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詩四奪「星中之星」香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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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月底召開教練競聘會
中國乒乓球隊將於本月30日至4月

21日在鞍山舉行新奧運周期的教練員
競聘大會。從已經公佈的競聘規則看，
總教練劉國梁、女隊主教練孔令輝繼任
的希望比較大。本次競聘的周期是兩
年，也就是說很可能截至2018年亞運
會結束。本周期教練員競聘的最大特點
是將採用末位淘汰辦法，作為國乒這支
優秀的團隊，為了保持活力和戰鬥力，
今次是首次採用這種比較殘酷的競聘方
式。 ■記者 陳曉莉

第11屆冬季特奧會當地時間20日起在
奧地利中部阿爾卑斯山小城施拉德明舉
行，港隊在速度滑冰和雪鞋競走兩個比賽
項目共奪2金1銀2銅。而中國國家隊則
在當天進行的雪鞋女子100米決賽中獲得
小組第一，為中國特奧代表團贏得本屆冬
季特奧會雪上項目的首金。
港隊首面獎牌來自女子速滑1000米第2

組的譚嘉媛，對生於3月19日的她來說，
這面獎牌可算是一份遲來卻非常珍貴的生
日禮物。而港隊首面金牌則誕生自男子速
滑1000米第3組，由兩位香港代表梁俊軒
和伍肇麟在同組內訌，結果一直落後的梁
俊軒抓住機會實現反超，並摘下桂冠。最
後，另一名代表余祖堂亦憑藉個人鬥心，
在第7組賽事初段超越波蘭選手，取得領
先位置至比賽結束，勇奪金牌為速度滑冰
隊豐收的一天賽事劃上完美的句號。
在雪鞋競走比賽，羅苑菱在女子100米

F12組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連同速度滑
冰隊的獎牌，香港代表隊暫取得2金1銀
2銅共5面獎牌。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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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
獅足球隊下月25日亞冠盃主場對廣州恒
大，賽會以安全為由，謝絕內地球迷
入主隊球迷區，並安排退票事宜。
球隊總監梁守志（左圖）表示，從
售票機構得知有404張內地信用咭
訂購了當日比賽門票。基於保安理

由考慮，梁守志呼籲這些已
購票的內地球迷退票。

東方龍獅將於4
月25日亞冠盃主
場對廣州恒大，

比賽當天會方將加派保安，所有在花墟道旺
角場正門進入主隊球迷區的持票人士，均要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和外國護照。
他透露經廣州恒大出售的作客區門票，

約為300多張。這些恒大球迷不受上述措
施影響，他們會從界限街指定客場球迷區
入場，街外亦增加警方人手。作客球迷區
座位有限，該區只會開放予持有作客球迷
區門票人士進場。
東方向購下主隊球迷區門票，而又未持

有香港身份證明文件的非香港居民，安排
退還購票款項及50港元手續費。受影響的

購票人士，可於3月22日至4月7日，透
過以下途徑辦理退票手續。
退款安排：受影響購票人士可於3月22

日至4月7日期間，於辦公時間（星期一
至五，中午12時至下午6時；星期六及
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帶同門票親
臨長沙灣道680號麗新商業中心11字樓，
辦理退款手續；或於3月22日至4月7日
期間，將門票連同姓名、聯絡電話、電郵
及支付寶帳號，郵寄往香港長沙灣道680
號麗新商業中心11字樓，東方體育會將透
過支付寶帳戶發還退款。

東方戰恒大東方戰恒大 禁非港球迷入主隊區禁非港球迷入主隊區

港足戰全運決選名單公佈
香港20歲以下男足代表隊將於本月27日

至4月5日參與在江蘇常州市舉行的第13屆
全國運動會男子足球20歲以下組預賽。球
隊被編入B組，將與浙江、江蘇、山東及雲
南爭奪小組出線資格。22人決選名單為：
守門員：楊立威、謝家榮；後衛：徐宏傑、
張俊軒、羅梓駿、李晋樂、蕭栢霖、謝偉
俊、林衍廷、周洛正；中場：何振廷、歐文
洛、吳擎天、周緣德、張高翔、茹子楠；前
鋒：張煒星、林富貴、許家樂、鄭俊彥、安
永佳、楊弌容。 ■記者 陳曉莉

