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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約奧運內地奧運精
英代表團昨抵港，
英代表團昨抵港
， 展開
為期三天的訪港之旅

港

星期日

林鄭月娥歡迎奧運精英訪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來自香港五間學校的180名學生整齊穿着藍衫紅帽，揮舞國旗、
區旗，歡迎奧運精英代表團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學生：好緊張 好激動

▼全國人大港區代
表張明敏與國家女
排教練郎平

孫楊步入酒店時，擁躉
紛舉機拍照留念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林鄭楊健機場迎接 小學生代表獻花環

奧運精英與港人分享喜悅

大批 「粉絲
粉絲」
」聚集在奧運精
英下榻酒店外，為求一睹偶像
英下榻酒店外，
風采
大公報記者謝進亨攝
▲

火熱香江喜迎中國奧運精英！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昨日
中午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奧運精英們笑容滿面走出機艙，在國旗、區旗
和花環的簇擁中走上紅毯，開啟了為期三天的訪港之旅。香港特區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等政府官員、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到場迎接，她表示，第
一時間安排精英運動員代表團訪港已成慣例，這凸顯了國家支持，及兩
地人民的深厚感情。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說，此次來港
是為了感謝香港同胞，回報香港同胞長期的支持，共享奧運成果。

近百
粉絲
酒店外睹偶像風采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內
地奧運精英代表團昨日抵港，近百位市
民昨晨在酒店門外恭迎，盼與偶像簽名
及合照留念；亦有旅客不惜花二千多元
入住酒店，冀近距離目睹運動員。雖然
他們未能取得親筆簽名，但稱能親眼目
睹偶像風采，已經心滿意足。
代表團昨日起一連三日下榻尖沙咀
東部的海景嘉福酒店，不少 「粉絲」、
旅客、附近酒店住客慕名而來，聚集在
酒店附近。他們各自備定印有運動員的
卡片、泳帽、衣物等五花八門的物品，
盼能趁運動員抵達時，遞交至手上，取
得親筆簽名。更有 「粉絲」別出心裁，
來自深圳的羅小姐花費二千多元在酒店
訂住房間一晚，盼乘機 「巧遇」乒乓球
選手張繼科等健兒。

奧運精英訪港＞＞＞

代表團中午約12時50分，分別乘坐
四輛專車駛抵酒店，近百位等候逾一小
時的 「粉絲」隨即尖叫連連，高呼各運
動員名字，其中以200米自由泳金牌得
主孫楊，100米背泳銅牌得主傅園慧，
乒乓球男子團體金牌、單打銀牌得主張
繼科最受愛戴，現場氣氛高漲。
首位下車的孫楊表現親民，不但向
現場市民揮手，更放慢腳步回答記者提
問。他形容訪港 「好開心、心情好好」
，同時場外有少女竟大喊 「老公」，惹
來全場注意。傅園慧下車後則被廣大記
者包圍， 「受寵若驚」下的她不但重現
其 「經典表情」，更數度憨笑回應提問
，稱首次來港感到特別開心， 「哪兒都
想去，想好好看看香港」。她最終需由
保安護送進入酒店。

▲林丹風采依然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昨日中午11時半，搭載着訪港團64人的
班機順利抵達香港，包括13名國家體育局領
導、5名國家隊教練員、42名奧運金牌運動員
及100米仰泳銅牌獲得者 「洪荒少女」傅園慧
、奧運四朝元老 「超級丹」林丹、100米接力
賽第四名蘇炳添。代表團團長劉鵬帶領團隊
落機。運動員們緊隨其後走出機艙，首個步
出飛機的運動員是摘得中國 「首金」的射擊
運動員張夢雪，舉重冠軍鄧微、龍清泉、 「
跳水皇后」吳敏霞、 「中國飛魚」孫楊等一
眾運動員隨後落機。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民政
及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等政府官員到場迎接。來
自香港五間學校的180名學生整齊穿着藍衫紅

大公報記者 孫凌奕

帽，他們揮舞國旗、區旗，齊聲高喊 「歡迎、
歡迎」，20位小學生代表為代表團成員獻上花
環。另一旁的銀樂隊演奏激昂的樂曲，迎接代
表團成員一一步出機艙，開啟香港之旅。
林鄭月娥在歡迎儀式上表示，從回歸以來
，中央都在奧運舉辦完畢的第一時間安排運動
員訪港，讓香港市民能夠近距離地看到他們的
風采並分享他們的喜悅，亦都感受到運動員在
艱辛培訓過程裏面的心路歷程。

