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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國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到訪香港特
區，大受香港市民歡迎，國家運動員在奧運取得佳績，為國爭光，香港市民
亦感到興奮和驕傲。正如「洪荒少女」傅園慧昨日表示，內地和香港都是一

傅園慧為交流「忍痛」棄迪園

特首禮賓府設歡迎酒會「洪荒少女」
：兩地一家人

一句「洪
荒之力」令傅
園慧紅遍網
絡，她的豐富
表情及真性情
在香港亦迷倒一眾「粉絲」。
在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團見面
會上，傅園慧免不了成為記者
及攝影師們的焦點，她坦言想
不到在香港會有這麼多人喜歡
■傅園慧將咪高峰放 自己，會為與香港市民交流的
在杯內，十分鬼馬。 機會「忍痛」放棄去香港迪士
聶曉輝 攝 尼樂園。

■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到訪
香港，
香港
，大受市民歡迎
大受市民歡迎，
，並於
昨日下午出席在禮賓府舉行
的歡迎酒會。
的歡迎酒會
。

家人，血脈相連，不分你我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歡迎酒會上亦指，香
港市民和國家運動員血相通、脈相連，都為他們鼓勁和歡呼。
■特首夫婦與傅園慧自拍合影
特首夫婦與傅園慧自拍合影。
。

■運動員邀梁振英合影。

代

孫楊：笑對在港任何事

拚搏精神 振奮港人

梁振英：港人為健兒驕傲
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他代表香港特區政
府和全體香港市民，熱烈歡迎代表團到訪香
港。而禮賓府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
地方不大，但肯定是香港最有歷史、舉行各
種最隆重典禮的場地。政府在禮賓府舉行歡
迎酒會，還邀請到中央駐港機構的負責人及
各界人士來臨，體現了香港社會各界對代表
團訪港的歡迎和重視，更說明了香港對代表
團來訪的感謝。
梁振英指出，里約奧運會幾天前剛剛閉
幕，國家的運動員取得了非常優秀的成績，
為國爭光，「香港同胞都感到十分興奮、十
分驕傲」，又說在「里約奧運期間，香港市
民和國家運動員血相通、脈相連，為大家鼓
勁，為大家歡呼。」
他表示，在本屆里約奧運，國家運動員在
多個項目的表現突出，取得優異成績。而我
國是一個運動大國，通過全國和全民的拚搏
奮鬥，也成為了體育強國，培訓出很多具有
世界水準的運動員。
他又指，全香港市民將會在今日舉行的
「奧運精英顯風采」和「奧運精英約定你」
活動中，看到代表團的精彩示範表演，讓香
港市民欣賞到國家精英運動員的英姿風采，
他們都十分感謝，也十分期待。
梁振英又向代表團介紹香港，指他們在港
只有短短三天時間，但香港好看好玩好吃的
地方特別多，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
鄉郊野一應俱全。
他說，就如身處的禮賓府，是市中心的
一部分，但離最近的郊野公園入口或美麗
的大海灘，只需要 15 分鐘車程，香港的
鳥類和蝴蝶品種，比歐洲中型國家全國還
要多，香港還有無數的中外餐廳和商店。
他歡迎大家將來再到香港休息度假，笑言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會和我爭着為大家當
嚮導」。

■龍清泉與鄭姝音
曾慶威 攝

■郎平與吳敏霞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郭正謙 ) 國家精英運動員
代表團昨日開始展開一連三天的訪問行程，
代表團昨日開始展開一連三天的訪問行程
，團長
劉鵬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劉鵬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知道代表團的活動出
現一票難求的盛況，
現一票難求的盛況
，感謝香港市民對國家運動員
的支持，
的支持
，證明了兩地人民之間深厚的感情
證明了兩地人民之間深厚的感情。
。女排
主帥郎平則表示，
主帥郎平則表示
，中國女排能夠奪金而回
中國女排能夠奪金而回，
，就是
靠着傳統承傳下來永不放棄的拚搏精神，
靠着傳統承傳下來永不放棄的拚搏精神
，希望藉
今次交流將這種精神帶給香港運動員及年輕人。
今次交流將這種精神帶給香港運動員及年輕人
。

