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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觀單車賽 勉慧詩續努力
笑言與教練沈金康「有默契」：我未退休，他也不能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一連四天的場地單車世錦賽最後一天，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均有到場觀看賽事。林鄭月娥

向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香港選手李慧詩打氣，鼓勵她在未來的賽事要繼

續努力，又笑指與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有默契」，指自己「一日未退

休，他也不能退」。而張建宗則形容賽事刺激和「非常好睇」，認為證明香

港也有能力舉辦世界性及高水平的賽事。

林鄭月娥昨日親往位於將軍澳的香港單車
館觀看場地單車世錦賽，並向港隊成員

打氣，在康文署署長李美嫦、曾任其競選辦
副主任的前羽毛球港隊成員陳念慈，及香港
單車聯會副會長吳守基陪同下，林鄭月娥在
下午約三時抵達場館，進入會場前，她向隨
行人員詢問過程是否順利，隨行人員回答表
示舉行賽事的四天都沒有問題。

投入觀賽為單車隊打氣
林鄭月娥在貴賓席與張建宗及其他嘉賓觀
看李慧詩出戰凱林賽（又稱競輪賽）名次賽，
比賽期間林鄭月娥表現得非常投入，與其他觀
眾有傾有講之餘，亦有為健兒的精彩演出鼓
掌，最終李慧詩以第十名完成賽事。其間新鴻
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煇也到場，並與林鄭月娥
傾談。
在李慧詩完成尾場賽事後，林鄭月娥走到
位於場館中央的熱身區向單車隊打氣及合
照，亦有與李慧詩及公開支持自己參選的沈
金康教練傾談，林鄭月娥與賽後正在放鬆的
李慧詩握手並送上鼓勵，笑言：「和沈教練

有默契，我一日未退休，他也不能退。」李
慧詩在單車上報以微笑回應。林鄭月娥在單
車館逗留了約一小時後離去，離開時再被問
到組班進度，她沒有回應。

林鄭慰問慧詩「攰唔攰」
其後李慧詩表示與林鄭月娥談話時，對方

問到自己「攰唔攰」及有沒有壓力，她回答說
因為昨日已是最後一天賽事，坦言有少少壓力
及感到疲累，兩人言談間亦提及過本地單車運
動的發展。而林鄭月娥則向她表示，高興有很
多市民購票入場觀看賽事，又問及李慧詩未來
的賽事，鼓勵她要繼續努力。
張建宗亦有與沈金康交流及與單車隊合

照，同時擔任女子凱林賽頒獎嘉賓，向以第
一名衝線、來自德國的禾高頒發彩虹戰衣及
金牌。
頒獎前張建宗向本報記者表示，自己也是

第一次觀看場地單車比賽，形容賽事刺激和
「非常好睇」，他又認為世錦賽選手整體的
水平都很高，認為香港也有能力舉辦世界性
及高水平的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學大師
饒宗頤與廣東揭陽有很深厚的文化情緣，
年輕時在揭陽從事考古，耄耋之年重遊黃
岐山，百歲高齡仍牽念揭陽。昨日，他赴
揭陽出席兩項與他相關的活動：饒宗頤學
術館揭牌、中德科教園．宗頤書院．揭陽
一中眾智外國語學校奠基。

收藏饒公論著236本
昨日由饒宗頤親自揭牌的饒宗頤學
術館，位於揭陽迎賓館崇文樓，建築
面積1,523平方米，共分三層，收藏有
饒公論著 236 本，書畫高仿 45 件
（套）。據了解，這些彌足珍貴的論
著和書畫，是由香港饒宗頤學術館和
饒宗頤學術館之友會長陳文洲先生、
饒宗頤學術館之友創會會長及主席孫
少文先生、雷雨先生等各界熱心單位
和人士慷慨捐贈。
宗頤書院．揭陽一中眾智外國語學校選
址位於空港經濟區登崗鎮，為中德科教園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揭陽市「十三五」規
劃的重點項目，由揭陽一中校友會全球校
友眾籌集資創辦，該學校將民族傳統文化
特色與國際先進教育元素結合起來，致力
建設高端國際化學校。饒宗頤先生授權並
親自題寫「宗頤書院」校名，建築大師何
鏡堂院士親自規劃設計校區。

揭陽市昨日為上述兩項目分別舉行揭牌
儀式和奠基儀式。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
會主任嚴植嬋等當地領導出席儀式，市委
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定雄主持儀式並講話
指，饒宗頤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
斗、享有國際崇高聲望的漢學大師，是家
鄉人民的驕傲和學習的榜樣。建設饒宗頤
學術館是揭陽市委市政府推進文化強市，
弘揚國學文化的重要舉措，也是揭陽人民
對饒公崇敬與愛戴之情的重要體現。