三天行程 出席連串活動
林鄭月娥續指，各個代表團成員將在三天
訪港行程裏，出席一連串的活動，除了有運動
員就乒乓球、羽毛球和跳水三個觀賞性非常高

的體育項目示範表演之外，亦會深入社區，探
訪老人院，前往學校訪問，同在香港體育學院
的精英運動員交流，並爭取最多的機會與香港
市民見面、交流和互動。她祝願，內地的運動
員和本港的運動員，在日後的國際比賽能取得
更好的成績。
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劉鵬表示，里約奧運
剛剛落下帷幕，代表團就如約來到香港，
代表團成員們剛下飛機，就感受到了香
港同胞火一樣的熱情和親情，令他們
既激動又感動。
劉鵬說，祖國體育健兒在里約奧
運會上，頑強拚搏，奮勇爭先，獲得
了26金、18銀和26銅，在賽場上展現了追
求卓越，不斷前進的意志和品質，也展現了
高昂的精神狀態，為祖國、為人民贏得了榮
譽。他續說，這些成績的取得，歸功於祖國
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也歸功於全國人民
和社會各界的大力幫助和支持，也離不開香
港同胞多年來對內地多方面、多角度，包括
內地體育事業的幫助和支持。他代表全體成
員共同祝願，香港的明天更繁榮更美好，祝
願香港同胞幸福安康。
代表團全體成員隨後搭專車離開機場，奧
運精英們在離開時紛紛向機場接機人員揮手
表示感謝；他們抵達下榻的酒店之際，再
次感受到香港市民自發前來歡迎的熱情。
代表團將於今日進行示範表演和大匯演，
明日前往中小學及體校與學生交流，然後
轉往澳門訪問。

粉絲
有話說
吳小姐：

冼女士及兒子：

李小姐、林小姐：

吳同學（中四生）
：

蔡小朋友（內地遊客）
：

（城大內地碩士生）

（內地遊客）

（左起、廣東大學生）

我和媽媽昨日從浙江來港
旅遊五天，來了發現運動員恰
巧住在隔壁酒店，覺得不能錯
過機會，所以一早便前來，希
望能夠親眼看到奧運精英，好
想跟他們合照留念。我跟媽媽
在家看奧運直播，印象最深刻
的是孫楊200米自由泳賽事奪
得金牌，媽媽則想親眼看看張
繼科，覺得他球技一流。

與家人從順德來港旅遊
入住此酒店，沒想到國家精
英運動員也在此，感到很興
奮、很激動，最想看到林丹
及中國女排隊員，希望未來
幾日能在酒店看到他們。其
兒子看到孫楊激動得大叫 「
好高大，好開心呀」 ，又說
運動員的堅毅及刻苦精神值
得其學習。

專程到港碰運氣，盼能
一睹運動員風采。由於在內
地買不到乒乓球表演門票，
今日只好帶備照片給偶像簽
名。我最想見到張繼科和馬
龍，他們每場奧運賽事都很
精彩，感受到他們很努力和
付出很多。另外，對林丹退
役傳言，感到可惜，希望下
屆奧運還能見到他出賽。

女排相隔12年再奪
金牌，好想見到佢哋咁
多位。其次我最想見到
「洪荒少女」 傅園慧，
佢性格開朗親切，經常
滿面笑容。我一早11時
已經到場，仲特意帶咗
運動衫同泳帽嚟，打算
畀佢哋簽名。我仲買咗
跳水示範門票，入場為
運動員打下氣。

我剛來港讀書不夠一星
期，便遇上運動員訪港，感
到很幸運。我四年前已開始
留意國家乒乓球隊，當中最
喜歡馬龍和張繼科。我覺得
今屆奧運各運動員表現都很
優秀，每場賽事都盡力應戰
。四年後東京奧運，我相信
一班運動員會繼續爭得佳績
，到時我仍會支持中國隊。

▲

▲左起：吳海瑩、吳俊帆、劉智
遠、陳嘉玲
大公報記者孫凌奕攝

是學校的 「體育精英」，是學
校籃球隊、足球隊的主力。吳
俊帆是今年 「雙料冠軍」，問
鼎大嶼山區籃球和足球比賽，
還榮獲 「優秀運動員」和 「傑
出運動員」稱號。同為大嶼山
「傑出運動員」的陳嘉玲，今
年已被選入香港女子青少年足
球培訓隊，她說，自己的目標
是進入香港女子足球隊。當然
希望有朝一日亦能征戰奧運。
吳俊帆說，給郎平獻花的
時候，他向郎平說 「歡迎」，
郎平則回他 「謝謝」。原來他
早上才知道他們被選中為運動
員獻花， 「獻花的時候緊張到
手震」。他續說，每次看到奧
運場上奏國歌、升國旗時，都
為他們開心，作為中國人都有
一種自豪感。
昨日到現場接機的180名小
學生分別來自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東莞
同鄉會方樹泉學校、保
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福建中學附屬學
校、堅樂第二小學
，他們一早就到了機場等候，
希望在各位冠軍健兒下機時，
獻上最熱烈的歡迎與支持。

▲

【大公報訊】記者孫凌奕
報道：2016年里約奧運內地精
英運動員代表團昨日抵港訪問
三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
楚標學校的四名小學生，作為
學生代表為中國女排國家隊教
練郎平和女排 「姐姐」們獻上
花環，近距離一睹中國奧運精
英們的風采。六年級的陳嘉玲
說： 「今朝好早起身，站在那
裏等的時候本身好眼瞓，見到
運動員一下子就醒了，好緊張
，好激動。」六年級吳俊帆說
，沒想到運動員姐姐都這麼高
，雖然他們彎下腰接受花環，
但還是有同學 「跳起獻花」。
180位迎接運動員到港的小
學生中，為什麼選中他們四位
？五年級的劉智遠回答道： 「
我們身材高啦！」原來他們都

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王敏剛與女排龔翔宇
（中）、
）、惠若琪合照
惠若琪合照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 青聯主席吳傑莊（左一
左一）
）、 全
國政協委員黃英豪（右二
右二）
）和著
名男高音莫華倫（右一
右一）
）與傅園
慧合照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