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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剛

瀋陽報道）作為香

港全運代表團爭牌希望的單車
隊，山地越野車代表陳振興將肩負
起衝擊本屆全運香港隊首面獎牌的任
務。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昨日指出，是次
比賽賽道對「山地興」來說比較適合，但大
意往往是失望的開始，故特意在賽前「修理」他一頓，希望他
不要「大意失荊州」
。

全 行。上屆山東全運會中，「山地興」贏得男子山地越野單車賽銀

運會山地越野單車賽將於9月1日於瀋陽體育學院白清寨訓練基地舉

牌。沈金康指出，「上次全運會陳振興奪銀，故是次再次獲得銀牌，已經
心滿意足了，因為是次對手很多。」據沈金康分析，是次山地賽中，包
括「山地興」在內共有6位出眾的選手，實力相當不錯。

沈金康：勿大意失荊州
沈金康指出，「是次賽道彎彎曲曲，對陳振興這類技術型車手有
利。有人說這賽道是為陳振興而修的，故此我特意於昨日（前日）
開會教訓他了一頓，警告他不要為此得意忘形。開心不能夠在賽
前，而應該是在賽後的。」
對於現時訓練情況，沈金康指出，「在這條賽道上，有3個
難度賽段，更有一些M字及F字的彎位，都要求車手有一定的
技術。經過今天的全速實況訓練後，陳振興對自己的表現感
到滿意，他之後的訓練都會以放鬆為主，以及適應下雨天
氣為主。」
近日瀋陽天氣不好，天陰下雨，這會影響陳振興在比賽
的發揮嗎？沈金康回應說：「我不擔心下雨，因為他會準
備好應對下雨的技術及心理準備，這反而對陳振興有
利，因為他可能更喜歡下雨，香港時常下雨，我們隊員
都常在雨中訓練。」

32歲老將不減當年勇
另外，陳振興在是次賽事起步抽籤中，抽到上上籤；在
全國排名前8名不用抽籤下，陳振興抽得第9位起步，可於第
2排起步。對此沈金康認為，「這是上上籤，由於第1、第2排
發車沒有太大分別，由於比賽賽7圈，故出發對陳振興有利。」
最後沈金康更形容，現年32歲的陳振興是「老將不減當年
勇」；他說，「陳振興愈來愈成熟，已經不用我太『教路』
。亞運
後，陳振興放鬆了兩年，現在是時候緊張起來了。陳振興是個要求
向上、力求登上頂點的人，亦很樂於助人，我希望有一天，他會成為
山地單車隊的教練。」

港手球隊出征
分組留力主攻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香
港手球全運代表
隊首批隊員，昨
午一行十人啟程
飛赴瀋陽。這支
業餘球隊突破外
圍賽首度取得全
運決賽周入場
■香港手球隊昨午赴瀋陽出戰全運會。
潘志南 攝
券，驚醒內地手
球壇。第二批球
組賽，面對內地勁旅，港
員均是學生，將在周日才北上會合。 隊實力相對較弱，只有望爭取
大軍出席開幕禮十分興奮和期待賽事 較好名次。只新添兩名新人、幾乎
來臨。
預賽原班人馬的港隊，實力有增無
領隊楊開將指出：由於港隊抽籤不 減，同時更添活力，相信狀態比預賽
利，與山東、解放軍和廣東隊同組， 時更好。
可謂是死亡之組。所以港隊鎖定目
楊開將還透露，港隊早前拍下天津
標，希望在第二階段名次賽擊敗天津 隊比賽影帶，已深入了解其優缺點，
隊、取得第六名的佳績。
屆時港隊會在分組賽留力，全力迎戰
在預賽港隊沉 應戰，力挫安徽奪 天津。天津隊和上海、奪金大熱江蘇
得決賽周參賽資格。決賽周首階段分 同組，強弱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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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興冀盡快把握比賽節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
剛 瀋陽報道）經過訓練後，
對於是次山地賽賽道，「山
地興」陳振興表示，對賽道
了解充足，現在最重要是
如何拿到比賽節奏。
陳振興表示，「這
條賽道有上有落，
轉彎又多，感得
都不錯，有些
像廣州亞運的比賽賽道。我喜歡
多 變化的賽道。落雨要求技術
高，對我有利；不過，落雨始終
難落斜，容易造成失誤，所以要

特別小心。我們去熟悉這條路
時，要記住那裡比較滑，唔好
博，不要失誤，否則會影響了時
間成績。現時最重要是發揮好水
平，因為對手的水平都好接近。」
陳振興還表示：「現在比賽關
鍵是誰人適應快，誰就有利。現
在我覺得只欠比賽節奏，對路的
熟悉程度不錯，但節奏卻虛無縹
緲，純是個人感覺。現在年紀大
了，但相信教練可以給我最好的
訓練，令我有好好狀態，只要盡
我自己的能力去比賽就好，發揮
好自己的能力。」

