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拚肯捱追夢想 回歸寶寶展頭角
特區同齡健兒屢奪殊榮：「讓世界看到這小地方有多出色！」

運動員拚出血汗艱苦奮鬥，過程從來激動人心，
一眾與特區同齡的青年運動員不怕困難努力追逐夢
想，也正是「香港精神」的寫照。樣子甜美的馬詠
茹今年20歲，去年從中文大學休學，重返香港單車
代表隊，成為李慧詩的師妹兼拍檔，二人今年更
「拍住上」在亞洲單車錦標賽勇奪女子競速賽銀
牌。殊不知比賽前，上天卻派了一個考驗給她，讓
愛美愛笑的小妮子門牙崩了一半，為免影響訓練，
教練不准許她回港補牙。
在汗水及淚水交織下，日夜面對刻苦的訓練，馬

詠茹咬緊牙關，雙腳未敢停下，既克服了「港女」
自我的一面，更體現了港人堅毅不屈的精神，勇敢
地「踏」出夢想。誰說香港年輕人捱不了苦？!

休學四年重返單車隊
說起香港場地單車短途項目，「牛下女車神」李

慧詩（Sarah）在港幾乎無人不知，今年初夥拍
Sarah在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摘下女子團體競速賽
銀牌的馬詠茹（Vivian）亦因而聲名大噪。Vivian
在中學時，隨父母接送妹妹參加單車隊的青苗訓
練，卻因夠「高大」被教練選中，邀請參與選拔，
中四開始與單車結下不解緣。她代表香港踩了約兩
年單車後，因應付文憑試而退役，升讀中大酒店管
理課程，回歸平凡的學生生活。
入學一年，某天卻收到教練的來電，「當時沈

（金康）教練打電話給我，叫我回來跟Sarah一起
踩單車。思前想後，有多少人能夠與Sarah一起踩
單車啊？所以我決定要返來。」放棄了眼前許多人
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活，Vivian坦言已當過大學生，
算是無憾，計劃休學4年再重返校園。
回想去年11月重返港隊時，她說訓練的強度較青

年隊相差一大截，日夜練習，假日無休，初時累得
一邊踩單車，淚水一邊淌下，「每天雙腿都痠的要
命，連走出去都不想了，除了瞓覺，就是練習。」
從小被父母寵慣的Vivian，被Sarah揶揄是「港

女」，笑她嬌生慣養，又喊她作「老佛爺」，笑她
要人服侍。為鞭策Vivian成長，Sarah不時「特
訓」她，「我們要自行組裝或拆單車，但配件太
重，我有時會依賴他人幫忙，但Sarah要我自己
拆」，然後會在旁為她拍片，記錄小妮子又長大
了。

領獎台上「笑不露齒」
今年2月她們參加在印度舉行的亞洲單車錦標

賽，在賽前赴廣州訓練。Vivian透露，她兒時曾崩
裂的門牙竟再度崩了一半，這對愛美愛笑的Vivian
是一大打擊，哭着請求教練讓她回港補牙，卻遭斷
然拒絕。
「當時總在想為何不可以呢？只是半日罷了，傷

心得一邊踩車一邊喊。」喊了一日一夜，第二天，

「Sarah對我說，改變不了的事就要接受」，她慢
慢接受現實，專心訓練。忍耐換來勝利，最終與
Sarah在女子競速賽奪得銀牌，站在頒獎台上，Viv-
ian仍不敢露齒笑。其後，教練給她半天時間回港
補牙，然後衝回廣州繼續集訓。
對於這個從天而降的考驗，Vivian慶幸當日有堅

持訓練，否則只能與獎牌擦身而過；而事後教練更
對她說，如果她當時仍未能收拾心情，將會踢她出
隊。經一事，長一智，令Vivian明白往後總會有更
多突發事件，「我們的身份不是普通香港人，而是
一個運動員，肩負着更重的責任，單車應該要放在
首位。」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同樣在1997年

出生的Vivian說自己是跟香港一起成
長，對身為香港人深感自豪。為了回
饋香港，她會努力踩單車，並深信
每次落場比賽代表香港，都背負
着港人對她的期望，而2020年東
京奧運就是她的最終目標。她認
為，現今年輕人是香港未來的棟
樑，寄語年輕一代：「不要經常
想別人能給你什麼，而是你可以
付出什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拍住女車神「崩牙」摘銀牌
馬詠茹單車小妮

