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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年「旺角暴亂」，暴徒擲磚
襲擊警察，儘管泛民政黨包裝成什
麼「官逼民反」，說成聲援受壓迫
街頭小販的抗爭，混淆視聽，為暴
徒行為開脫。事件引起全城關注，

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影響深遠，令旅遊業至今仍陷於困
境。香港體育界人士對暴徒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搞亂城
市安寧及教壞年輕人的行為亦深表不滿。運動員包括香港
奧運金牌「風之后」李麗珊，乒乓孖寶，足球名將陳肇
麒、范俊業與「牛下女車神」李慧詩，雖然運動員不愛談
政治，但作為社會一分子也有不少正義的聲音。
香港運動員一直以堅毅精神在國際比賽中爭取好成
績，為香港這城市建立健康友善的形象付出過努力。「
乒乓孖寶」、奧運銀牌得主李靜，在旺角暴亂發生後即
時在WhatsApp上貼文【旺角暴亂：治亂世，用重典。
暴徒們目無法紀，破壞社會安寧，深挖幕後黑手，一併
嚴懲，還全港市民一個公道！】

李靜：暴徒所為與搶劫無異
李靜強調：「這暴亂行為肯定已對香港有負面影響，帶

出訊息極其錯誤，誤導青少年的思維。香港是一個多元化
的社會，可以容納不同意見和追求各自的理想。不可以用

這樣極端又暴力的手法爭取他們所謂的權益或是利益。印
度聖雄甘地，他就是以和平的態度，爭取改變和改革社會。
如何理性分析，理性包容才是青年人要學習的東西。」
他又指：這次旺角的暴徒以暴力去爭取他們所謂的權益，
其實和搶劫者沒有分別；認為香港的青少年要引以為戒。
香港足球女冠軍主帥「牛丸 」陳婉婷認為事件在網

絡、電視和報紙的廣泛報道，有很多的訊息、評論文章，
青少年不一定能正面地了解和分辨對錯，這會誤導青少年
學生。她認為事件對於教育方面造成不良的影響，教育
界、學校及老師需下更大工夫做好教育少年學生工作，幫
助他們了解事件真相、正面睇事件。
香港足球先生兼前神射手，巴西球員基奧雲尼謂，

農曆年的暴亂讓他在電視機旁越看越感到傷悲，他樂
於在香港落班，就是喜愛這個城市繁榮、友善：「我
和女友在此共諧連理，就因為香港是樂土，但目前實
在變得令人不安！」

「英雄輝」：和平表達勿過激
羽毛球隊總教練何一鳴亦有其看法：「我認為，無論

有怎樣的不滿意見，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應該坐下來
溝通，而不應用這種（向警察擲磚襲擊）表達方式去表
達不滿，這樣會造成社會動盪！」 何一鳴接着說：

「其實這樣的事情，全香港市民都唔希望發生，年輕人
和青年運動員都比較容易衝動，我會教導他們，設立一
個溝通機制，訓練上坦誠發表看法，無論發生何事都要
互相溝通。」
「英雄輝」葉鴻輝為90後，同時又是2009東亞運動
會香港足球隊奪得金牌的功臣。這位香港首席門將指
出：「對於社會及個人訴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參與旺角暴亂的青年人應該冷
靜些，有政治、社會民生各式的訴求，都可以和平地表
達，不用過激。」
港隊華人中鋒陳肇麒指：「（旺角暴亂）不是恰當的
表達方式，行為過激，要冷靜些；可以用其它方式表達
自己的訴求，擲磚襲擊警員這只會搞亂香港。」
前港隊門將范俊業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大家努力
包容不同政見，以及以和平爭取各自的訴求；大家都想
香港更美好而不是破壞。香港百米飛人徐志豪則表示，
他個人不參與政治，身為運動員要做的就是努力訓練，
跑出好成績，在國際賽場取得好成績，為香港帶來正能
量和喜訊。
已是全職主婦，不再在海上破風的英雌李麗珊亦譴

