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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偲嫣出院返政總繼續絕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於周日絕食的「正

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前晚因體力不支暈倒，被
送到瑪麗醫院。在留醫一晚後，她昨日返回政府總
部，繼續絕食。她強調，香港社會「語言、行為暴
力氾濫」，為了下一代，自己就算辛苦也要堅持下
去。
李偲嫣昨日「重返政總」後表示，自己至今已絕

食超過100小時，消瘦了9磅多。前晚，朋友發現她

暈倒，送到醫院治療。雖然醫生極反對她繼續絕
食，朋友更強迫她吃東西及返家休息。她的確很疲
倦且有點暈，但為了下一代，她決定堅持下去。
對於在絕食期間，有部分傳媒的抹黑、批評她，
有網民更聲稱計劃送上「元寶、蠟燭、衣紙」拜
她，李偲嫣批評，這些人太過黑心，最終只會自招
惡果。
被問及今日會再有大批反對派支持者到立法會及

政府總部門外集會，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
作撥款申請，李偲嫣表示，她並不擔心自己成為針
對目標，又呼籲出席的人士保持理性及和平，向暴
力說不，「否則下一代會很危險。」

張超雄助理被指阻礙救人
另外，有李偲嫣的朋友在網上上載圖片，批評工黨

議員張超雄助理周振宇，在前晚李偲嫣送院時，在場
聲稱要「拍照」並多次衝前，涉嫌阻撓李偲嫣上救護
車。他們批評，張超雄的助理葉榮涉嫌以輪椅撞擊立
法會玻璃門，另一助理則涉嫌阻撓救護員救人，行為
可恥。■李偲嫣重返立法會繼續絕食。 鄭治祖攝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香
港演藝學院畢業典禮，擔任主禮嘉
賓，但有少數學生在台上獲頒授學位
時，卻向林鄭月娥展示交叉手勢，沒
有按照慣例鞠躬致意。

演藝校長華道賢對於少數學生的行
為，直言感到失望及傷心，他說尊重學
生有不同的政見，但希望學生尊重莊嚴
的場合。確實，在莊嚴的畢業典禮上，
少數學生做出種種不恰當及挑釁性的行
為，缺乏起碼的禮貌和尊重，他們以為
這樣可以令官員難堪，又或是藉此博得
台下一笑，但實際上卻是在侮辱自己，
也侮辱了出席的家長和自己畢業的院
校。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學生對政
制發展有不同意見可以理解，但身為一
個接受過專上教育的畢業生，應該懂得
基本的禮貌和尊重。雖然林鄭月娥事後
並沒有責難搞事同學，展現出政治人物
的器量，但卻不代表某些學生的行為是
可以接受的。在外國大學的畢業典禮，
不時都會邀請政要出席，學生儘管政見
不同，但絕不會在典禮上鬧事。原因是
政要出席典禮，是對院校對同學的尊
重，而且「過門都是客」，同學既然身
為主人家，自然不應做出令來賓感到尷
尬的事。

昨日的畢業典禮並非是為了官員，
而是為了所有畢業生與家長，少數畢業
生在典禮上鬧事，難堪的並非林鄭月
娥，而是演藝學院、學生和家長。對於
畢業學生和家長來說，這場畢業禮是他
們一生中的美好回憶，但最終卻被少數
學生的幼稚行為破壞了，一眾演藝學院
的教師尷尬萬分，台下的家長更是情何
以堪？請問這些搞事學生有沒有考慮到
其他人的感受？還是只要涉及到政治，
就可以連基本的禮貌和尊重都可以棄如
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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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高鈺）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為演藝學院學位頒授儀式主禮，但部分畢業生未有理會嚴肅場

