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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奧運精英訪港 傳遞奧運情中國心
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雖已閉幕，但 700 萬香
港人的奧運熱情，在這個周末將達頂峰，因為
國家奧運精英運動員代表團一行 64 人，今日蒞
臨香江訪問三日，期間除有精彩表演外，還將
與市民零距離交流、互動。國家奧運精英征塵
未洗，就馬不停蹄來港與市民分享榮譽，傳遞
奧林匹克精神，這是國家和精英運動員對香港
深厚感情的生動體現；而港人對奧運精英們熱
切期盼、翹首以待，顯示出對國家成就與有榮
焉的家國情懷，體現着獅子山下精神與奧林匹
克精神的共鳴。這種雙向的感情傳遞，是對港
人愛國愛港情懷的振奮和激勵，也是對少數人
妄圖煽動「港獨」，挑撥兩地關係的一次強大
民意展示。
郎平、傅園慧、孫楊、林丹及張繼科等備受
關注的教練員和運動員均在本次訪港之列，他
們將向香港市民作示範表演，並參與綜藝節目
的錄製。相關活動的門票於 22 日發售當天便一
早售罄，不少市民更是通宵排隊買票。本次已
是奧運精英運動員連續第四屆賽後訪港，體現
國家對香港的重視關懷依舊，國家運動精英對
港人的深情牽掛依舊，充分展現了奧運健兒與
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手足之情，亦是對香港廣
大市民愛國愛港熱情的激勵。
至於本次訪問團的亮點，首先，不單純以金
牌論英雄，林丹、傅園慧等在比賽中展現拚搏
精神，感動世人的精英運動員，亦在訪港之
列；其次，深受市民喜愛的運動員將落區與市
民零距離接觸，據悉女排隊員可能會探訪老人

港大率先反「港獨」暴力有示範作用

院，還將會見制服團體、跟青年對談等等，讓
未能「撲飛」觀看運動員表演的市民，仍有機
會一睹心中英雄的風采。
國家主席習近平前日會見奧運體育代表團
時，讚揚體育健兒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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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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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些金牌健兒和精英運動員與香
港廣大市民零距離互動、與青年運動員切磋技
藝、與各界分享交流，必將讓港人親身感受那
份為國爭光的榮耀，為港人注入滿滿的「正能
量」。
港人爭睹國家運動精英風采，並不單單是因
為他們的驕人成績和個人魅力，更為重要的，
是我們那份同根共祖、手足相連的身份認同，
以及我們一脈相承的民族精神。這些在奧運比
賽中展現堅韌不拔和踏實苦幹精神的精英運動
員，與憑藉獅子山下精神取得成功的港人深深
共鳴。從奧運健兒身上，港人看到了自身成功
的核心精神，也實實在在看到國家發展成就，
為祖國的昌盛感到自豪和驕傲。在這場令市民
歡欣鼓舞，體現「奧運情，中國心」的盛事面
前，那一小撮鼓動所謂「港獨」思潮的極端分
子，不斷挑戰香港法治底線、「一國兩制」政
治底線，毒化兩地關係的激進言行，實在顯得
渺小、可笑和徒勞。
祝願本次奧運精英代表團訪港之行在歡樂、
祥和的氣氛中圓滿成功。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開學禮，校長馬斐森代表港
大管理層發出聲明表示，「港獨」不切實際，亦
不符大學最大利益，強調港大「為中國而立」。
他更在開學禮上向一眾新生強調，港大擁護「一
國兩制」，不會接受憎恨、冒犯的語言或行為、
暴力。「港獨」入侵校園近期備受各方關注，港
大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近年已經飽受
宣「獨」分子和政治勢力困擾，港大管理層率先
正式表態，抗拒「港獨」干擾和激進暴力言行，
是負責任的決定，對學界及社會有明辨是非、揚
清激濁的示範作用。香港所有院校亦應以港大為
借鏡，立場鮮明、態度堅決反「港獨」，令學校
專注育人與學術，為香港、國家培育英才，造福
社會。
香港與國家不可分離，港大更肩負為中國發展
作貢獻的歷史使命。1910 年，港大奠基時，發起
人兼校監港督盧押已確認港大的使命，是「為中
國而立」。上世紀 70 年代初，如今已是知名學者
的港大校友宋恩榮，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
發表題為《為中國而立──港大的回顧》的文
章，思考港大使命，闡述港大「為中國而立」的
使命。曾經擔任過港大校長的學者鄭耀宗亦曾表
示，港大的發展，一向得到校友的支持，在未來
的日子，隨着港大內地校友聯誼社的拓展，藉着
校友進一步推動與內地教研單位的聯繫，當能加
強港大作為一所高等學府，為祖國培育人才、成
為國際文化交流橋頭堡的使命。從歷代港大人的
信念可以顯示，「港獨」與港大的辦學宗旨背道
而馳，有辱港大「為中國而立」的使命。如今港