「新劍神」張家朗在世界劍擊男子花劍
排名高居第七，是香港劍擊界最耀眼之
星，被視為香港的新希望。不過，家朗笑
言自己只是一名普通運動員，「我的工作
好簡單，就是打好每一場比賽，這是對自
己的一個肯定，亦是對香港的一個肯定，
我想讓國際看到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有多
出色！」先後在亞洲及國際大賽摘金，張
家朗引起國際注目，而他更珍惜的則是在
過程中頂住壓力，從挫折及考驗中成長，
為夢想努力拚搏，體現香港的核心價值。
現時他開始「劍」指2020年東京奧運，盼

一步一步地取得入場券，繼續為港爭光。
身高1.9米的張家朗在1997年6月出生，
今年20歲，2014年夏天轉為全職運動員。
他的父母都是籃球運動員，對於兒子大力
支持，而眾多運動項目中，家朗偏偏鍾情
劍擊，自小學四年級開始投身這項運動，
起初在學界比賽屢獲殊榮成為推動他繼續
參戰的動力，長大後發現原來劍擊亦是一
場「棋賽」。他雀躍地形容：「要在場上
跟對手鬥智鬥力，如何洞悉對方的戰略，
繼而攻破它，這是最大的吸引點。」

一劍劍追比分 勇奪亞洲冠軍
張家朗去年4月在亞洲錦標賽奪金，是

香港歷來首個男子花劍個人冠軍項目。激
烈掌聲的背後，家朗坦言這條奪冠之路並
不易走，當他以小組首名出線後，隨後在
32強、16強、8強及4強等先後擊敗不少勁
敵。晉身決賽時已感疲憊，面對歷屆世界
青年冠軍的對手，他一度落後數分，「當
時教練叫我不要放棄，一劍劍去追，不要
理會分數。」最終他頂住壓力反勝，登上
亞洲冠軍寶座。這次比賽令他名氣大增，
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比賽過程中能反敗為
勝，對他也是一大激勵。
家朗今年在保加利亞舉行的世界青少年

劍擊錦標賽摘金，再次創下歷史。他過去
曾多次刷新香港劍擊紀錄，參與的大型比

賽為數不少，有輸有贏，挫敗對他來說，
並不陌生：去年里約奧運在16強止步；今
年3月在亞洲錦標賽的個人賽爆冷於16強
落馬，爭衛冕失敗，更是一大挫折，「其
實挫敗是好事，可以從中調整心態，也是
一種考驗，令你成長。」

拚搏追尋夢想 香港核心價值
作為全職運動員，星期一至五絕大部分

時間都在訓練，亦要不時到內地或海外參
加練習及比賽，雖然辛苦但他樂在其中，
「這是自己喜歡的運動，多辛苦都值
得。」他認為，不論結果如何，能夠為夢
想努力拚搏、去爭取，這正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
回歸20年，他對於香港體育前景充滿期
望，憶說以前小學學界比賽只有60多人參
加劍擊，現已增至200多人，冀社會和政
府更關注本港體育發展，吸引更多新人加
入，傳承下去。「當老一輩退休，年輕人
便要接棒，正如我今天接到了，希望有朝
一日也可以有人加入，薪火相傳。」2020
年東京奧運是家朗現時最大的目標，他坦
言會一步一步朝目標邁進，努力在不同的
相關賽事取得成績，累積足夠的積分，才
可手持奧運的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李慧詩」這三
個字的魔力去年令

馬詠茹（Vivian）毅然中途休學，重返
香港單車隊，在日常生活中，李慧
詩（Sarah）對Vivian的影響尤深，更
是其亦師亦友亦親人般的好拍檔。
二人訓練時形影不離，Sarah除了努
力傳授踩單車的戰術及技巧給Vivi-
an外，更無微不至地照顧她，被
Vivian形容像「媽媽」般親切。
從小被家人如公主般寵愛的Vivi-
an，為了單車，不惜離開家人入住
宿舍，展開日以繼夜的訓練。她坦
言，加入港隊最大的犧牲是失去與
家人相處的時間，有時每月只能回
家約兩次，令她經常想念父母及妹
妹。Sarah 的陪伴和支持對她來

