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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奧運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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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熱盼國手訪港
中國女排最受寵 林丹精神獲肯定
■在里約奧運會獲得金牌的中國女
排 8 月 23 日返抵國門
日返抵國門，
，在北京機場
獲夾道歡迎。
獲夾道歡迎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市民熱切期待國家
奧運代表團今起一連三天的
訪港之旅。國家運動員在港
人心目中的魅力不遜舊日，
當中女排隊奪冠更成為市民
的寵兒，相信今次運動員訪
港將掀起一陣「旋風」；
而羽毛球員林丹表現出奧
運精神亦深獲肯定。另
外，也有市民認為，國家
運動員在奧運後訪港成為
傳統是好事，拚搏精神是
需要交流的。

長者：郎平球員時代已留意
長者梁先生是中國女排的多年「粉絲」，他指
出，在現任教練郎平是球員的時代已經留意球隊的
比賽，他認為當今的球員技術水平不比以前好，是
次能奪冠，郎平應記一功。
同行的梁太太卻不同意丈夫看法，指能夠奪冠就
已經證明了實力。不過，兩老都認為女排今年打出
了拚搏精神，表現絕對值得讚賞。
梁太太又表示，見到早前在沙田等候購買國家運
動員來港獻技節目門票的市民「排晒長龍」，指自
己對親身觀賞節目當然有興趣，但因為年紀大沒有
去排隊，「唯有睇電視啦，我哋咁嘅年紀唔同後生
爭。」
另外帶同兒子觀賞歡迎奧運港隊運動員返港儀式
的陳太太表示，自己希望與兒子觀賞國家運動員來
港獻技的節目，可惜排隊購票的人太多，未能購得
門券。在眾多項目當中，陳太太說自己是中國女排
的忠實支持者，在是次女排奪冠前，已追看中國女
排的比賽，因此是次與中國女排緣慳一面感到非常
可惜。

■梁先生及梁
太太都認為，
太太都認為
，
中國女排今年
打出了拚搏精
神，表現絕對
可嘉。
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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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太希望
帶同兒子入場
觀看中國女排
示範，對與中
國女排緣慳一
面感到非常可
惜。

學生：林丹李宗偉惺惺相惜
■ 伍 同 學
（左）及何同
學異口同聲表
示，在芸芸眾
多奧運項目
中，最留意中
國女排的表
現。

分別就讀中六及中五的學生伍同學及何同學亦異
口同聲表示，在芸芸眾多奧運項目當中，都是最留
意中國女排的表現。她們也對羽毛球員林丹對戰李
宗偉的場面印象深刻。伍同學形容，兩者在場上的
關係猶如朋友，代表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奧
運精神。何同學指出，雖然知道國家運動員會訪
港，又對他們獻技的節目十分有興趣，但卻錯失了
購票的時機，因此只好留意電視的轉播。

容先生：拚搏精神需要交流
除了女排外，亦有市民留意國家其他代表隊的表
現。容先生指出，自己平日有打羽毛球及乒乓球，
因此會對羽毛球及乒乓球代表隊來港獻技的節目更
有興趣，但他說門票公開發售當日要上班，因此不
能購票，直言若有空一定會花時間排隊。
容先生又認為，不從政治角度出發，國家運動員
在奧運後訪港成為傳統是好事，他指雖然體育及政
治難以完全分難，但在某程度上也應分割，「不論
什麼立場，在奧運精神及拚搏精神上的交流是需要
的。」

