區，但仍然不足夠，未來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社會各界對政府在支
持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有一定期望，政府
希望能夠從設備、資金、政策，和執行部
門等方面繼續支援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

令體育事業普及化，讓每一個香港人都能
夠參與體育活動。他又感謝香港代表團包
括運動員為香港爭光，祝願港隊運動員再
接再厲，爭取在東京2020奧運會有更好的
成績。

李慧詩等分享奧運感受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致辭稱，雖

然港隊健兒與獎牌擦身而過，但已經向夢
想邁向一大步，值得公眾歡呼和支持，又
謂體育已成為世界主流，日後會加強推廣
。今屆奧運有不少新運動員參與，相信經
過奧運洗禮，下屆東京奧運會有更好成績。

同時，港隊奧運代表四名運動員鄭俊
樑、李慧詩、歐鎧淳、陳銘泰等獲邀上台
與特首梁振英暢談，分享奧運作賽的感受
。香港奧運單車代表 「牛下女車神」李慧
詩、香港羽毛球女單代表葉姵延表示，期
待即將來港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希望可
與他們交談，交流運動心得。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
、里約2016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霍
啟剛等亦出席儀式。

精英團落區與青少年分享
【大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里約

奧運內地奧運精英訪港團今天抵埗，密麻
麻行程包括與中小學和青少年制服團體的
近距離接觸。據《大公報》了解，一批代
表明天將在油塘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分享競
賽笑與淚，又會試玩獨輪車。全港十五個
青少年制服團體將齊集馬鞍山體育館，各
派一名成員與奧運精英一對一交流、活動
。周一則到訪薄扶林潮商學校。香港升旗
隊總會總監許振隆相信，國家女排等逆境
爭勝的戰績，有助激勵青少年堅毅向上。

浩浩蕩蕩的內地奧運精英大軍，明、
後天將兵分幾路，走入本港社區，接觸各
界市民。位於觀塘油塘邨的福建中學附屬
學校是其中一站，在上午十至十一時，奧
運精英將與超過五百市民，包括福建中學

附屬學校、香港獨輪車協會運動員、福建
社團聯會、觀塘和小西灣福建中學師生以
及觀塘區議員等社區人士聯歡。在福中附
小的活動包括運動員分享訓練歷程和比賽
經過，少不免苦與淚。大會又安排該校獨
輪車隊表演，運動員也會試玩獨輪車，當
然還會有人們最期待的簽名時段。據悉，
南華會會長洪祖杭、南華會主席盧潤森、
著名藝人陳百祥，以及山地車運動員陳振
興也將出席，陳振興是本屆奧運閉幕禮香
港隊持旗手。

與此同時，一批奧運精英將出現在馬
鞍山體育館，與全港十五個制服團體會師
。消息稱，所有出席的制服團體成員都要
穿着嚴整的制服參加活動，以展示精神煥
發的面貌，初步得悉，在近兩小時的互動

過程中，各制服團體將派出一名代表，與
奧運精英面對面，手拉手參加活動。

另一方面，潮州籍健兒傅海峰在本屆
奧運獲羽毛球男雙冠軍、林躍獲跳水金牌
，他們與一眾奧運精英將於星期一到訪薄
扶林香港潮商學校，與師生和香港潮屬社
團聯會和各界人士聯歡。

香港升旗隊總會總監許振隆表示，內
地奧運精英訪港，相信對年輕人最具啟發
的會是逆境求存的意志，就像國家女排參
賽過程中發揮的毅力、鬥志和團隊精神。
他又說，本屆運動員對勝負處之泰然，不
像以往輸了就難過得不得了，例如爆出 「
洪荒之力」金句並展示趣怪神情的傅園慧
，坦率可愛，頗受大眾歡迎，很有親切感
，也反映年輕運動員的真我一面。

黑妹目標四戰奧運

大公報記者 葉漢亮奧運精英訪港＞＞＞

【大公報訊】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今
日抵港，展開一連三天訪港行程，明天（8
月28日）是行程 「戲肉」，市民可欣賞跳
水、乒乓球及羽毛球隊示範表演，所有運
動員下午將齊集伊利沙伯體育館參與 「奧
運金牌精英約定你」綜藝演出。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昨提醒，三項活動均不設劃位，
座位先到先得，已購票市民可於節目開始
前約一小時進場。

代表團明日上午將進行兩場 「奧運精
英顯風采」示範表演，羽毛球及乒乓球示
範表演將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
在伊館舉行；跳水示範表演則於上午十時
至十一時三十分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舉

行； 「奧運精英約定你」綜藝節目於下午
四時三十分至六時在伊館舉行。康文署指
，持有上述活動門票的市民預留足夠時間
到達場地，進場前接受保安檢查，入場後
亦要保留門票作抽獎活動及驗票之用。

為確保安全和秩序，觀眾不得攜帶酒
精飲品、任何攻擊性、可用作武器或妨礙
活動順利進行的物品，例如煙火、激光棒
、壓縮氣體或噴劑；任何內容帶有商業、
侮辱、恐嚇、歧視、宗教或政治成分的橫
額、海報、標語牌、傳單；機械或非機械
操作的發聲工具，例如擴音器、鑼鼓等。
違反場地規則的觀眾會被禁止入場或被要
求離場。

【大公報訊】記者梁潤森報
道：香港羽毛球好手 「黑妹」葉
姵延昨天亦有出席里約2016奧運
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
，在奧運失利的她表示失望感覺
已慢慢沖淡，她的短期目標仍是
參加亞運，並再戰四年後的東京
奧運會，繼續為港爭光。

葉姵延在今屆奧運羽毛球單
打賽兩戰全敗，未能於分組賽出
線，她坦言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失
望，不過由於家人、朋友及市民

對她的支持，她已經慢慢忘記失
利，她認為自己在今屆賽事中獲
益良多，並表示能出戰三屆奧運
會已經不容易。葉姵延為自己定
下出戰來屆奧運會的目標，目前
她會把握一至兩星期休假時間好
好放鬆心情，然後便會投入訓練
以應付即將舉行的超級系列賽。
對於即將來港的中國運動員，葉
姵延最希望見到女泳手傅園慧，
因為她很喜歡對方的簡單及樂觀
心態，很希望能與對方交流。

周日睇戲肉須早一小時入場

▲梁振英、林鄭月娥、劉江華歡迎參加里約奧運香港運動員返港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運動員與梁振英玩自拍，氣氛融洽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