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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里約奧運中國體育代表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第 31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成員，歡迎中國體育健
兒凱旋， 他用巴西里約奧運會期間人們經常喊的口號結束當天
講話：我們的運動員們加油！中國隊加油！中國加油！

中國隊加油！
中國加油！

■習近平等會見第
習近平等會見第31
3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成員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成員。
。

習近平強調，中國體育健兒在里約奧運會上
的出色表現，生動詮釋了奧林匹克精神和
中華體育精神，為祖國爭了光，為民族爭了氣，
為奧運增了輝，為人生添了彩，激發了全國人民
的愛國熱情和全世界中華兒女的民族自豪感，增
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
國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

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內，到處歡聲笑語，洋溢
着喜慶的氣氛。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許，習近平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代表團成員中間，同大家親
切握手，並合影留念。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
話。他表示，在剛剛結束的里約奧運會上，你們
頑強拚搏、奮勇爭先，出色地完成了各項參賽任
務，取得了26枚金牌、18枚銀牌、26枚銅牌的優
異成績，位居金牌、獎牌榜前列，實現了運動成
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續寫了中國體育新輝煌。
習近平指出，里約奧運會期間，你們敢於挑戰
和超越自我，表現出了高昂的鬥志、頑強的作
風、精湛的技能。你們在賽場上的英姿、在賽場
外的風範，展現了當代中國人特別是當代中國青

年人的風采。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國家、人
民大力支持的結果，是全國體育戰線團結奮鬥的
結果，也是你們刻苦訓練、辛勤付出的結果。

女排不畏強手奪金全國振奮
習近平強調，我們講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們不以勝負論英雄，同時
英雄就要敢於爭先、敢於爭第一。在奧運會這樣
高水平的競爭場合，爭第一、拿金牌獎牌很不容
易，拿到金牌獎牌的，值得尊敬和表揚。同時，
只要勇於戰勝自我、超越自我，即使沒有拿到金
牌獎牌，同樣值得尊敬和表揚。所以我要說，這
次拿了金牌獎牌的隊伍和運動員，都是好樣的。

這次沒拿到金牌獎牌，但在比賽中做了最好的自
己的隊伍和運動員，也都是好樣的。中國女排不
畏強手、英勇頑強，打出了風格、打出了水平，
時隔 12 年再奪奧運金牌，充分展現了女排精神，
全國人民都很振奮。中國體育健兒在里約奧運會
上的表現，展示了強大正能量，展示了「人生能
有幾回搏」的奮鬥精神。實現「兩個一百年」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就需要這樣的精神。要在全社會
廣泛宣傳中國體育健兒在奧運會賽場上展現的拚
搏精神，使之化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
強大精神力量。

為實現中國夢增添強大力量

■習近平昨日會見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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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巴西里約奧運完滿結
束，一行64人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將於明天展開
一連三天的訪港行程。代表團行程緊密，市民有不
少機會近距離與運動員接觸，包括欣賞「夢之隊」
的跳水、游泳、乒乓球及羽毛球隊表演，而女排成
員更會走進社區及商場與市民交流。
代表團明天抵港，特區政府隨即舉行歡迎儀式，
代表團其後會舉行記者會，再出席特區政府與行政

長官設的歡迎酒會及晚宴。

下周一離港轉赴澳門
後天為訪港團行程的「戲肉」，亦是市民與金牌
運動員交流的好機會。金牌運動員將兵分多路到不
同地方，包括進行跳水、游泳、乒乓球及羽毛球表
演，並會與香港運動員切磋，市民能一睹他們的英
姿。其餘運動員暫定與香港制服團隊及小學生交流

黃英豪贊助食宿組義工團接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萬眾期待的
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將於明早抵港。第三度
贊助代表團酒店食宿的全國政協委員、黃
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黃英豪
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已於尖沙咀海
景嘉福酒店預留兩層客房接待代表團，且保
安嚴格，確保運動員可獲良好休息，不受騷
■黃英豪
擾；今年更首次組織了一批熱心及訓練有素的
記者劉國權 攝 青年義工，全天候為代表團提供服務。

看女排精彩表現感動到哭

黃英豪笑言自己是中國女排的「忠實擁躉」，他在里
約奧運女排決賽當天一早安坐於電視機前，足本欣賞 2.5
小時的比賽，期間哭濕了一張又一張的紙巾，為女排的
精彩表現而感動。2004 年、2008 年及今年，黃英豪均全
數贊助代表團的酒店食宿，「自己熱愛體育運動，很仰
慕健兒們的奮鬥精神，希望在內地奧運精英來港與廣大
市民交流聯歡的時候，自己能作出一點貢獻。」
為爭取此難得機會，他早於 3 個月前已開始準備，與
酒店聯絡，逐步騰出連續兩層酒店客房樓層合共 80 間客
房。他透露，運動員將會兩人一間客房，屆時將有特別
保安安排，其他房客無法前往該兩層，保證運動員不受
騷擾。

贊助酒店食宿外，黃英豪還組織了專門的接待團隊—
近 40 人的香港青年義工團，部分是在校大學生，也有在
職者，全部都必須經過選拔及培訓，全天候為代表團提
供服務。義工團雖可近距離接觸一眾運動員，但要保持
專業，不可要求與運動員合照或拿簽名。
今屆訪港的不只是金牌健兒，一些表現出色、受港人
愛戴的運動員亦隨團訪港，包括「洪荒少女」傅園慧、
兩屆男子羽毛球單打金牌得主林丹及中國 100 米短跑紀
錄保持者蘇炳添。黃英豪表示，自己得知訪港名單時亦
感覺驚訝，認為今次的特別安排反映中央政府把握民情
脈搏；加上運動員返國後隨即安排訪港活動，顯示中央
對香港的關愛。