責「旺角暴亂」的過激行為，她祈望：「大家身體健
康！社會安寧！」 ■記者 潘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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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運動員齊聲向暴力說「不」

■■葉鴻輝葉鴻輝

■■李靜李靜

踏入猴年，南華的戰績可謂陷於谷底，
近5戰只取得2和3負的成績，無論本

地賽還是亞協盃均希望渺茫。雖然季中簽入
朱兆基及菲力斯保耶等新援，但仍未能終止
頹勢。足主張廣勇昨日在球隊出發前赴馬爾
代夫時，於機場宣佈米路將會離隊的消息，
張廣勇表示鑑於球隊近日接連出現失誤，在
賽和黃大仙後與教練團開會，提出將米路調
任技術總監一職，而米路考慮後決定以私人
理由請辭，球隊餘下賽季將由列卡度暫代主
帥的職務。
隊長陳偉豪對球會的決定表示理解，期望
在列卡度麾下能有好開始：「球隊無成績教
練一定首當其衝，列卡度在香港執教了一段
長時間，對香港球員非常熟悉，換教練短時
間影響不大。希望今場亞協盃作客能贏波有
個好開始，畢竟接下來的兩場盃賽四強非常
重要。」

列卡度暫代主帥
而列卡度就坦言執教南華這種大球會壓力
一定有，他表示會先集中注意力打好眼前比

賽。南華將於本周三在亞協盃小組賽中作客
迎戰馬茲亞。
足主張廣勇昨形容米路的離隊是和平分

手，期待換帥能為球隊帶來新轉變，而對馬
茲亞一戰的3分是志在必得。南華還在今場
賽事推出新的獎金制度：贏波基本獎金
4000，淨勝兩球 6000，而淨勝三球則為
8000，希望刺激球員踢出漂亮一仗。
米路是一名巴西足球教練，米路在球員時
代，曾効力格雷米奧、國際體育會。2007
年，米路獲委任為香港聯賽選手隊主教練，
率隊角逐2007年賀歲盃足球賽。其後港聯在
賀歲盃的兩場球賽中，均在互射12碼的情況
下落敗。
2006年，米路出任南華主帥，曾帶領球
隊奪得三冠成績，但於季尾因和足主羅傑
承意見不合而離隊。其後執教東方。2007/
08 年球季，米路執教重新升上甲組的東
方，即帶領球隊於銀牌決賽以3：1擊敗傑
志，奪得銀牌冠軍。2015年5月，米路再
次上山執教南華足球隊，惟未到一年合約
期便宣告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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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踏入下半季南華成績一落千丈。聯賽爭標

無望之餘，亞協盃亦兩戰兩敗出線現危機，這支傳統勁旅昨日在出征馬爾

代夫前宣佈主教練米路下課，而剛剛「上山」的列卡度則暫代主帥一職，

繼東方及傑志後再有班霸於今季換帥。 南
華
臨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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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羽毛球公開賽香港時間昨晚決出男子
單打冠軍人選。中國大滿貫球手林丹
以21:9、21:10輕取隊友田厚威，第6次稱
王。不過，對於里約奧運會，林丹在接受新
華社訪問時表示，中國羽隊（國羽）內部競
爭激烈，他能否獲得奧運會資格還不一定。
世界羽聯規定，每個國家和地區每個項目

最多只能派兩名（對）選手參加奧運會，即
使在某個單項中一個國家或地區包辦了里約
奧運會資格排名的前四名，最後也只能選兩
名（對）選手參賽。像中國隊這樣的強隊，
隊內競爭的殘酷可想而知。
林丹說：「所有的競爭還沒有結束，中國隊