劉鵬：
劉鵬
：回報市民多年支持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昨日下午舉行的國家
精英運動員代表團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隊在今屆
精英運動員代表團記者會上表示，
奧運屢創佳績，
奧運屢創佳績
，中國體育精神不單體現在這些璀
璨的金牌上，
璨的金牌上
，而是所有運動員背後的熱血故事
而是所有運動員背後的熱血故事，
，
希望今次交流可以為香港市民帶來啟發及感動，
希望今次交流可以為香港市民帶來啟發及感動
，
並促進兩地體育方面的合作。
並促進兩地體育方面的合作
。
劉鵬指出，
劉鵬指出
，此行是回報香港同胞對內地體育事
業和健兒多年來的關心支持，
業和健兒多年來的關心支持
，希望與港人共享中

■張繼科與林丹看手機。

華兒女的榮耀歡樂。他又感謝香港市民對國家隊
華兒女的榮耀歡樂。
的支持，
的支持
，表示港人支持的力量是巨大的
表示港人支持的力量是巨大的，
，有助推
動國家的體育發展。
動國家的體育發展
。

郎平：
郎平
：國家有需要必盡力
力克塞爾維亞及巴西等強敵勇奪里約奧運金牌，
力克塞爾維亞及巴西等強敵勇奪里約奧運金牌，
中國女排無疑是今次國家精英運動員訪港的焦點
之一，
之一
，主帥郎平表示回國後知道全國街頭巷尾都
在討論她們的奪金事跡，
在討論她們的奪金事跡
，感受到及衷心感謝全國
人民的支持，
人民的支持
，更笑稱自己的輩分突然高了很多
更笑稱自己的輩分突然高了很多：
：
「很多粉絲都跟我說爺爺姥姥的一代已在支持我
很多粉絲都跟我說爺爺姥姥的一代已在支持我，
，
讓我知道原來自己已到了奶奶的程度。」
讓我知道原來自己已到了奶奶的程度
。」
1984 年時以
年時以「
「 鐵榔頭
鐵榔頭」
」 之名為中國女排首奪
奧運金牌，
奧運金牌
， 32 年後郎平以教練的身份再度登上
奧運之巔，
奧運之巔
， 她表示靠的就是薪火相傳的精神
她表示靠的就是薪火相傳的精神：
：
「 女排技術體能等在這幾十年間有了很大的飛
躍，不過永不放棄的拚搏精神卻從來沒有改
變 ， 個人再大
個人再大，
， 也不及團隊大
也不及團隊大，
， 而這種精神不

僅在中國女排得到傳承 ， 國家隊其他項目如跳
僅在中國女排得到傳承，
水及羽毛球等也是一樣。」
水及羽毛球等也是一樣
。」
郎平在重掌中國女排前曾任美國國家隊教練以
及在歐洲執教，
及在歐洲執教
，她認為這是對中國女子排球水平
的一種肯定：「
的一種肯定
：「美國是一個體育水平很高的國
美國是一個體育水平很高的國
家，邀請一個中國人當他們國家隊的教練
邀請一個中國人當他們國家隊的教練，
，就是
證明中國女排在國際領先水平，
證明中國女排在國際領先水平
， 而當國家需要
我，我肯定要回來出一分力
我肯定要回來出一分力。」
。」

國手：
國手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奧運夢
奧運夢」
」
國家隊在今屆奧運作出多個「
國家隊在今屆奧運作出多個
「零的突破
零的突破」，
」，宮金
宮金
杰及鍾天使在女子團體爭先賽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
為中國取得首面場地單車奧運金牌，
為中國取得首面場地單車奧運金牌
，能夠創造歷
史，宮金杰表示正是由於對奧運夢的堅持
宮金杰表示正是由於對奧運夢的堅持：「
：「永不
永不
放棄是我們中國運動員的精神，
放棄是我們中國運動員的精神
，雖然訓練很艱苦
雖然訓練很艱苦，
，
不過到我們拿到這面金牌時，
不過到我們拿到這面金牌時
，一切都值得了
一切都值得了，
，而我
們所戴着的花木蘭穆桂英頭盔，
們所戴着的花木蘭穆桂英頭盔
，就是要向世界表達
我們的決心，
我們的決心
，將中國傳統精神宣揚開去
將中國傳統精神宣揚開去。」
。」