並騎單車與市民交流；而一向受市民歡迎的女排成
員則走入社區與市民交流。
完成所有行程後，所有運動員齊集伊利沙伯體育
館，於下午4時30分參與「奧運金牌精英約定你」
大匯演作綜藝演出。行程最後一天，一批運動員將
到香港體育學院與教練及運動員交流，其餘運動員
分批到社區進行排球、乒乓球及跆拳道交流。行程
結束後他們隨即離港，轉赴澳門繼續訪問之旅。

超級丹：休整後還要打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張聰 北京報道）「超
級丹」林丹是否會在里約
奧運會後退役備受社會關注，
昨日，林丹在接受本報獨家採訪時
回應，「還將繼續打球」。林丹表示，
奧運會後會進行一段時間的休息調整，但隨後
會返回羽毛球賽場。作為中國體壇男運動員的
一面旗幟，北京和倫敦兩屆奧運會金牌得主林
丹在香港、澳門等地具有相當影響力，談及本
次隨團訪港，林丹直呼，「有點意外」。
對於本次隨團訪港，林丹表示，他曾多次到
訪香港，但這次隨團訪港感到意外，「以前都
是奧運金牌獲得者才能前往，但我這次並沒有
獲得金牌，所以還是蠻意外的。」談及給香港
青少年的寄語，林丹表示，希望香港青少年能
夠多參加羽毛球運動，並逐漸把羽毛球運動發 ■林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林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
展為一種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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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健兒同來顯中央關愛

健兒抵港第一餐任吃
健兒們抵港第一
餐吃什麼？答案是
(
自助餐任吃。冷盤
有烚蝦、新西蘭青
口；熱食有扒三文
魚龍蝦汁、香煎牛柳配鴨肝汁、
燒春雞；翌日的餐單再加入長腳
蟹、燒羊架、青咖喱雞等。甜品
除了有凍餅外，還有 Movenpick
雪糕任吃。

*

內地奧運精英訪港初步行程
日期

曾目睹「欄王」劉翔吃光數大
盤食物，黃英豪笑言印象難忘，
更明白健兒們於賽後的放鬆狀態
其實「好吃得」，因此酒店提供
的自助餐「一定要夠食」，款式
亦經過精心配搭，每一餐的內容
都不一樣，「不知道他們喜歡吃
什麼，唯有提供更多不同的款
式，最緊要吃得開心」。
■本報記者 陳敏婷

活動內容

時間

11:30－11:55 代表團飛抵香港；歡迎儀式
8月27日
（周六）

15:00－16:00 代表團與媒體見面會
19:00－20:30 特區政府歡迎晚宴，特首致辭
跳水、游泳、乒乓球及羽毛球
表演
09:30－11:00 與香港制服團隊及小學生交流
女排走進社區、老人院及商場與
市民交流

8月28日
（周日）

習近平強調，體育界有句話：「走下領獎台，一
切從零開始。」希望同志們牢記使命、戒驕戒躁、
再接再厲，努力為祖國和人民贏得更大榮譽，讓體
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強大中國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
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參加會見。

排球女將落區與市民交流

新華社

16:30－18:00 「奧運金牌精英約定你」
大匯演
19:00－20:30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宴
請
與香港體育學院教練及運動員
交流

8月29日
（周一）

10:00－11:15 歡樂排球公開課
乒乓球社區交流
跆拳道社區交流
15:00

代表團赴澳門
整理：文森

奧運精英赴港前談感受
女排主教練郎平：每次在香港比賽都感
覺非常好，不過暫時沒有遊玩和購物計
劃。現在最想補睡覺，總覺得睡不夠。
乒球男團冠軍張繼科：之前曾到過香
港，對香港印象非常好，希望能有更多
機會與香港市民多多互動。還沒有考慮
過是否找香港女孩做女朋友。
乒球男單冠軍馬龍：希望更多香港同胞
喜歡體育，關注體育，讓中國體育包括
香港體育事業發展更好。
羽球男雙冠軍傅海峰：希望我們的表現都
能打動香港球迷朋友包括年輕人，大家一
起加油。每年都去香港，對香港非常熟
悉，今年年底在香港還有公開賽。
跳水 3 米板女雙冠軍吳敏霞：首先感謝香
港同胞對中國跳水隊的肯定與支持，希
望以後能繼續支持中國跳水隊，給我們
更大的鼓勵和動力。還不知道會不會與
郭晶晶見面。
羽球男單第四名林丹：很意外自己能和
冠軍代表團一起去，很開心，希望更多
香港年輕人熱愛羽毛球，熱愛體育。
場地單車女團競速賽冠軍宮金傑：非常
期待訪問香港，並能有機會與香港民眾
多多交流。以前曾到過香港一次進行測
試，但沒有機會在香港轉一轉。
男子舉重 56 公斤級冠軍龍清泉：2008 年
時曾到過香港，印象最深的是迪士尼樂
園。香港是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城市。
■記者葛沖、馬靜、張聰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