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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協道歉：管理出問題
國乒指退賽行為辜負厚愛 國際乒聯要求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對於中國公開賽三位中國選
手集體退賽事件，國際乒聯 25 日回應稱，此次事件已對乒乓球運動的
國際形象與完整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國際乒聯將持續高度關注並嚴肅
對待此事，並在作出相應舉措之前繼續調查此事件。此外，24 日晚，
中國乒協與中國乒乓球隊相繼發表道歉聲明。其中，中國乒協在聲明
中承認管理存在問題，並首次提及劉國梁升職一事，稱鑒於劉國梁對
中國乒乓球隊的貢獻和個人能力，協會提出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
主席，希望他在更高的平台上繼續發揮隊伍管理、訓練、比賽等方面
的專業特長。

國際乒聯表示，已收到中國乒乓球協
會就此事發表官方聲明以及中國乒

乓球隊發佈的致歉信，已要求中國乒協就
此事提供詳細報告，同時要求在場的國際
乒聯相關官員努力查清三位運動員未能按
時參賽的具體原因。此外，國際乒聯續
稱，將與運動員委員會展開通力合作，查
清此事的起因。同時，國際乒聯還將與運
動員委員會以及所有運動員加強溝通，確
保此類事情不再發生。

首提劉國梁權責安排
針對國際乒聯中國乒乓球公開賽上中國
男子乒乓球隊數名隊員、教練棄賽事件，
中國乒乓球協會24日發表聲明。中國乒協
表示，今年5月29日，孔令輝因涉訟被暫

停中國女子乒乓球隊主教練工作之後，中
國乒乓球協會組織力量對事件原委進行了
認真調查，隨着工作的深入逐漸暴露出乒
乓球隊管理上的各種深層次問題。由於原
總教練劉國梁主要精力放在男隊工作上，
為更有效地加強隊伍建設，減少管理層
級，提高奧運備戰效率，中國乒乓球協會
決定對國家乒乓球隊管理模式進行改革，
不再設總、主教練，改為分設男、女兩個
教練組。
對於社會普遍關注的劉國梁卸任總教
練一事，中國乒協在聲明中指出，協會
提出國家隊管理模式改革方案後，社會
輿論給予了高度關注，提出了很多意見
和建議。同時，聲明首次提及了劉國梁
任乒協副主席的權責稱，協會曾就調整

當地時間 6 月 22 日晚，伊利諾伊大學
警察局、聯邦調查局的代表、香檳郡制
止犯罪局、心理諮詢中心、國際學生和
學者服務辦、中國學生學者協會和其他
團體在伊利諾伊大學校園聯合舉辦公眾
論壇，獻計獻策，討論社區如何更好地
支持和參與尋找章瑩穎的工作。
霍洛威在會上表示，案件的最新進展正

一事與劉國梁本人進行過溝通，鑒於其
對中國乒乓球隊的貢獻和個人能力，協
會提出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
希望他在更高的平台上繼續發揮隊伍管
理、訓練、比賽等方面的專業特長，同
時為協會改革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乒隊：球員意氣用事
與此同時，中國乒乓球隊也通過中國
乒協官網發佈了一封道歉信。中國乒乓
球隊表示：「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員秦志
戩、馬琳，運動員馬龍、許昕、樊振東
在不完全了解國家乒乓球隊管理模式調
整具體內容的情況下，意氣用事，擅自

在定期發送到聯邦調查局的代理局長和美
國56個外地辦事處的辦公室那裡。他稱，
有比整個斯普林菲爾德地區更多的特工在
處理這一案件。伊利諾伊大學警察局長傑
夫． 克里斯坦森表示，正在設法利用所有
可獲得的技術和人力資源來處理此案。
在伊利諾伊大學警方的網站上，有關案
件23日的更新中除了提及上周四晚的公眾

退賽，對於此次事件帶來的影響，我們
深刻地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造成了惡
劣的社會影響，辜負了社會各界對中國
乒乓球隊的厚愛。」
中國乒乓球隊指出：「該事件的發
生，暴露了我隊在管理上存在嚴重問
題。對此，我們十分痛心並深感自責。
我們誠懇地接受社會各界的批評，並真
誠地向廣大球迷和觀眾道歉。中國乒乓
球隊將從此事件中汲取教訓 ，深刻反
思，在努力爭取優異運動成績的同時，
切實加強隊伍的思想作風建設，傳承和
弘揚中國乒乓球隊艱苦創業 、頑強拚
搏、為國爭光的精神。」

論壇外，還提到調查人員再次表示，儘管
他們希望透露更多有關此案的信息，但他
們不能對調查的具體細節發表評論，以保
護其完整性，並保持尋找章瑩穎的最佳可
能機會。在大芝加哥地區，華人社區繼續
關注章瑩穎失蹤案。據悉，24日晚，當地
福建同鄉會將在會所舉辦「祈禱瑩穎平安
回來燭光之夜」。失蹤兩周的章瑩穎的父
親、小姨和男友，將與所有關心瑩穎的芝
加哥地區的朋友一起點燃燭火，祈禱瑩穎
早日平安回來與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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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心基金捐贈儀式在