合，除拒絕向她鞠躬，亦有人做出交叉手勢，又於台下合唱「佔領

中環」主題曲等擾亂典禮進行。演藝校長華道賢（Adrian Walter）

對有關行為深感不滿，要求學生尊重畢業禮。

他強調，「各有政見是沒有問題
的」，但對學生漠視莊嚴典禮的

表現感到很失望及傷感，又指自己在學
界30多年來，從未見過這種情況。

校長失望：不憤怒但傷感
林鄭月娥昨日代表正休假的演藝學院
校監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該校畢業禮
向學生頒授學位，「我在此向你頒發藝
術學士榮譽學位。」但數十名畢業生未
有按慣例向她鞠躬致意，有學生向林鄭
月娥做出交叉手勢，有學生大叫「阿
媽，我畢業啦」，有學生只向台下鞠
躬。他們大部分來自戲劇學院、電影電
視學院和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
有關畢業生對人對己無禮欠尊重，更
有人在台上舉起手機自拍，令校長華道
賢終忍不住打斷，中途站起來，要求學
生尊重畢業禮，「很抱歉在這嚴肅的場
合打斷你們，我對學生的表現真的感到
很失望，你們各有政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是一個學校很嚴肅和特別的場
合，我不憤怒但感到傷感。」

有學生批抗議行動不合適
在頒授儀式中，林鄭月娥全程保持友

善微笑。在學位頒發完畢後，林鄭月娥
準備離場，台下有學生唱出「佔領中
環」的主題曲，並撕毀國務院「一國兩
制」白皮書，及舉起標語等。有份參與
唱歌的學生聲稱，是要表達對政治環境
不滿。但也有出席典禮學生認為，有關
抗議行動不合適，「在這種莊重的場
合，如果可以有一種對這種場合本身的
尊重，用正確途徑去表達意見會較
好。」
華道賢在畢業禮後表示，「我出席畢

業禮30多年來，從未見過這種情況，這
或反映香港當下的焦慮和張力。」
他又說，典禮後有跟林鄭月娥談過，

她並不介意。

林日豐：學生太自我應反思
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坦言，十分認同

華道賢的說法，自己對此也感到痛心，
認為學生飽讀詩書，亦應該知書識禮，

「到底學生不滿的是甚麼呢？是林鄭？
是香港？還是對社會表達不滿？學生如
果連這一點都沒有搞清楚就作出如此針
對性舉動，就應該好好反思。」
他認為，學生應尊重整個畢業禮，有

意見可以另外找機會表達，「因為現場
還有很多人畢業，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
他們這樣做，這些學生也值得擁有一個
莊嚴的畢業禮。」
林日豐又慨嘆，現時社會上很多人都

將「我」字放得很大，而將其他人看到
很渺小，直言這樣社會會有很多問題，
應加強儒家文化教育，教學生尊重和理

解他人感受。

曹啟樂：鼓吹激進抵消德育
教評會副主席曹啟樂則表示，學生應
尊重當時場合和嘉賓，「如果他們有不
滿，他們可選擇不出席，或者避席，這
樣起碼不影響典禮的進行，他們的意見
可另找適當場合表達。」
他認為，有關現象是因為近年社會鼓

吹激進舉動所致，並抵消了教育工作者
在學生德育上所花的工夫，現在出現了
這樣的情況，也進一步令教育工作者更
「難做」。

演藝生失禮 校長教界不滿
拒向林鄭鞠躬做交叉手勢唱「佔中」歌 擾亂畢業禮欠尊重

■對於小部分演藝畢業生的不禮貌行為，林鄭月娥未有介懷，微笑應對。

■田徑比賽絕對是耐力的較量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將於2015年4月25日至5月31日
隆重舉行。港運會全港十八區的運動員選拔將會相繼開始，歡迎所
有熱愛運動的市民報名參加，為這兩年一度的全港體育盛事揭開序
幕。港運會亦推出一連串精彩的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活動，供市
民一起體驗這股體育熱潮，讓全城動起來！