副館長讚「學藝融通」
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鄧偉雄稱讚，饒

老的成就不僅限於中國傳統學術方面，
同時還是一位精通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
藝術家。饒老善於融會貫通，從學術研
究中獲取靈感，把研究成果和心得充分
地融入到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來，開創了
獨特的書體和畫風。正是這種融合，使
得其書畫作品獨具一格，體現出一種深
厚的學養和人文情懷，有別於普通書畫
家。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每一個範圍，
包括學術、藝術在內，都不是一個簡單
的獨立體，它們之間是一個相互聯繫，
彼此依存的共同體，也正是所謂的「學
藝融通」。

饒宗頤學術館揭陽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為滿足

社會對公營房屋需求，房委會按照地盡其
用、最高成本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進行公營房屋發展，善用每一幅土地。其
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善用地盤斜坡，如闢設
平台作休憩／綠化空間，同時擴大地盤的
淨面積以增加建屋量。房委會計劃利用此
法，在葵涌德士古道一個有斜坡的地盤，
興建一幢有約500個單位的資助房屋，比
原定可建單位多150個。
房屋署副署長（發展及建築）馮宜萱指
出，不少公屋地盤面積細小，而且地盤內
有大幅斜坡，令地盤狀況更見複雜。德士
古道資助房屋項目地盤是其中一個例子，
地盤約一半地段為斜坡。
她表示，地盤平整時不單要開山劈石，更
會將部分公屋樓宇旁的斜坡削平，建成花園
平台，成為可供居民使用的休憩空間。這些
原本是斜坡的範圍也因此可被計入地盤淨面
積，從而增加興建單位的數目。
德士古道資助房屋項目的總地盤面積約

4,600平方米，但可建樓宇的淨地盤面積
只有約2,460平方米。通過上述善用斜坡
方法，淨地盤面積增加約1,050平方米，
令項目的建屋量由原來約350個單位，增
加至約500個單位。
惟馮宜萱指，有關技術要求需視乎每個
地盤的不同情況，難度不一，但他們會利
用各種方法克服困難，以增加房屋供應。
她又說，在規劃條件和基建配套許可，及
不會對環境質素造成難以接受影響的情況
下，房委會亦會向城規會提交規劃申請，以

放寬公營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
限制，務求增加公營房屋的建屋量。

施永青倡優化「首置上車盤」
另外，為堵塞「一約多伙」漏洞，港府

早前出招「加辣」，規定一份購買多於一
個住宅物業的文書亦要繳付15%印花稅。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昨日出席《城市論
壇》時表示，擔憂令資產方傾向買樓保
值，令樓市持續升溫。對於候任特首林鄭
月娥提出的「首置上車盤」理念，他認為
可增加多個規定，如準買家一生中只可買
一次「首置上車盤」，並限制自住，轉售
亦只能賣給合資格的首置者。
施永青認為「加辣」未必對樓市有太

大影響。他指出，有關措施雖預計能杜
絕漏洞，但不會令樓價下跌，又指資產
方可能會擔心貶值，對持有現金感恐
懼，傾向買樓保值，反而令樓市持續升
溫。他又指，自實施買家印花稅後，內
地投資者來港買樓的情況已減少不少，
現時以香港投資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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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昨天在香港完成本屆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全部賽事，經過拚搏獲得
了1枚銅牌等成績，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下午亦到單車館欣賞賽事，鼓勵李慧詩為未
來的賽事繼續努力。客觀而言，李慧詩在此次
比賽的成績雖然不算理想，但也得到了許多市
民的支持和鼓勵，這是因為她在里約奧運遭受
挫折之後，無懼失敗，繼續向下一個目標進發
的精神，讓廣大市民為之感動。而且，這種在
競技場上的拚搏精神，也是港人積極進取、永
不言敗精神的具體體現。有了這種精神，儘管
一時沒有得到最好的成績，也是雖敗猶榮；保
持並發揚這種精神，即使是遇到多大的困難都
可以克服並最終獲得成功。

昨日將軍澳單車館全場爆滿、人聲鼎沸，候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大批市民都前往為香港運動
員李慧詩打氣加油，林鄭月娥表示很高興有這麼
多市民購票入場，又對賽事一連四天都順利舉行
感到滿意。李慧詩在本屆賽事的爭先賽中奪得1
面銅牌，在500米計時賽及凱琳賽分別得第4及
第10，她坦言部分賽事發揮欠理想，但對整體表
現感到滿意。每個運動員都是以冠軍為目標，在
主場作戰的李慧詩相信更是如此，不過比賽總是
充滿了各種變數，除了本身實力外，還要看臨場
發揮和對手表現等綜合因素。一個最優秀的運動
員也不可能次次都是冠軍，運動生涯必然會經歷
高低起伏。但這並不要緊，正如林鄭月娥所言，