說，某程度上填補了其家人短暫的
「空缺」。
去年11月加入港隊至今，只要

Vivian每次訓練有新進展，Sarah都
會為她拍照或拍片記錄其成長的歷
程。知道訓練令Vivian感疲憊及吃
力，Sarah總會不時買點小食給她
以示鼓勵，「Sarah知我很為食，
有時訓練完，她會送上muffin（鬆
餅）給我，或者其他小食，很窩心
的！」

發燒入院 Sarah陪伴登記取藥
去年12月，Vivian半夜在宿舍發

高燒，都是Sarah陪她到醫院，登
記和取藥都是Sarah一手包辦。
回想起來，她甜甜地笑說：「當

時發燒發到傻了，事後都是Sarah
照顧我的，就像媽媽一樣」。
二人感情深厚，可謂無話不說，

Sarah 有時更會喊 Vivian 作「港
女」，但這二字予人負面印象，
Vivian會如何解讀呢？「普遍人
會認為『港女』較負面，其實
『港女』可以很中性的，只是
代表着性格很『香港』的女
仔，即是有點嬌生慣養。」
她又笑言Sarah這樣叫她只是
希望她快點成長，「現在的我
真的成長了不少，已經進步很
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運動員背後總有許多不
為人知的辛酸及努力，張

家朗對此感受殊深，又坦言他們付出的時
間、精力及體力等，往往與收穫不成正
比，每次比賽面對的壓力亦難以言喻，但
他深信只要堅持，總會有成功的一天。他
特別勉勵年輕人面對考試或學習的挑戰時，
不要害怕壓力與挫折，「這可能只是你人生
中其中一個考驗，不要輕易放棄！」
時下年輕人面對不少學習及考試壓力，

尤其是被指「一試定生死」的文憑試考

生。家朗表示，理解學生會視考試成績差
為大挫折，但認為這只是人生中的一個環
節，「最重要是讓自己知道如何去進
步。」

「最辛酸」日子 邊上學邊訓練
在人前人後總是自信滿滿、精神奕奕的

家朗，似乎與「壓力」拉不上關係。不
過，他直言其實每次比賽奪獎，對下一場
比賽都有壓力；在比賽中失敗而回同樣有
壓力，「有時付出與成果未必會成正比，

所以我會學習不將成績放大，而是調整個
人心態」。
家朗完成中四才轉為全職運動員，在此

前的4年可謂他壓力最大的時期。他分享
指，自中一起每天放學就會趕去訓練，為
了鍛煉更多，他甚至較其他人練多數小
時，每晚會「加班」練至11時許，然後回
家做功課及溫習至近凌晨，僅睡數小時，
翌日又要早起上學。如此「累人」的生
活，他坦言是最辛酸的，「當時我覺得只
要捱過去就好了，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考
驗吧。」
昔日努力奠下的基礎，成就了今天的

「新劍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技巧體操十分講求合作技巧體操十分講求合作，，是一種用力是一種用力
準確的形體運動準確的形體運動。。比賽分比賽分55個項目個項目：：男男
子雙人子雙人、、女子雙人女子雙人、、混合雙人混合雙人、、女子三女子三

人和男子四人人和男子四人。。
技巧體操可分為兩類動作技巧體操可分為兩類動作，，其一是靜力型平衡造型動作其一是靜力型平衡造型動作，，運運

動員在不同的支撐點上完成各種造型動員在不同的支撐點上完成各種造型，，如劈腿如劈腿、、結環結環，，倒立倒立、、
背弓等背弓等。。
另一類是動力型拋接動作另一類是動力型拋接動作，，需要兩人需要兩人、、三人或四人的合作三人或四人的合作，，

故劃分了上面人故劃分了上面人、、下面人以及中間人等不同的角色下面人以及中間人等不同的角色。。運動員要運動員要
合作完成各種空中翻轉合作完成各種空中翻轉，，快速快速、、用力用力、、掛腰掛腰、、下法等騰空動下法等騰空動
作作，，特別講求運動員間的協調與配合特別講求運動員間的協調與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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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體操講求完美合作