於2012年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中被選為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的吳穎嵐，由於媽媽是乒乓
球教練，她自小便已經開始接觸乒乓球運動，九歲時便開始練習乒乓球。吳穎嵐說：「乒
乓球吸引我的地方，是這項運動十分全面，速度很快，運動員需要很敏捷，對體能要求很
高；另一方面，它對運動員的技巧同樣有很高要求，球的旋轉、落點都十分講究，而且戰
術運用也很重要。」吳穎嵐小時候視乒乓球為興趣，每天放學後會抽兩個多小時練習。直
至十五歲時，才決意投身全職運動員。她說：「父母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很感謝爸爸媽媽
無限量的支持，他們的支持對我來說十分重要！」轉為全職運動員後，吳穎嵐的訓練更為
刻苦，每天都會練習六至七個小時。

肯定自己 吸取每次比賽的經驗
吳穎嵐與我們分享她作為運動員的心得，她表示肯定和相信自己十分重要。她說：「我

一直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到，即使遇到失敗，我會嘗試找出問題，並努力改善，我總相
信自己會做得到！」此外，她說運動員必然會有高低潮，重點是如何跨越低潮，令自己更
上一層樓。
作為專業運動員，吳穎嵐經常要面對很多比賽，她說每次比賽都很有得着，而比賽總會

有勝有敗，即使落敗也不用氣餒，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最重要是吸取當中的經驗。她以
剛在五月參加的世界賽為例子，其中一場是對日本隊的團體賽，當時的比數是一比一，而
吳穎嵐正負責打第三分。她說：「當時我打的那一分十分重要，因為假如我獲勝，我們便
能佔上風；但假若我落敗，下一位隊友則會承擔極大壓力。起初，我的表現很好，但後來
由於心理上未能調整，局面最終逆轉。由於那是日本隊的主場，對方有數以千計的支持
者；相反，我們只有少數觀眾為我們打氣，那震撼的場面是我以前從沒有遇過的，印象很
深刻。」縱使如此，她指這次經驗對她很有得着：「今次比賽對我是一次很好的鍛煉及磨
練，而這次經驗對我日後出戰大型賽事將有很大幫助。」她續說：「除了技術外，處理心
態對運動員同樣重要，而我在這方面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幸好體育學院有心理醫生給予
輔導，而教練也經常分享意見及支持，對我在這方面的進步很有幫助。」
展望將來，吳穎嵐說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出戰今年九月份的亞運會，為香港爭取獎牌。她

會積極裝備自己，希望可以出戰2016年的奧運會，並以成為世界第一為自己終極的目標。

擔任第五屆港運會體育大使 鼓勵市民多做運動
港運會一直推廣社區「普及體育」的文化，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而第五屆港運

會將於2015年4月25日至5月31日舉行，吳穎嵐更為今屆港運會擔任乒乓球體育大使，她
鼓勵市民可以嘗試多做運動，感受運動帶來的好處。她笑說：「你可看到做運動的人經常
都很精神，而且展現青春及年輕，因為運動對身心都很有幫助！做運動能到不同地方，接
觸不同的人，很有樂趣。再者，多嘗試接觸不同的運動也很有好處，因為不同的運動會運
用到不同肌肉，對身體有幫助，而每種運動背後均有不同文化，多接觸不同的運動更能增
廣見聞。」
吳穎嵐還寄語今屆港運會的運動員要記住「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心態，她說：「運

動是大家一起共同切磋，最重要是開心及享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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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項目

田徑

排球

乒乓球

籃球

網球

活動內容
前香港田徑隊運動員蔣偉洪先生及陳家豪先生分享經驗
觀賞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2014賽事
前國家排球隊隊員孫玥女士分享經驗，與參加者交流並即場示範球技
觀賞亞洲東區女子排球錦標賽賽事
香港乒乓總會資深教練陳淑媛女士分享經驗
導賞2014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賽賽事
香港隊籃球運動員分享經驗及技術示範
觀賞全港學界精英比賽(籃球)優勝隊伍表演賽
網球精英運動員及資深教練分享經驗，與參加者交流並即場示範球技
觀賞2014香港網球公開賽(獲國際女子網球協會認可)的比賽