不只有一個林丹，每個球員都想代表國家參加
奧運會，我們都必須拿出最好的狀態，不管你
是誰，都必須要竭盡全力才能進入名單。」
在目前里約奧運會資格排名上，中國的男

單好手諶龍高居第一，林丹位居第六，田厚
威第八。接下來資格賽還有多站，因此排名
還存在着變數。
林丹12日以2：1戰勝隊友薛松，得以與

田厚威在男單決賽會師。 ■記者 陳曉莉

林丹全英賽六度稱王 里奧資格未定 中國名將丁俊暉
當地時間 12 日在
威爾士的蘭迪德諾
進行的世界大獎賽
準決賽中以 3：6
不敵梅菲，無緣決
賽。
首局比賽，丁俊

暉單桿打出 68 分
佔得先機，第二局
梅菲回敬一個單桿
62 分，將局分扳
平。丁俊暉隨後利用對方失誤再下一局。第四局，
梅菲單桿轟出110分，這是他在本屆比賽中首次打
出單桿過百。丁俊暉接下來連得66分勝出，以3：2
第三度領先，但前世界冠軍梅菲隨後主導了比賽，
連扳4局收穫最後勝利。
梅菲賽後說：「丁俊暉是歷史上最優秀的球員之

一，我必須拿出最好的狀態才能獲勝。」
儘管沒有晉級，但時隔11個月之後首次打入大型
排名賽的四強，丁俊暉已經逐漸找回了曾經的狀
態，他也獲得了兩萬英鎊的獎金，世界排名也有一
定提升。
梅菲將在決賽中與冰咸交鋒，後者在另外一場比

賽中以6：5險勝佩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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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暉無緣大獎賽決丁俊暉無緣大獎賽決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選手張帥當地時間12日在美國印第安韋爾斯網球
賽女單第二輪中上演大逆轉，以2：1擊敗前世界排名第
一的丹麥名將禾絲妮雅琪（禾琪），進入女單32強。
這場耗時3小時24分鐘的比賽爭奪極為激烈，張帥獲

勝的3盤比分為4：6、7：6（10：8）和7：5。以防守見
長的「丹麥甜心」在第二盤搶七中獲得賽點，但中國金
花在最後時刻連續得分神奇逆轉。

第三盤比賽
中，現世界排名
第69位的天津姑
娘在1：4落後的
局面下表現沉
穩，連破帶保，
將局分追平。兩
人各自保發後，
張帥沒有再給現
世界排名第25位
的對手機會，連
下兩局拿下比
賽。 ■新華社

張帥反勝禾琪
晉印第安網賽32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兩支搶分護級球
隊標準流浪及元朗，昨皆
和波收場，這對難兄難弟
分別以7分和9分位列榜
尾和尾二，繼續在降班邊
緣掙扎。
在深水埗主場，流浪31

分鐘憑安力圖領先一球，
但只開心了5分鐘，因守
門員蕭亮門前甩手，第37
分鐘白白送回一球予夢想
駿其，雙方以1：1直至完
場。流浪會長莫耀強坦言
對護級只盡全力，但基於
個人面子問題，在確定降
班後，實難再接受任何挽
留而留在港超。他認為，
只要肯用錢投資，仍然可
以將一支球隊搞得有聲有
色。
至於元朗對飛馬一役則

高潮迭起，補時階段以
1：2落後的元朗，在元洋
跟飛馬門將基斯贊爭吵下
被紅牌逐出場，10人苦戰
的元朗最後一分鐘憑葉子
俊近門射入追成2：2，這

是元朗今季取得的最重要入球。
流浪及元朗餘下各有三場搶分

戰，以元朗路最難行，先有下月3
日對東方、24日對黃大仙及5月7
日對駿其，悍將葉子俊期望早早上
岸。至於流浪則於下月2日對南
區、5月7日對飛馬及未排檔期鬥
黃大仙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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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卡度列卡度（（左二左二））暫代暫代主帥主帥。。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南華足主張廣勇南華足主張廣勇（（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宣宣
佈與米路和平分手佈與米路和平分手。。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南華戰績不南華戰績不
佳佳，，米路失帥位米路失帥位
是預料中事是預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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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安力圖流浪安力圖（（黃衣黃衣））與姚浩明爭與姚浩明爭
球球。。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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