現役香港武術代表隊隊員劉紫榮自6歲開始習武，多年
來屢獲香港及亞洲獎項，如去年在韓國清州世界武藝大師
大會勇奪男子南棍亞軍。本學年他以精英運動員身份，獲
浸大頒發入學獎學金，現為體育及康樂管理一年級生。紫
榮的武術之路其實並不易走，曾先後因太肥及柔韌性差而
遭港隊拒諸門外，亦曾在訓練時嚴重受傷休養一年。
不過，紫榮未有放棄，深信「不屈不撓」才是習武精
神，努力練跑及練拉筋伸展運動，最終如願晉身港隊之
列，未來他將致力推廣武術文化。

初為弟弟陪練 誤打誤撞習武
劉紫榮星期一至六都要訓練，每日兩節各三小時，現要

兼顧大學課程，更不容易。對於踏上武術之路，他透露當
初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要盡哥哥責任給弟弟「陪練」，
「那時候弟弟主動提出學武，父母不放心他一個，於是讓
我一起學習。」他憶述自己小時候身體條件不佳，對武術
興趣不大，慢慢練下來成了習慣，才開始了解武術的好
處。

夜夜拉筋減肥 如願躋身港隊
回望這段歲月，劉紫榮坦言自己的武術之路並不平坦，

這些年來遭遇兩大挫折，一是屢遭港隊拒諸門外。「有一
次因為太肥而不獲取錄，另一次則被指柔韌性太差」，面
對批評連連他未有放棄，反而激發他每晚練跑以及加練拉
筋伸展運動，最後總算如願晉身港隊。
另一次則發生在約3年前，當時紫榮在世界青少年武術

錦標賽取得佳績，奪得南京青年奧運會的「入場券」，卻
於開賽前兩個月在訓練中嚴重受傷，「當時我正練習難度
動作，落地一刻出了差錯，當下聽見膝蓋發出不尋常聲

音，已知不妙」，結
果證實為十字韌帶斷
裂。
當時劉紫榮只有兩

個選擇，一是不顧傷
勢參加比賽，二是接
受手術，休養一年，
「我一度想過堅持下
去，但在家人朋友力勸之下，也只好放棄念頭」，這一年
間他停下所有武術訓練，縱然傷勢痊癒，惟身體與心理能
否重拾狀態仍是未知之數，慶幸最終狀態符合期望。兩次
的遭遇讓他深信不屈不撓才是習武的不二法門，也是港人
最感自豪的「獅子山精神」。

望做體育教師 推廣武術文化
談及本港武術發展，劉紫榮認為雖已有進步，但社會對

武術仍存有誤解，「談及武術，大都只會想起詠春、蔡李
佛，其實那些都屬於傳統武術，與新派武術是截然不同
的。」加上不少家長或礙於擔心子女受傷，較少願意放手
給他們接觸武術。他期望有關當局未來能多加推廣，包括
開辦學界比賽，吸引更多新血加入，從武術中學習尊重他
人、堅毅不屈的武德精神。
劉紫榮認為港人很幸福，因香港是一塊福地，甚少受到

天災影響，環境舒適且交通非常方便，「回歸以來香港縱
然偶遇風雨，國家每次都會伸出援手，如母親般照顧我
們」，相信本港未來亦會順利發展。他正積極備戰8月舉
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長遠而言則希望成為一名體育教
師，空餘時間充當武術教練，推廣武術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回歸祖國2020年歷程曲折向前年歷程曲折向前，，港人同心超越種種困難挑戰港人同心超越種種困難挑戰，，而年輕人正正而年輕人正正

擔當着承先啟後的特殊角色擔當着承先啟後的特殊角色。。一班回歸前後出生的特區同齡人一班回歸前後出生的特區同齡人，，與香港一同成與香港一同成

長長，，同歷風雨陰晴同歷風雨陰晴。。香港文匯報邀請了香港文匯報邀請了2020名名2020歲的優秀香港青年歲的優秀香港青年，，透過自身的經透過自身的經

歷歷，，細說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細說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如何孕育出優秀的年輕一代如何孕育出優秀的年輕一代，，傳承傳承「「香港精神香港精神」。」。