MPC爛地迎客
西北風吹走大會車
全運會已經殺到埋身！大會仍進行最後準備
工作，足令小記大感錯愕；其中，作為小記
「搏殺」之地的新聞中心(MPC)，無論硬件及軟件
都並未到位，有無搞錯！
小記昨日發現新聞中心的入口竟然仍是「爛地」一個，工人仍
在趕工之中，可是人數得「小貓3、4隻」
，不禁令人懷疑能否趕及
於正式開幕時完工。
此外，新聞中心的班車問題亦令人無語。「小記」昨午本得到
一張開幕式預演綵排入場券，與行家翻看媒體服務手冊，裡面表
示有班車直去開幕式舉行地奧體中心。誰知，班車沒了！令小記
及眾行家預算盡失，問及新聞中心的服務員，也是無法幫上忙。
故此，最終決定做「伸手黨」；可是，問題仍未解決！走到新
聞中心門外，竟然沒有的士站。之前，小記與行家坐的士往新聞
中心時，的士大佬曾說：「我不太熟悉這兒的路！」可想而知，
若不是乘客要去新聞中心，
很難有的士經過附近。
一波三折，趕不上觀看開
幕式預演綵排之餘，更害得
只穿短衫短褲的小記，在十
幾度的路邊硬吃了近一小時
「西北風」
。
■新聞中心門口的地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仍未鋪好。 梁啟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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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 瀋陽報道）香港
武術隊昨日經北京飛抵瀋陽，準備出戰31日開幕的
第十二屆全運會。武術隊一落機就收到好消息，隊
員耿曉靈成為香港代表團於開幕式的持旗手。
現年29歲的耿曉靈於2005年獲得香港武術隊教頭
于立光賞識，將她由山東帶到香港發展，並轉為代
表香港隊出賽。耿曉靈不負厚望，在2008年北京武
術大賽及2009年東亞運中奪得女子刀術/棍術全能金
牌。2010年，耿曉靈代表香港參加亞運會，獲得女
子長拳金牌；同年，更當選為香港傑出運動員。耿
曉靈在今屆全運會準備出戰武術套路女子團體賽。
上屆全運會，耿曉靈名列女子個人全能第五名，
是香港武術隊歷來最好成績。這位已是武術隊中的
「大家姐」，今次放棄個人全能轉戰團體。她透露：
改參加團體全能項目，希望提升港隊團體實力，嘗
試衝擊較前的名次。
港武術隊8月份時曾拉隊到北京集訓一個月，在全
運會武術項目要取得較前的名次將是港隊能力極
限，各省市實力之高超過世錦賽。所以耿曉靈認
為，自己上屆獲第五名已是很難得。
今屆她報名參加的團體賽，比賽項目包括長拳、
棍和刀；另外男隊友角逐南拳、槍和劍，再加上男
子對打及女子對打，各項組成團體賽一面金牌。耿
曉靈說：港隊只求盡情發揮自我，表現出最佳的水
準，名次對港隊是次要，藉全運會吸取大賽體驗。
全運會開幕式將於31日下午4點於瀋陽奧體中心舉
行，入場儀式全長90分鐘。

高中生設計開幕 為全運獻金點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8
月31日16時，第十二屆全運會將在瀋陽開
幕，社會各界對這一次以「創新．特色．節
儉．精彩」為看點的開幕式演出給予高度關
注。
如何兼顧「創新．特色．節儉．精彩」這
四元素成為本屆開幕式設計的題中之義。近
日，記者通過電話連線，採訪到了本次全運會
開幕式的年紀最小設計者——遼寧省遼陽市第
四高級中學16歲的羅鑫同學，他的設計被部分
採納並將於開幕式當天呈現在全國觀眾面前，
而此時的他已是一名十二運的志願者。
從2011年4月21日到2011年8月12日，羅鑫

用了114天創作第十二屆全國運動會的開幕式
創意方案，成為全運會開幕式年齡最小的應
徵設計者。他還為十二運組委會設計標識並
提供「金點子」
，也因此他成為遼陽41棒火炬
手和十二運志願者。
羅鑫是偶然從一張報紙中得知徵集十二運
方案這個信息的。為了不耽誤功課，羅鑫將
平時休息和玩耍的時間都用來設計創作。他
從網上搜集了上世紀80年代後所有的奧運會
開幕式和歷屆中國承辦運動會的開幕式的視
頻、圖片和文字資料。為了讓效果變得更加
完美，一個草圖就需要畫六七遍。僅一個點
火儀式，羅鑫就構想出多個設計方案，最終

將這幾個方案融合成一套最完美的方案。事
後，他所設計的草圖裝滿了好幾個盒子。
而在這個過程中，羅鑫除了要不斷補習專
業知識，更要為高昂的設計資金發愁，「為
了節約錢，我把平時中午吃飯的8元錢縮減到
只吃一份大米飯加一份鹹菜，用省下來的錢
複印圖紙，打印材料」
。他的熱忱打動了身邊
的人，學校老師、學生家長紛紛伸出援手，
給他提供資金和專業知識的幫助。
年紀小小的羅鑫，心裡卻有個很大的夢
想：「我現在要更加努力，為實現自己的小
夢想而堅持，為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中國夢
而奮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