活動名額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市民可透過以下五種途徑報名：
1. 親臨任何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任何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體場地辦事處報名
2. 康體通網上報名 (http://leisurelink.lcsd.gov.hk)
3. 電話報名 (電話: 2927 8080)
4. 郵遞報名 (地址: 香港沙田排頭街1至3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二樓大型活動組)
5. 利用康體通自助服務站報名

有關各區選拔運動員參賽資料及精英運動員
示範及交流活動等詳情，可瀏覽第五屆港運會
的專題網頁（www.hongkonggames.hk）或
可致電2601 7671查詢。

報名日期

2/7/2014起

24/7/2014起

日期(星期)
28/6/2014

(六)
6/7/2014

(日)
9/8/2014

(六)
17/8/2014

(日)
8/9/2014

(一)

時間

15:30-17:30

12:00-14:00

14:00-17:00

15:00-17:00

14:00-17:00

地點
將軍澳運動場及
香港單車館

馬鞍山體育館

伊利沙伯體育館

林士德體育館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及
銅鑼灣運動場網球場

名額

100

100

80

100

100

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活動（2014年6月至9月）

十八區健兒動起來
全港運動 全城躍動

■第四屆港運會籃球精英運動員
向參加者示範正確的熱身動作

■現時吳穎嵐每天都會練習六至七
個小時，向自己的目標前進。

精英運動員吳穎嵐 熱愛乒乓球運動
先拔頭籌 十八區運動員選拔

全港十八區區議會現正陸續甄選符合參賽資格
的運動員，代表地區參加港運會各項賽事。

今屆港運會將會舉辦八個受歡迎的體育比賽，包
括田徑、羽毛球、籃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
球、網球及排球。運動員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持有有效的「香港居民
身份證」，並且是居港滿三年的香港居民。
運動員在報名參加比賽時，必須出示有效的
「住址證明」。為確保住址證明文件的有效性，
第五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決定由今屆起不會接受
住戶證作為認可住址證明文件。可接受的有效住
址證明文件包括：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共或商業
機構、銀行發出的單據、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
住址宣誓聲明、租約、或附有住址證明的學生手
冊。
另外，今屆港運會繼續限制現役職業運動員、
近年曾經及將會代表香港參加高水平國際體育比
賽的運動員參加港運會相關體育項目的賽事，以
符合推廣社區「普及體育」的目的。
每名運動員只可參加一個地區的運動員選拔；
換言之，所有參賽運動員必須由居住地區所屬的

區議會提名代表該區參賽，而每名運動員只可代
表一個區議會出賽。至於曾代表地區參加第四屆
港運會的運動員，均自動獲得參加今屆相同地區
及項目的運動員甄選資格，以加強地區代表隊的
延續性，讓上屆的地區代表隊成員可積極備戰，
爭取機會繼續代表所屬地區參賽。

全民參與 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活動
在「普及體育」的大前提下，港運會除了是運
動員一展身手的舞台，也是讓廣大市民接觸和認
識各種體育運動的好機會，提升地區的體育水
平。大會將於本年6月至11月期間，舉辦一系列
的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活動，供有興趣的人士
報名參加。例如明天舉行的「田徑精英運動員示
範及交流活動」，將邀請前香港百米飛人蔣偉洪
先生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2013年傑出新晉教練
陳家豪先生與參加者分享比賽心得，同時透過觀
賞「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2014」賽事，由總會
教練即場與參加者分析比賽技巧，從而提升地區
的體育水平，達至推廣「普及體育」的目標。這
些交流活動適合5歲或以上人士參加，費用全
免，每名參加者更可獲紀念品一份。至於其他7
月至9月舉行的活動詳情如下：

尚有少量餘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