中國於里約奧運羽毛球項目只取得兩面金
牌 ， 不過林丹與李宗偉之戰已成經典
不過林丹與李宗偉之戰已成經典，
， 顯示了
體育不僅僅是勝負，
體育不僅僅是勝負
， 當中所包涵的奧林匹克精
神更在林丹的風度下得到體現，
神更在林丹的風度下得到體現
， 而諶龍的男單
金牌亦證明中國羽毛球後繼有人仍處於領先地
位。林丹表示整支羽毛球隊已經傾盡全力：
「 要在一個體育項目長期處於領先地位是相當
困難，
困難
， 雖然金牌數目減少
雖然金牌數目減少，
， 不過所有運動員已
經非常努力，
經非常努力
， 我現在沒有想過會否出戰東京奧
運，會先休息一段時間後再好好考慮
。」
會先休息一段時間後再好好考慮。」
中國乒乓球隊在今屆奧運繼續難逢敵手，
中國乒乓球隊在今屆奧運繼續難逢敵手
，女單決
賽丁寧力克隊友李曉霞取得個人奧運第一金證明中
國乒乓球隊人員配置之充足，
國乒乓球隊人員配置之充足
，於國際乒壇擁有無可
匹敵之地位。
匹敵之地位
。
丁寧表示，
丁寧表示
，自己在倫敦奧運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去調整，
去調整
，能夠在決賽遇上李曉霞是幸運的
能夠在決賽遇上李曉霞是幸運的：「
：「我和
我和
李曉霞對彼此的打法均非常了解，
李曉霞對彼此的打法均非常了解
，勝負只在臨場發
揮和應變上，
揮和應變上
，能夠遇上她我是比較幸運
能夠遇上她我是比較幸運。」
。」

曾慶威 攝

■女排名將惠若
琪。 聶曉輝 攝

大江南北拼盤
蜜汁叉燒
明爐燒鴨
五香牛月展
青芥海蜇
陳醋雲耳

■男乒教練劉國梁
曾慶威 攝

牛肝菌竹笙菜膽燉螺頭湯
福祿花菇玉環瑤柱脯
清蒸海上鮮
香葱茗茶燻雞

梁振英其後在其 facebook 專頁發佈數張
在酒會上與精英運動員的合照，包括與妻
子梁唐青儀及「洪荒少女」傅園慧的自拍
合照。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同樣在 facebook
發佈與運動員的合照，合照者除傅園慧
外，還有林丹等。

欖菜豚肉雞粒炒絲苗
鮮肉餃滬式幼麵
紫薯蘆薈露
■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團昨日抵港後舉行記者會
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團昨日抵港後舉行記者會。
。 曾慶威 攝

鮮果拼盤

部分人有意見難言「矛盾」

筵開19席 奧運精華片段佐酒
華片段，全都是一眾國家健兒在賽場
上的精彩一刻，並以女排隊長惠若琪
奪金一下扣殺作結，現場掌聲雷動。

林鄭：兩地尋求互利共贏

白汁海皇蟹蓋

CY夫婦邀傅園慧自拍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社會近
年十分關注內地與香港居民的矛盾問題，
「洪荒少女」傅園慧表示，內地和香港都
是一家人，血脈相連。泳手孫楊也說，相
信不會因為一部分人對內地有意見，就會
導致大家關係有矛盾，又表示會以微笑面
對在香港發生的任何情況。
在昨日記者會上有記者發問，若國家運
動員在香港遇到本地市民表達不同政治訴
求及意見時會有什麼反應，並點名要求游
泳代表孫楊、傅園慧及跳水代表吳敏霞作
■孫楊
曾慶威 攝
答。主持人認為問題與代表團訪港無關，
「體育與政治無關。」