彼此關懷 親如母女

江蘇愛德基金會舉行。

漸漸地，趙良玉融入了李菁的家庭。每逢周末，
她便到李菁家小住；每逢節假日，她便與李菁一家
結伴出遊。因為常年一人生活，趙良玉不會輕易向
別人袒露心跡。然而，她和李菁常常促膝長談，關
係親如母女。李菁表示，「和趙良玉相處的 10 年
裡，我收穫良多，是她讓我真正相信愛是人與人之
間的一種關懷。」
趙良玉曾多次跟李菁說要將遺產留給她，都被李

捐贈者是南京市中心醫
院醫生李菁，捐贈的財
產是其病人趙良玉老人
生前贈予她的遺產。
■《南京日報》

1.5 萬斤西瓜滯留
警助瓜農兩小時售罄
湖南寧鄉縣夏鐸鋪派出所民警日前
接到群眾報警稱，有人在鳳橋社區西
瓜種植基地因西瓜價格問題發生爭

■民警助瓜農兩小時售罄 1.5 萬斤西
瓜。
網上圖片

執，民警劉海斌遂帶領輔警處警。經
詢問得知，買方日前跟瓜農談好價
格，訂購 1.5 萬斤西瓜，然而買方第
二天來到西瓜基地，發現西瓜比預想
中的大，因此不願購買。
雖然民警進行了調解，但買方仍決
定不購買西瓜。瓜農看着剛摘下的 1.5
萬斤西瓜一籌莫展，於是，劉海斌決
定幫助瓜農賣西瓜。他在派出所內宣
傳，買來西瓜給同事試吃，輔警周榮
華也積極發動政府幹部及身邊的朋友
購買西瓜。此外，劉海斌還在轄區各
企業工作群裡發動朋友幫瓜農宣傳，
「賣瓜行動」很快得到了大家的響
應。在短短兩個小時內，滯留的 1.5
萬斤西瓜被全部賣完，瓜農的嘴角終
於揚起了笑意。
■寧鄉公安

菁謝絕了。趙良玉的好友張履芬表示，趙良玉曾多
次表示能夠遇到李菁感覺很幸運，正是因為李菁對
她關懷備至，才使得她的心情和病情得以好轉，因
此，她決定把自己的財產贈予李菁。

以愛之名 延續善心
兩年前，趙良玉將其在南京瑞金北村的一套房子
及其他財產贈予李菁，並辦理了公證手續。今年 3
月，在李菁及其家人的陪伴下，身患多種疾病的趙
良玉離開了人世。日前，李菁將這筆遺產捐贈給愛
德基金會，同時成立「趙良玉基金」，用於資助在
南京醫科大學貧困學生和醫學科普推廣活動。
李菁表示，趙良玉雖然一生清貧，但樂善好施。
將她的財產捐贈給社會上更需要的人，是為了讓她
的善心延續下去、讓愛傳遞下去。據了解，愛德基
金會工作人員近期一直在處理趙良玉的遺產清點和
捐贈等事項。該基金會有關負責人表示，李菁捐贈
的房子將被出售，且售出資金將按照捐贈者的意願
開展公益活動。

■遺產捐贈者趙良玉
遺產捐贈者趙良玉。
。

網上圖片

■李菁表示
李菁表示，
，
將趙良玉的財
產捐贈給社會
上更需要的
人，是為了延
續她的善心。
續她的善心
。
網上圖片

惠州上演
「千人荔枝宴」
荔枝百變成大餐
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鎮隆鎮日前在龍泉
荔枝農莊上演了一場「千人荔枝宴」，吸引
數千名來自海內外的食客前來品嘗「舌尖」
上的美味佳餚。

■「台灣紅藜桂花鑲荔枝」大餐。網上圖片

在「千人荔枝宴」上，當地多家酒店的
廚師以糯米糍、桂味兩大荔枝品種為原材
料，精心烹製成「夏季荔枝皇」、「清爽荔
枝凍」、「台灣紅藜桂花鑲荔枝」等各色大
餐。其中，由惠州亞維濃生態園廚師製作的
「台灣紅藜桂花鑲荔枝」，是採用台灣紅
藜、新鮮的「鎮隆荔枝」和桂花等製作而
成，鮮嫩多汁、清甜可口，受到了眾多食客
的好評。
近年來，鎮隆繼被廣東省授予「荔枝之
鄉」和「荔枝種植專業鎮」稱號之後，又榮
獲中國綠色食品認證和農業部農產品地理標
識登記證書。據該鎮負責人稱，此次「千人
荔枝宴」的舉辦，不但吸引海內外遊客及客
商前來感受濃郁的「鎮隆荔枝」文化，而且
還擴大了「鎮隆荔枝」品牌的影響力，促進
了鎮隆荔枝產業的蓬勃發展。
■中新社