只要在未來繼續努力，就會有希望。
由於種種原因，香港的競技體育不算發達，

總體成績與世界先進水平尚有相當大差距。在
這樣的客觀環境下，香港運動員要取得更優異
的成績，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包括李慧
詩在內的一眾香港運動員，並沒有埋怨條件不
夠、資源不足，而是想方設法克服困難，更加
刻苦訓練、力爭上游。在里約奧運遭到挫折之
後，李慧詩曾表示，會做好自己，向下一個目
標進發。的確，她也是這樣努力奮鬥的，在奧
運之後的多項賽事中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她
在賽場上的表現，充分表現出港人永不言敗的
精神。贏得冠軍固然可喜，但體育比賽所體現
出來的奮鬥精神更為可嘉。這種精神，可以說
是港人面對逆境時自強不息的獅子山下精神在
體育領域的體現，值得發揚光大。

近年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少數青年人因
一時逆境就失去信心、不思進取、怨天尤人，
總覺得社會、政府虧欠了他們。一旦有些不合
理的訴求無法得到滿足時，個別人就四處發洩
怨氣，甚至受反對派蠱惑而走上街頭，違法犯
罪。這些年輕人的確需要反思以及學習李慧詩
等香港運動健兒的奮鬥精神，從沉淪中奮起，
在逆境中努力。同樣，香港雖然近年來在經濟
發展中遭遇了一些困難，但只要全體港人繼續
保持着積極進取、永不放棄的獅子山下精神，
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再創輝煌。

李慧詩奮鬥精神的啟示
適逢復活節假期，近日大批市民到長洲遊玩，島

上人山人海，幾近逼爆。本港的離島遊、郊野公園
行山遊等富有本地特色的旅遊項目潛力巨大，是香
港旅遊業的寶藏，值得政府和業界積極開發、精心
培育，不斷提升香港遊的吸引力，同時吸取前車之
鑑，注重做好交通、住宿等旅遊配套設施，保證遊
客玩得如意開心，既要做大旅遊業的餅，更要擦亮
香港遊服務優質的金漆招牌，香港旅遊業仍大有可
為。

近年由於內地遊客海外遊選擇增多，旅遊口味轉
變，且內地遊客感覺香港是彈丸之地，景點不多，
新鮮感不再，內地遊客訪港人數增速放緩。旅遊業
是本港經濟的支柱之一，如何努力開發新景點、開
拓更多元化的客源，成為政府、業界關注的焦點。

其實，香港擁有獨特的地理環境、自然風光、人
文歷史，造就了豐富的旅遊資源。本港擁有超過
260個離島，除了大嶼山、南丫島、長洲等少數較
為人知外，大部分尚未開發，但是離島的不少景點
在國際上備受推崇，如，南丫島被《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評為「香港最佳遠足路線」；橋
咀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地質公園，亦被
CNN旅遊網站形容為「最被低估的亞洲景點」之一
的小島。港人熱衷的行山路徑，也受到海外背包客
的歡迎。麥理浩徑不僅是港人鍾愛的著名行山徑，
更在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的評選中，成為全球20條
最佳行山徑「夢想之路」(World’s Best Hikes:
20 Dream Trails)之一，亦曾被《國家地理雜誌》評

選為世界最佳遠足路線之一。香港的離島遊、行山
遊具有較高國際知名度，向海外推介可以事半功
倍。

另外，長洲的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和搶包山、大坑
舞火龍、端午扒龍舟等民間節日，都是代表優秀的
中華傳統文化，是融合了濃厚港風港味的重要節慶
活動。再比如，不久前剛結束的香港七人欖球賽，
也是一項享譽國際的年度體育盛事，每年吸引數以
萬計的球迷來港觀賽。由此可見，香港旅遊業同樣
具備中西薈萃的特色和優勢，只要運用得宜，悉心
經營，持之以恒，東方之珠依然可永葆風采，客似
雲來。

當然，搞好旅遊不僅要開發新景點，更不能忽略
旅遊配套服務。過去自由行最興旺的時候，由於本
港沒有相應提升各種旅遊服務的接待能力，導致交
通、商場、酒店人滿為患，內地遊客享受不到良好
的服務，有時還要貼錢買難受，本港市民則感到正
常生活被打擾，結果遊客和市民都不滿意，少數政
客更借題發揮，屢屢製造針對內地遊客的惡性事
件，令香港遊的形象受到難以彌補的傷害。

香港開發新景點，發展特色遊，有利吸引遊客、
刺激經濟，但必須吸取旅遊配套滯後的前車之鑑，
不能重蹈覆轍。政府、業界應共同合作，集思廣
益，做好旅遊的開發、接待規劃，科學合理調整交
通、住宿、飲食等旅遊服務的安排，令遊客和市民
各蒙其利，相得益彰，把香港旅遊的潛力和優勢源
源不斷發揮出來。

本港旅遊潛力深厚 做好配套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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