這群後起之秀當中這群後起之秀當中，，有人追夢堅毅不屈有人追夢堅毅不屈、、有人努力回饋社會不同群體有人努力回饋社會不同群體、、有人展現有人展現

了豐富的藝術創意才能了豐富的藝術創意才能，，亦有人活出多元出路與共融的環境亦有人活出多元出路與共融的環境；；他們訴說的不單是他們訴說的不單是

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亦向世人展示出回歸以來香港多姿多彩的風貌亦向世人展示出回歸以來香港多姿多彩的風貌。。正如他們當中的一正如他們當中的一

位所說位所說：：要用自己的拚搏要用自己的拚搏，「，「讓世界看到香港這個小小地方有多出色讓世界看到香港這個小小地方有多出色！」！」

賽場迎「刃」上 為港爭榮光
張家朗「新劍神」

捱過壓力 終見彩虹

昔因太肥落選港隊
今憑南棍揚威國際

劉紫榮武術高手

19971997年年77月月11日呱呱落地的日呱呱落地的「「回歸寶寶回歸寶寶」」黃文懿黃文懿，，
2020年來與香港特區一起在風雨中成長年來與香港特區一起在風雨中成長。。文懿現在是文懿現在是
科技大學生物科學系二年級生科技大學生物科學系二年級生，，更是香港技巧體操精更是香港技巧體操精
英隊成員之一英隊成員之一，，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全國及國際賽事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全國及國際賽事；；
1515歲代表香港參加全國技巧冠軍賽暨青少年錦標歲代表香港參加全國技巧冠軍賽暨青少年錦標
賽賽，，更為香港摘下女子三人組的全國冠軍更為香港摘下女子三人組的全國冠軍。。身經百戰身經百戰
的她的她，，腰部及膝蓋長期勞損腰部及膝蓋長期勞損，，但她亦默默地堅持訓但她亦默默地堅持訓
練練，，因為對她來說因為對她來說，「，「香港精神就是永不放棄香港精神就是永不放棄！」！」

自幼刻苦練功自幼刻苦練功 身披港隊戰衣身披港隊戰衣
文懿笑言自小已文懿笑言自小已「「坐唔定坐唔定」，」，六七歲時開始接觸體六七歲時開始接觸體
操操，，一開始主要參加競技體操一開始主要參加競技體操，，後為作新嘗試後為作新嘗試，，99歲歲
轉為技巧體操轉為技巧體操，，再因表現出色被選入香港技巧體操的再因表現出色被選入香港技巧體操的
青苗隊培訓青苗隊培訓，，其後更加入精英隊訓練其後更加入精英隊訓練，，其運動員生涯其運動員生涯

亦隨之展開亦隨之展開。。
年紀輕輕的文懿起初加入培訓時年紀輕輕的文懿起初加入培訓時，，眼見身邊很多小眼見身邊很多小

夥伴在拉筋時痛得淚流滿面夥伴在拉筋時痛得淚流滿面，，文懿卻特別能忍耐文懿卻特別能忍耐，，
「「其實肯做肯練就好其實肯做肯練就好，，始終基本功很重要始終基本功很重要。」。」
與競技體操不同與競技體操不同，，技巧體操是團隊比賽技巧體操是團隊比賽，，隊員間的隊員間的
協作非常重要協作非常重要，，在下面充當支撐角色的隊員要穩固地在下面充當支撐角色的隊員要穩固地
撐起上面的隊員撐起上面的隊員，，令上面的可做出靈活的動作令上面的可做出靈活的動作，「，「如如
果自己狀態不好或者某項動作練得不好果自己狀態不好或者某項動作練得不好，，會連累拍檔會連累拍檔
受傷受傷。」。」
20112011年她首次參加全國技巧冠軍賽暨青少年錦標年她首次參加全國技巧冠軍賽暨青少年錦標

賽賽，，年僅年僅1414歲的她夥拍另外兩名隊員代表香港出賽歲的她夥拍另外兩名隊員代表香港出賽，，
「「我們努力訓練這麼久我們努力訓練這麼久，，能夠穿上印有香港特區區徽能夠穿上印有香港特區區徽
的隊衫的隊衫，，代表香港代表香港，，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那年她那年她
們藉們藉33套比賽動作套比賽動作，，在相關組別分別取得全國亞軍及季在相關組別分別取得全國亞軍及季