孫楊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主動提到，他自己很喜歡香港，認為內地
與香港，不管是老百姓還是運動員的關係都非常好，不同意有人所
指的「有矛盾」。總體來說，他認為內地與港、台的關係都處理得
非常好，不會因為一部分人對內地有意見，就會導致大家的關係出
現矛盾。
孫楊續說，內地的運動員會以微笑的姿態面對在香港發生的任何問
題，不會對大家有任何不尊重，「我們和大家都是朋友，會非常友好。」
傅園慧則指，自己一直很喜歡香港。內地和香港都是一家人，血
脈相連，都是兄弟姐妹，之間沒有分你我他。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表示，兩地在各方面的交往多了，在個別
地方發生少許磕磕碰碰的事，是極個別的事，完全不影響主流和大
局，問題都會得到解決。

■ 晚宴開始前現場
播放奧運比賽精
華。
彭子文 攝

港府歡迎晚宴菜單

真誠回答引哄堂大笑

除了一眾奧運金牌選手，女子背泳 100 米銅牌得主
傅園慧憑藉直率開朗的性格俘虜不少香港市民的心，
表情多多的她昨日在見面會上充滿真誠的對答更不時
引起哄堂大笑及掌聲。傅園慧坦言自己一直很喜歡香
港：「我一直很喜歡香港，很期待香港很多好吃好玩
的東西，我做夢都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喜歡我。至於
『洪荒』一詞，我當時只是想用一個詞形容自己用光
身體所有力量，沒想到會爆紅。」
之前曾去過上海迪士尼樂園遊玩，傅園慧亦很期待
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不過為了香港市民只好「忍
痛」放棄：「自己一直很想去迪士尼樂園，但這次隨
代表團來港，最重要是跟香港市民有更多交流，不能
以貪圖享樂心態而來，所以打算下次自己來港時再到
樂園玩。」
傅園慧亦提到自己的精神核心就是遇到困難不要放
棄並努力堅持：「這不單我個人是這樣，所有中國運
動員都是這樣，大家都是很優秀的運動員。」
■記者 郭正謙

■馬龍、丁寧與曾俊華合影。

表團於昨日下午出席由特區政府在
禮賓府舉行的歡迎酒會。代表團團
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港協暨奧委
會會長霍震霆，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外交
部副特派員胡建中，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校
何啓茂，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常委、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各區區議會主席，體育界代表以及社會知
名人士出席。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岑志
剛）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昨
日抵港，香港特區政府昨晚於灣仔會展
中心特別設下歡迎晚宴，邀請社會各界
人士、香港運動員一同歡迎這批國人的
驕傲。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致
辭時表示，香港人與內地人都是中華民
族的兒女，都是一家人，香港人會為香

港運動員打氣，看到內地運動員拿到獎
牌，亦感到非常光榮。
晚宴於昨日 7 時許開始，特區政府在
灣仔會展中心筵開 19 席。林鄭月娥與
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
引領一眾代表團成員進場時，現場奏
起歡迎樂曲，一眾嘉賓站立鼓掌。其
後，現場播放長約 6 分鐘的里奧比賽精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在「一國兩
制」《基本法》的規定下，香港特別行
政區能夠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
地組團參與奧運及其他的國際賽事，對
香港的運動發展起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作
用。她續說，無論香港運動員或內地運
動員均在賽場上全力以赴，正是奧運精
神，也是最高的體育精神。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已回歸祖國 19
年，國家體育總局一直給予香港體育界
很大的支持，認為兩地體育界、政府及
人民應不斷尋求一些能達至互利共贏的
合作機會，讓兩地人民在經濟民生、文
化體育的生活水平都能得以提升。
出席晚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雙方體育交流由來已久，香港一些
項目如單車、乒乓球和羽毛球取得佳
績。除了源自運動員本身努力之外，也
有賴於兩地交流，例如「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的教練沈金康也是來自內地的優
才，體現了兩地人民血濃於水的感情。
他指出，內地可利用其體育強項支持
香港發展，正如香港可以利用金融業上
的優勢協助內地，兩地可互相支持共同進
步。

賓客趁機會求合照
陳勇又透露，國家隊經歷連日比賽，不
少隊員已感到相當疲憊，更有個別隊員需
要伏在桌子上小睡片刻，主辦單位也特別
提醒來賓避免影響到運動員休息，各賓客
理解運動員苦衷，席間主要是各自進餐，
並沒有出迎敬酒，但也有女性賓客趁機會
與個別運動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