大管理層態度清晰地表達立場，指出「港獨」不
切實際，不符大學最大利益，影響港大的國際定
位，向全校師生乃至全港傳遞正確信息，在目前
反「港獨」入侵校園的時期，起到了正本清源、
正確示範的社會效果。
近年港大屢屢捲入政治風波，個別學者鼓吹違
法「佔中」，學生會成員更在其中扮演衝擊警
方、霸道佔路的「急先鋒」；港大學生會成員多
次衝擊校委會會議，非法禁錮校委會成員；港大
學生會刊物《學苑》長期鼓吹「港獨」思潮，煽
動學生流血暴力抗爭。港大不能專注學術教育，
政爭氾濫，日益失色，港大的國際排名每下愈
況，向來被視為「天之驕子」的港大畢業生，竟
然在「本港僱主最願意聘用的大學畢業生」中，
僅排第 4。現實說明，港大長期糾纏政爭、內耗
不斷，必然聲譽受挫，學生前途受損。如果港大
不能正本清源、迷途知返，甚至在「港獨」的泥
淖中越陷越深，對港大和學生百害而無一利，只
會令港大沉淪難起。所幸的是，港大的管理層看
到「港獨」的危害和後果，敢於向「港獨」說
不，不容港大淪為違法暴力的溫床，不容港大變
成「港獨」的大本營。
港大作為本港教育界的翹楚，管理層旗幟鮮明
地反「港獨」，是教育界反「港獨」的良好示
範，其他院校、中小學相信會感到振奮，更應以
港大為榜樣，理直氣壯向本校學生、教師表明，
堅定不移反「港獨」，維護校園安寧，確保學校
遠離政爭干擾，在正常軌道運作，專心培育英
才。
（相關新聞刊 A2 版）

特首讚港選手彰顯永不言敗
200 市民觀嘉許儀式

高呼加油向李慧詩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里約奧運落幕，香港共派出 38 名運動員參
與其中 9 個項目，運動員出色表現掀起全港奧運熱潮。特區政府與港協暨奧
委會昨日假香港文化中心為代表團返港舉行歡迎及嘉許儀式，除代表團成
員外，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港協暨奧委會秘書長王敏超、中國香港代表團
團長霍啟剛均有出席。有約 200 名市民到現場觀賞，部分人更手持特區區
旗，現場氣氛熱烈。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香港運動員在奧運體壇聖殿
上的表現，完全表現出港人永不言敗的精神。

在這「不一樣的兩個星期」中，香港人的心與運動員
緊緊連結在一起。市民關心的不止是比賽結果，而是
運動員的表現，運動員代表香港，發揮香港精神。

指港人與運動員心連心

政府力促發展體育事業
他說：「在這兩星期裡，香港街頭巷尾、茶樓酒
家，甚至政府開會，有些還是我自己主持的一些會
議，稍有少許時間、休息時間，或者是等候開會時，
大家都談奧運，關心香港運動員在巴西的表現。這說
明體育確實有它的魔力和它的魅力。」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希望能夠與香港運動員、與

霍震霆盼四年後取佳績
霍震霆表示，感動於香港運動員勇於拼拚搏、不
屈不撓、永不言敗的精神，「獎牌擦身而過，能夠參
與已是肯定」。雖然拿不到獎牌，但香港市民的關注
和支持對運動員是一個好大的鼓勵，對運動員非常重
要。他指，香港代表團中好多年輕運動員，亦好多是
第一次參與奧運，臨場面對巨大壓力，但香港運動員
依然拿到好成績，有運動員更達到在亞洲來講較高的
水平，令人感動。
他補充，奧運結束，希望運動員收拾心情，4年後東
京再見。他並祝願：「一班年輕人經過此次洗禮，4年
後脫穎而出，取得好成績。」
在儀式中，梁振英在眾人見證下逐一向出席的 19
名運動員頒發表揚狀，其中「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上
台接受表揚狀時獲市民最高歡呼聲，有人高喊「加
油」向其致敬。

霍啟剛：寨卡未影響港將
巴西，香港奧運代表團剛於當地
返港，但有運動員指當地衛生環
境沒想像中差，不太擔心團隊會
受疫症影響。
代表團團長霍啟剛表示，團員
享有自願驗血的服務，而自己在
當地兩星期，自己所見的蚊不
多，亦沒有團員表示不適。

歐鎧淳：沒想像中那麼差

■霍啟剛表示，團員享有自願驗
血的服務，亦沒有團員表示不
適。
莊禮傑攝

游泳代表歐鎧淳表示，前往巴
西前聽過好多與當地有關的負面
言論，包括寨卡疫情，但她表示
去到後發現「沒想像中那麼
差」，反而指本身在香港都好容
易被蚊咬，但在巴西竟「沒怎麼
見到蚊，在完全無被蚊咬的情況
下回到香港」。