軍軍；；而翌年她再次出戰這項全國賽而翌年她再次出戰這項全國賽，，並更進一步勇奪並更進一步勇奪
女子三人組的全國冠軍女子三人組的全國冠軍。。

腰部膝蓋勞損腰部膝蓋勞損 默默堅持訓練默默堅持訓練
一路走來一路走來，，文懿坦言訓練的確很辛苦文懿坦言訓練的確很辛苦，，除了每星期除了每星期

兩天每天兩天每天33小時體操培訓小時體操培訓，，她亦每天另外花她亦每天另外花11..55小時小時
鍛煉體能及基本功鍛煉體能及基本功。。訓練多年令腰部及膝蓋勞損訓練多年令腰部及膝蓋勞損，，醫醫
生曾建議她休息生曾建議她休息33個月個月，，避免加劇勞損避免加劇勞損，，但她卻不敢但她卻不敢
停下來停下來，，擔心休息只會令一直以來的努力白費擔心休息只會令一直以來的努力白費，，堅持堅持
默默地訓練默默地訓練。。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她認為正是香港她認為正是香港
的精神的精神，「，「很難順風順水很難順風順水，，所以我們要學懂堅持所以我們要學懂堅持。」。」

照顧年幼隊友照顧年幼隊友 洗衫當洗衫當「「保姆保姆」」
技巧體操除了鍛煉文懿的毅力技巧體操除了鍛煉文懿的毅力，，更助她不斷成長更助她不斷成長。。

她憶述她憶述，，每次出每次出
賽都會夥拍不同年紀的隊員賽都會夥拍不同年紀的隊員，，有有
比她大比她大1010歲歲，，也有比她小七八歲的也有比她小七八歲的，，令她學會與令她學會與
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兩年前她偕兩年前她偕1111歲的拍檔赴外歲的拍檔赴外
地出賽地出賽，，年紀小的拍檔吃飯時年紀小的拍檔吃飯時，，不慎倒瀉飯菜在身不慎倒瀉飯菜在身
上上，，她作為師姐要充當她作為師姐要充當「「保姆保姆」，」，替拍檔洗衣服替拍檔洗衣服。。
她坦言她坦言，，技巧體操並非精英項目技巧體操並非精英項目，，隊員不能到體育隊員不能到體育
學院練習學院練習、、不能以港隊名義出外表演不能以港隊名義出外表演，，令運動知名度令運動知名度
低低，，難以吸引新人加入難以吸引新人加入；；而同時運動員卻不斷退出而同時運動員卻不斷退出，，
20062006年她加入團隊時年她加入團隊時，，同期成員有同期成員有2020多人多人，，現卻只現卻只
剩下她和另外兩人剩下她和另外兩人。。能堅持至今能堅持至今，，她認為隊員都滿懷她認為隊員都滿懷
理想理想，「，「為了一樣未必有結果的運動付出為了一樣未必有結果的運動付出。」。」展望將展望將
來來，，她盼望自己可以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她盼望自己可以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吸納更多吸納更多
年輕人投身當中年輕人投身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鄭伊莎

黃文懿黃文懿體操健將體操健將

家人難相見 慧詩如媽媽

力行力行「「永不放棄永不放棄」」榮膺全國冠軍榮膺全國冠軍

特 區 同 齡 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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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朗張家朗
劍擊賽場獲勝一刻劍擊賽場獲勝一刻

■李慧詩(右)和馬詠茹首次搭檔獲得亞洲單車錦標
賽競速賽亞軍。

■李慧詩（左）與馬詠茹場上「形影不離」。

▓▓馬詠茹馬詠茹堅毅追夢堅毅追夢，，體現香港精神體現香港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馬詠茹馬詠茹
香港單車新星香港單車新星

黃文懿黃文懿((上上))
苦練技巧體操苦練技巧體操

■香港劍擊界「新劍神」張家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張家朗在世界男子花劍排名高居第七。

■■香港技巧體操精英隊成香港技巧體操精英隊成
員黃文懿員黃文懿。。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攝■技巧體操講

求隊員合作。

劉紫榮劉紫榮
南拳功力十足南拳功力十足

■香港武術代表隊成員劉紫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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