九個國家級賽事落地羊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第三屆廣州戶外運動節將
於3月25日至11月舉行。據廣州市
體育局副局長林燕芬（見圖）介
紹，目前，共有9項國家級賽事（活
動）落地廣州，包括2017凱樂石全
國攀岩希望之星啟動儀式暨廣州站
邀請賽、中國坐標·廣州城市古驛道
定向戶外挑戰賽、首屆全國扁帶公
開賽、全國徒步大會廣州站、全國
戶外運動發展論壇、全國登山健身

大會廣州站、全國露營大會、全國
山地馬拉松賽等。

2016年，全國馬拉松賽事數量又一次實現井噴式增長。
相較於2015年的134場，2016年在中
國田協註冊的馬拉松及相關運動賽事
達到328場。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
田協希望借助奧運的契機進一步引導
馬拉松的健康發展。
杜兆才說：「馬拉松是一個田徑的

基礎項目，而且內地大眾現在對馬拉
松這麼熱愛，我們就想能不能用奧運
會這個平台，引領中國大眾馬拉松的
健康持續發展。大家經常說高手在

民間，但他們可能只有業餘
時間進行訓練，訓練的

方法可能也更簡
單一些，

如果說接受比較科學、專業的訓練，
或者經過國家隊教練的指導，應該說
提高空間還是蠻大的。我們大眾選手
也不一定比專業的差，因此我們想給
大眾一個平台。」
最近，一系列體育改革的創新舉措

正在填補競技體育與全民健身之間的
鴻溝。杜兆才透露，「我要跑奧運」
也是田協在這方面的一個嘗試，可以
打通「奧運爭光」與全民健身之間的
通道，使「奧運爭光」與全民健身深
度融合，真正做到奧運引領全民健
身，全民健身促進「奧運爭光」。

今年倫敦世錦賽開始實施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建設

體育強國也好，或者健康中國建設也
好，這樣的改革都是非常有意義

的，」杜兆才說。

與此同時，就大眾跑者是否會影響
整體成績的問題，杜兆才表示不應把
成績看得過重。他說：「奧林匹克提
倡重在參與，況且有時我們的專業選
手跑得還不如大眾選手，大眾選手有
熱情，會珍惜這個名額，那為什麼不
給他這個機會？馬拉松成績我們看得
沒有那麼重，如果將來還有項目出現
熱潮，我們還可以拿出名額給大眾來
玩。」
據悉，為了最終促成大眾選手參加

奧運的歷史變革，田協將在今年倫敦
田徑世錦賽上開始這項舉措。「今年
的世錦賽也要做，時間可能會倉促一
些，但是我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
們會回看國際田聯金標賽事的排名，
看有沒有排名前十位的大眾跑者，據
目前的了解，現在已經有一位女子選
手達標了。」 ■新華社

大眾跑手有望進奧運殿堂
填補競技體育與全民健身的鴻溝

日前，中國田協宣佈將選拔兩

名大眾選手參加東京奧運會馬拉

松項目的比賽，並在20日的馬拉

松年會上宣讀了「我要跑奧運」

的具體選拔措施。中國田協副主

席杜兆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有

三大原因促使中國的大眾跑者有

機會走進奧運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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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田協20日舉行的2016馬拉松年
會上，副主席王大衛介紹了馬拉松賽事
管理辦法的修訂內容，其中包括：將來
若有「替跑」現象發生，相關違規者將
面臨禁賽處罰。
據王大衛宣讀的《中國境內馬拉松及