■容先生認
為，國家運動
員在奧運後訪
港成為傳統是
好事。

曾慶威 攝

霍啟剛盼市民尊重訪港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家精英運動員今日 表情豐富，展示到運動員的另外一面；而林丹與宿敵
起展開三天訪港行程，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表 李宗偉之間的比賽亦表現到與對手之間的友情。
示，是次訪港的運動員名單當中，包括了非金牌選
指市民喜愛傅園慧 馳函邀訪
手，是希望他們帶給香港市民直
率、尊重對手等正能量。他希望
他續說，港協暨奧委會在
全港市民都能尊重訪港的國家運
前往里約前已向中國奧委會
動員，不要在活動上表達其他看
發信邀請運動員訪港，其後
法。他續說，國家運動員訪港行
再發一封信表示希望可以邀
程當中，會加插落區與市民接觸
請到傅園慧或其他運動員，
的機會。
因為香港市民很喜歡他們，
是次訪港團隊中包括了僅獲
加上可帶給香港人正能量。
100 米背泳銅牌的傅園慧、羽毛
被問到部分人或對孫楊有意
球男單第四名的林丹及男子 4×
見，霍啟剛讚揚他是一名優
100 米第四名的蘇炳添這三名非
秀的金牌運動員，又指對運
金牌選手。霍啟剛昨日在一個電
動員應該互相尊重及友誼第
台節目上表示，運動員即使未有
一，不希望有人趁運動員訪
獲得金牌，但背後一樣有辛苦歷
港時或在任何活動上表達對
程及可帶給市民正能量。他舉例
運動員的其他看法，甚或是
■霍啟剛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霍啟剛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 利用這機會表達政治訴求。
指出，傅園慧直率、「搞笑」及

入場前需安檢 違規或被驅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里約奧運會中國
奧運精英代表團將於明天
上午進行兩場「奧運精英
顯風采」示範表演，以及出席
同日下午舉行的《奧運精英約定
你》綜藝節目。康文署昨日提醒持有上述
活動門票的市民，要預留足夠時間到達場地，
在進場前接受保安檢查，以便節目順利進行；觀眾入
場後亦請保留門票以作抽獎活動及驗票之用。
「奧運精英顯風采」──羽毛球及乒乓球示範表
演，將於明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在伊利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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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蘊晴）在國家奧運精英
代表團即將訪港前夕，長期支持中國體育事業、
設立體育基金連續多屆重賞中國奧運健兒的原全
國人大常委、金利來集團主席曾憲梓，決定向曾
憲梓體育基金再追加1億港元，令獎勵中國奧運冠
軍的計劃至少可維持至2056年。

九一派子上京頒獎
曾憲梓體育基金會將於 9 月 1 日在北京國家體
育總局，獎勵在里約奧運會上獲得金牌的中國運
動員，獎金總額為 2,484 萬元（港元，下同）。
正在家鄉廣東梅州休養的曾憲梓，在接受記者專
訪時表示，由於身體原因，他未能像前幾屆那
樣，親身在香港接待凱旋歸來、訪問香港的中國
奧運健兒。9 月 1 日在北京舉行的曾憲梓體育基
金頒獎活動，已委派兒子曾智明代表出席。
在京港兩地都未能與中國奧運健兒會面交流，
曾憲梓感到有些遺憾，但他強調，不論身處何
地，自己的心都與中國精英運動員緊緊在一起，
在電視機前為他們奪冠而歡呼，在梅州為他們訪
港而鼓掌，現在又為他們即將在北京獲頒體育基
金獎金而充滿歡喜。
曾憲梓告訴記者，他在 2008 年捐資 1 億元成立
的曾憲梓體育基金，原本只計劃獎勵四屆奧運健

兒，每屆獎金約2,500萬港元。2012年8月23日，
在體育基金對倫敦奧運中國金牌運動員的頒獎典
禮上，曾憲梓宣佈，基金會追加1億港元，獎勵活
動增加四屆，最少持續至2036年奧運會。
今年，他再度追加1億元予基金，令基金的捐款
總數達到3億元，獎勵活動又增加四屆，最少可持
續至 2056 年奧運會。曾憲梓表示，這既是個人愛
國報國的一點心願，更是對國家民族走向富強的
期盼，因為體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強盛的標
誌。
曾憲梓在訪談中說，在里約奧運會，國家隊隊員
正值新舊交替，加上臨場有些緊張失誤，導致有些
預期的金牌目標沒有達到，但中國奧運健兒沒有放
棄，沒有氣餒，而是在後半場自我調整，克服困
難，奮力趕超。中國奧運健兒的頑強表現，為國家
爭光，讓包括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感到光榮，
「讓我也沾了光！」說到這裡，曾憲梓笑了。