■廣州海關啟動毒品銷毀活動儀式，超過 2 噸毒
品將在今日銷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粵港警方聯手
攔截電騙案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
省公安廳昨日宣佈，在廣東省反電信詐騙中心的
協調下，深圳、珠海警方成功凍結兩宗刑事案件
涉案資金，挽回損失共計1,100多萬元（人民幣，
下同）。據悉，其中一宗電信詐騙案件發生在香
港，粵港警方聯手，成功凍結資金448.64萬元。
據廣東省公安廳消息，6 月 19 日 18 時許，深
圳警方接香港警方緊急通報，稱當天下午發生一
宗刑事案件，希望深圳警方協助。接報後，深圳
市反詐中心在多家銀行的全力配合下，經過 3 小
時加班加點的緊急查詢止付，連續追查止付涉案
銀行賬戶 30 餘個，成功止付凍結受害人資金
448.64萬元，為受害人挽回絕大部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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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少宇 1993 年出生於遼寧一
個普通家庭。2008 年元旦，他
不幸碰到高壓線，失去了右側
的手臂和腿。經過不懈努力，
他成為了一名國家級殘疾人運
動員。今年6月1日，他從四川
雅安出發，19 天內沿着 318 國
道騎行近 2 千公里，最終抵達
拉薩，為他騎行川藏線的夢想
畫上了圓滿句點。

天騎行 千公里 獨腿獨臂青年征服川藏線

醫生獲贈病患遺產
成立基金助貧困生
007 年，78 歲的趙良玉去南京市中心醫院看病
時與李菁結緣，兩人在相處的過程中發現彼此
志趣相投，逐漸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李菁表示，
趙良玉一生未婚，沒有子女。她曾讀過兩所大學，
早年受過特工訓練，學習能力極強。她雖然 70 多
歲才開始學電腦，但遊戲玩得十分嫻熟。在李菁的
幫助下，患有高血壓的趙良玉戒掉了「遊戲癮」。
80 歲時，趙良玉在學會使用手機後，經常給李菁
發短信交流。
23 日上午，一場特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國
際禁毒日來臨之際，廣州海關昨日舉行毒品銷毀
啟動儀式及緝毒犬開放日活動。海關宣佈，近年
來繳獲的2.26噸毒品和精神藥物將於禁毒日當日
全部銷毀。
廣州海關副關長兼緝私局局長羅銀波介紹，
2016 年至今年 5 月底，共查獲走私毒品案件 131
宗，抓獲犯罪嫌疑人 84 人，繳獲毒品 960.4 公
斤，打掉販毒走私團夥 7 個，關區內毒品走私勢
頭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目前，廣州海關關區毒
品走私呈現出人體藏毒案件依舊高發、郵遞快件
渠道走私毒品出境形勢有所緩和、貨運渠道毒品
走私「案少量大」等特點。
據介紹，國際販毒集團為牟取非法暴利，甚至
把脆弱的肉體用作藏毒的工具，他們僱用大批的
「騾子」（即人體藏毒者）來走私毒品，甚至選
取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幼童來實施走私。

■中國乒協在聲明中表示
中國乒協在聲明中表示，
，希望劉國梁
（右）在出任乒協副主席後
在出任乒協副主席後，
，能為協會改
革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革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
資料圖片

華女失蹤列全美優先處理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引述《芝加哥
華語論壇報》報道，伊利諾伊州首府斯普
林菲爾德聯邦調查局刑事調查助理特工喬
恩．霍洛威，上周四晚上在一個公眾論壇
上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把尋找
失蹤的伊利諾伊大學訪問學者章瑩穎列為
該局「全國優先處理案件」。他還表示，
調查已經取得「重大進展」。

廣州海關近年半來
查獲毒品達96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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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鍛煉車技 屢獲比賽大獎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電
視上看到了殘疾人從事體育競
技，父母就聯繫了當地的市殘
聯。」郭少宇介紹，在眾多體
育項目中，他選擇練習騎單
車，並漸漸從失去右手臂和右
腿的噩夢中醒來。他每天堅持
鍛煉車技，揮汗如雨，最終成
為國家級殘疾人運動員，並在
多次比賽中贏得大獎。
征服川藏線是很多騎行者的
夢想，郭少宇自然也不例外。
喜歡自然風光的他，從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從四川雅安出發前
往西藏拉薩。在騎行途中，他
結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彼此照應，相談甚歡。6 月 20
日下午，郭少宇成功抵達拉
薩。「這次騎行川藏線並沒有
滿足我的挑戰心，聽說騎行新
藏線很難，因此我想去試
試。」郭少宇表示，騎行是他
一生的夢想。他用一條腿，一
隻胳膊和一顆堅強的心詮釋了
生命的意義、夢想的力量。
■中國西藏網

■獨腿獨臂
青年郭少宇
19 天 騎 行
近 2 千 公
里，征服川
藏線。
藏線
。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