相關運動賽風賽紀管理規定》主要修訂
內容，對於參賽選手出現冒名頂替（替
跑）參賽、弄虛作假以謀求賽事名次獎
金和運動員等級達標等情況的，一名運
動員同時攜帶兩枚以上（包括兩枚）芯
片參加比賽的（兩個感測器在計時點的
成績誤差小於0.1秒），私自偽造號碼
布參賽的，多人交替接力跑的，中國田
徑協會新增規定：第一次發生，給予終
身禁止參加該賽事的處罰；第二次出
現，給予在中國田徑協會所有認證賽事
中終身禁賽的處罰。
中國田徑協會希望通過此次修訂，要

求賽事組委會及參賽選手正視替跑等不
誠信問題的嚴重性，尊重公平競賽的體
育精神，營造積極健康的中國馬拉松發
展環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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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得獎者港隊得獎者（（左起左起））伍肇麟伍肇麟、、梁梁
俊軒俊軒、、余祖堂余祖堂、、譚嘉媛合影譚嘉媛合影。。

■■田徑運田徑運
動管理中動管理中
心主任杜心主任杜
兆才兆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越來越多內地民眾參與馬拉松運動越來越多內地民眾參與馬拉松運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參加馬拉松比賽的民眾只不少參加馬拉松比賽的民眾只
是志在參與是志在參與。。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最具體育精神運動員：

李慧詩（單車）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張家瑋（桌球）

陳至鋒（賽艇）

雷曉琳（壁球）

麥子詠（乒乓）

麥卓穎（滑浪風帆）

楊子瑩（武術）

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

劉寶欣（武術）

蘇慧音（乒乓）

王鎮炎（殘疾人士羽毛球）

李澤峰（劍擊）

許家俊（智障人士體育-游泳）

譚潤峰（桌球）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香港男子七人欖球隊

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香港女子桌球隊

香港拯溺女子拋繩拯救隊

香港傑出運動員：

吳安儀（桌球）

鄧韋樂（智障人士游泳）

麥卓賢（保齡球）

黃鎮廷（乒乓）

張家朗（劍擊）

鄭俊樑（滑浪風帆）

梁育榮（殘疾人士硬地滾球）

李慧詩（單車）

星中之星傑出運動員大獎：

李慧詩（單車）

各獎項得主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有本
地體壇「奧斯卡」之稱的「香港傑出運
動員選舉」頒獎典禮昨日圓滿結束，
「女車神」李慧詩重奪失落一年的「星
中之星」大獎，四奪這項本地體壇最高
殊榮超越師兄黃金寶，再次寫下本地體
壇歷史新一頁。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過去一年繼續
成績斐然，在世界盃及亞錦賽等國際大
賽均有獎牌收穫，雖然在里約奧運會未
能再獲獎牌，不過於凱林賽與澳洲車手
美雅絲相撞後的大度表現，卻完美地演
繹了體育精神。穩定的水準令李慧詩不僅重奪
失落一屆的「星中之星」獎項，而四奪這個最
高殊榮亦超越了師兄黃金寶成為本地體壇第一
人。
上台後一度哽咽的李慧詩表示要將這個獎項

獻給上年因病去世的恩師普林俊：「自己的運
動生涯一直以來都十分幸運，里約奧運因意外
未能躋身決賽有很多人為我感到不值，但我自
己會視之為一種幸運，因為有成功、困難及挫
折，我的人生才會顯得更圓滿，我希望自己能
夠像星星一般璀璨，可以照亮其他人。我特別

要感謝普林俊教練，他雖然已經不在我的身
邊，不過卻為我留下了一片燦爛的星空。」
李慧詩今屆選舉個人連奪三獎，成為自黃金

寶後首位大演「帽子戲法」的運動員，她將首
次奪得的最具體育精神運動員獎奉獻予所有幕
後工作人員及體育記者：「除了運動員，最能
體現出體育精神的就是一眾默默耕耘的工作人
員，在這個充滿負面新聞的年代，感謝體育記
者仍然堅持報道，將體育精神帶給這個社會，
希望體育精神不僅體現在運動員身上，更可以
融入社會大眾的生活當中。」

■■特首梁振英（右）為李慧詩頒發最具體育
精神運動員獎。 彭子文攝

■■八名香港傑出運動員合影八名香港傑出運動員合影。。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