女排比賽場場追看
說起中國女排在里約奧運會的表現，曾憲梓豎
起大拇指：女排比賽的電視直播，他一場都沒錯
過。看到場上比分落後對手，自己的心情跟場上
隊員一樣緊張；看到主攻手扣球得分，又想起郎
平當年英姿，為「鐵鎯頭」後繼有人而鼓舞……

■曾憲梓（左二）獎勵上屆倫敦奧運中國金牌運
動員後，獲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右二）贈送
得獎運動員簽名的畫軸。右一、左一為曾憲梓的
兩名兒子曾智明、曾智雄。
資料圖片
曾憲梓相信，很多香港人跟自己一樣，多年來喜
愛中國女排，喜愛中國奧運健兒，成為中國體育
明星的忠實「粉絲」。
「只要看看這次內地精英運動員訪港表演售票
處長長人龍，只要看看門票早早售罄，你就知
道，中國奧運健兒在香港有多受矚目，有多受歡
迎！」遠在梅州的曾憲梓，也感受到這股熱浪，
因為有不少香港朋友還為此致電向他求助，曾憲
梓笑說，一票難求，這回真的幫不上忙。

曾老捐款體育 全家支持報國

曾憲梓加碼1億 獎奧冠延至2056

體育館舉行；跳水示範表演則於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舉行；《奧運精英約定你》
綜藝節目於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
行。持票人士可於節目開始前約1小時進場。
三項活動均不設劃位，座位先到先得。所有人士進
場時必須出示有效入場門票，入場後並須遵守隨票附
上的場地規則。該規則亦已載列於康文署網頁 http:
//www.lcsd.gov.hk/tc/rio2016/rules.html。
康文署提醒持票人士，違反場地規則的入場觀眾會
被禁止入場或被要求離場。如體育示範表演和綜藝活
動當日天氣惡劣，市民須留意電台及電視台的公佈，
以獲知特別安排。

全國政協委員、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行
政總裁曾智明，將代表父親曾憲梓赴京出
席 9 月 1 日在國家體育總局舉行的曾憲梓體
育基金頒獎禮。臨行前，他獲知父親決定
再次向體育基金捐贈 1 億港元時說︰「這既是父親個人報效
祖國的心願，也是對我們後輩的一種鞭策，今後要將對國家
體育事業的支持繼續下去，我們全家人都理解他、支持
他！」
2007 年 12 月，曾智明接替父親，分別出任曾憲梓名下的
三個基金會的理事長︰包括曾憲梓教育基金會、曾憲梓載人
航天基金會、曾憲梓體育基金會。曾智明管理基金會，並親
自為基金獲獎者頒獎。談起體育，曾智明話明顯地多了起
來。他說，父親生長在中國足球之鄉梅縣，從小喜愛足球，
讀書時曾是籃球隊員，到香港經商之後，一直關心和支持祖
國的體育事業，出錢出力，是國家隊的鐵桿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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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林丹輸了 歡呼諶龍贏了

今年里約奧運期間，父親雖然因病回家鄉休養，但和大多
數香港體育愛好者一樣，非常關注中國奧運軍團的比賽，情
緒隨着中國健兒的表現而起伏。特別是男子羽毛球單打比
賽，聽到林丹輸了，因林丹也是我們客家人啊，父親說︰
「哎呀，林丹輸了」，很是可惜；後來諶龍贏了，父親很高
興，像個小孩子一樣拍手歡呼︰「哎呀！我們中國贏了！」
曾智明深感，奧運會四年一屆，但中國運動員們為此所作
的準備，卻遠遠不止四年，而是從小訓練，刻苦堅持，頑強
拚博，為國爭光，非常了不起。曾憲梓體育基金給中國金牌
運動員帶去的不僅僅是一份獎金，更是一份來自香港的關心
和祝賀。
■記者 石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