而羽毛球代表葉姵延則表示自己
尚未驗血，她表示要在奧運結束兩
周之後再去驗，「那時是最適合檢
驗的時段。」她表示，有關部門已
告知運動員體檢的相關安排及措
施，會陸續做抽樣檢查。她指自己
曾於巴西被蚊叮過，但「不是好嚴
重，只是有些痕，其他一切正常，
故不會擔心」。

李慧詩：會到醫院做檢查
單車代表李慧詩指，巴西當地
的衛生情況尚可，代表團也呼籲
團員不要隨意離開選手村，同時
又準備蚊帳及蚊怕水等防蚊設
備，因此不太擔心團隊會受疫症
影響，惟她表示，自己會到醫院
驗身以策安全。

■特首在分享環節表示，見到李慧詩跌倒時非
常擔心，有打電話問候的衝動。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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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致電問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莊禮傑）日前香港一度確診首宗
外地傳入的寨卡病例。病毒肆虐

■港府與港協暨奧委會昨日為香港代表團舉行歡迎及嘉許儀式，約200名市民現場觀賞，氣氛熱烈。 曾慶威 攝

目睹慧詩炒車

梁振英指，上月於禮賓府與運動員一起參與港隊
出發授旗儀式，跟很多香港運動員見面，每一位運動
員都很陽光，展示體育運動的魅力。「今日，很高興
代表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在這裡歡迎香港代表團，尤
其是香港運動員凱旋。」
他說：「我用『凱旋』這兩個字是由心底出發，
因為大家在奧運這個世界體壇聖殿上的表現，甚至可
以用『表演』這兩字，完全體現了奧運公平比賽的精
神，亦完全表現出我們香港人的精神，包括永不言敗
的精神。」
梁振英表示，在「不一樣的兩個星期」中，透過電
視轉播、報章報道，香港人的心與運動員緊緊連結在
一起，市民關心的不止是比賽結果，而是運動員的表
現，運動員代表香港，代表香港發揮香港精神。

全社會，包括學校、家長一起繼續發展體育事業。就
硬件來說，啟德運動園區，一項數以百億元計的投
資，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一個體育硬件設施的投資。
從政府組織架構來看，通過政府部門制訂政策、執行
政策，促進香港體育繼續有更好發展。
他並分享未來體育發展方向：「普及化，讓每一個
香港人都能夠參與體育活動，每一個香港人都好像運
動員一樣陽光。另外是盛事化，接着是精英化。我們
希望從設備、資金、政策，以至政府政策和執行部門
繼續支援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
梁振英感謝代表團75位團員為香港爭光。祝願運動
員再接再厲，在東京2020年奧運會有更好的成績。

19位香港運動員昨出席歡迎
儀式，其中「牛下女車神」李
&
慧詩、男子滑浪風帆運動員鄭
俊樑、香港「跳遠王子」陳銘
泰、「美人魚」歐鎧淳與特首
梁振英參與互動分享環節。梁振英指，如今的
體育不只是體力這麼簡單，而更多是堅持與激
情。他並感謝每一位運動員的努力付出。



三朝元老感悟團隊精神

他在分享環節表示，看電視直播時心情一直
很激動，心跳加速。見到李慧詩跌倒時更是擔
心，有衝動打電話詢問她的情況，「痛不痛？
有無怎樣。」隨後，他與李慧詩現場互動，兩
人對話十分溫暖。

陳銘泰分享時說，比賽時很緊張，一直盡量放
鬆心情，比賽後感受最大的是市民的支持，好感
動。歐鎧淳作為三朝元老，有豐富參賽經驗。
她表示，今次第三次參加奧運，與之前兩次
感受有好大分別，今次歷史性以 6 女 1 男參加
奧運，更有團隊精神。鄭俊樑則表示，比賽感
覺並不像想像中辛苦，更有自由自在及速度
感。他並感謝父母一直以來的支持。
李慧詩分享自身故事，回顧 2008 年失落奧運
資格時，「自己好沮喪，每天都在哭」，但當
時教練的一句話點醒她。「教練跟我說，現在
的你只會哭，又不訓練，4 年之後的倫敦奧運
難道你又要繼續哭？不如現在開始練習，開始
準備自己，說不定 4 年之後，你就可以站在奧
運場上，並且一鳴驚人。」最終李慧詩成功參
加2012倫敦奧運並一舉奪得獎牌。

奧運將全港凝聚在一起
李慧詩說：「大家時刻都要準備好自己，有
機會的時候才能及時把握機會，但如果沒準備
好，或一直處於一種灰心的狀態，機會即使好
快到，但可能都把握不到。」她希望自己的故
事能夠鼓勵青少年時刻準備自己，不灰心、不
放棄。
她表示，奧運四年一次，每一位運動員都
會好好把握。但令人感動的是，市民的反應如
此熱烈，對每一位香港運動員持續的關注都好
令人感動。她並指，奧運是好難得一件可以令
到「全城」為之努力的賽事，這也正是奧運的
精神，通過運動將更多人凝聚在一起，一起努
力。
■記者 陳文華、莊禮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