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跑走上正路 中學生戒「迷網」

E-VILLAGE 旺場 人人笑呵呵
免費睇賽車直播眼福不淺 生意增一成商戶賺錢

冠軍被DQ 德車手擬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動方程式賽車（Formula E）香港

站賽事昨日繼續在中環海濱舉行，大會並在賽道旁的添馬公園設置

E-VILLAGE，讓未能購買賽事門票的市民及旅客觀看直播，不少入

場人士都大讚現場氣氛好。在現場出售飲品及食品的攤檔負責人都

表示，生意較預期好，期望政府可多舉辦同類的大型活動。而主辦

賽事的Electric Racing（Hong Kong）行政總裁則表示，他們與國際

汽聯電動方程式的合約雖已經屆滿，但有信心可以再次爭取在香港

舉辦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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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清華（左
一）、胡斌（右
二）及林澤豐
（右一）將參加
明年渣馬十公里
賽事。陳家豪
（左二）是他們
的長跑教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翁麗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長跑過程
中挑戰自我及超越他人所帶來的滿足感，讓
三位中學生余清華、胡斌及林澤豐一直跑下
去，眾人培養堅毅意志之餘，更有人成功擺
脫網癮。唸中六的余清華昨日表示，去年12
月加入「凝動」長跑隊前，一放學便會趕回
家打機，直至凌晨三四時，如此生活模式接
近兩年，「有日問自己究竟有何得着？」最
終決定參加長跑找回自己。三人將參加明年
渣打馬拉松十公里賽事。

「波牛」大使帶領基層跑步
「凝動」長跑隊大使陳家豪昨出席渣馬記

者會時表示，小時候是一名「波牛」，追逐
足球練成的耐力，讓他在校內田徑比賽奪獎
及入選校隊，後來慢慢築建其長跑路。他
指，自己在屋邨長大，品流比較複雜，最後

能夠大學畢業，近18年的長跑生涯亦成為
其事業，「是跑步讓我走到正確的路上。」
因此與長跑手太太姚潔貞一同擔任大使，帶
領一眾基層學生跑步，讓他們鍛煉身體及意
志。
余清華表示，當時發現自己花太多時間在

網絡遊戲上，遂決定加入長跑隊，分散注意
力，雖然長跑的確很辛苦，但過程有助磨練
意志，對於讀書亦有裨益，「哪怕成績不
好，不再抗拒學業，而是肯試肯學。」
他說，開頭以為長跑很孤單，原來沿途很

多人同行，「訓練仲開心過上學！」他說，
現在已不再沉迷網絡遊戲，認為跑步比打機
健康得多。

座右銘：沒有奇蹟 只有累積
今年中四的胡斌亦是網絡遊戲愛好者，習

慣晚飯後一直打機至晚上11時至12時，今
年1月在學校老師建議下加入長跑隊，近一
年來，體能進步了，身形清減了，個人自信
心亦提升了。
他說，由於要有足夠的休息，才能提升訓

練水平，遂戒除平日夜睡的習慣，只有周末才
會花較多時間玩網絡遊戲。他說，長跑很辛
苦，有時想放棄，但隊友的鼓勵支撐他跑下
去。他引用陳家豪鼓勵學員的說話：「沒有奇
蹟，只有累積。」已成為其個人的座右銘。
第二次挑戰十公里的林澤豐指出，由於上

次比賽太興奮，沒有足夠睡眠及經驗，結果
成績未如理想。他指長跑過程不時遇到心理
關口，「身體想停」，這時要靠個人意志去
堅持，亦體會到長跑的勝負並非最重要，最
重要是對得起自己。他希望今次參賽可在38
分鐘至40分鐘完成比賽。

陳家豪表示，曾試過在飛鵝山練跑時，碰
見余清華及林澤豐，亦有學員自動跨區上
堂，十分勤力練習。他指有人特意開車拍下
比賽路線，建議參賽者可以由頭到尾看一
次，感受真實的路線。他說在緊接的聖誕節
會增加練習次數，提升學員表現。

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在2012年成立，是本
地體育慈善組織，在2014年開辦「凝動」
長跑項目，目前在觀塘、深水埗及青衣開辦
長跑班，招募13歲至18歲基層青少年參加
為期兩年的免費長跑訓練，為全體學員資助
長跑裝備、比賽費用及教練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際汽聯電
動方程式賽車（Formula E）香港站賽事次
站昨日舉行，德國車手阿比徹（Daniel
Abt）尾段後上最先衝線，但賽會在晚上指
出他被取消資格，冠軍最終由來自瑞典的羅
辛基斯（Felix Rosenqvist）奪得，但阿比徹
已經在社交網站上表示計劃提出上訴。

45圈的賽事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有「澳門先
生」之稱的莫他拿領先，領先時間一度達3
秒，但戰至第四十三圈時出現失誤，在香港
站的彎位轉彎時煞車「跣胎」，跌落第三，
令昨日25歲生日的阿比徹成功超前，並率先
衝過終點。
阿比徹的父親是車隊老闆，被質疑能加入

車隊是因為依賴父蔭，他賽後曾指昨日的成
績可以證明有關指控不正確。
不過，賽會在頒獎後以阿比徹違反2017/
18賽季電動方程式運動及技術守則，稱其駕
駛賽車使用的逆變器上有保安條碼未曾申
報，決定取消其資格和成績。
第二名衝線的羅辛基斯在阿比徹被取消資

格情況下頂上奪冠，但最終結果仍存變數，
因為阿比徹昨晚在社交網站表示，其車隊計
劃就賽會的決定提出上訴。

賽會昨日公佈，今屆賽事的售票率達
87%，與預期的90%接近，而兩日

的賽事共吸引2.7萬人入場觀看，較去
年的2.1萬多近三成。

港來年有機會續辦賽事
Electric Racing（Hong Kong）行政
總裁方仁傑表示，他們與國際汽聯只是
簽署協議在香港舉辦比賽兩年，但認為
賽事獲政府正面回應，相信香港來年仍
有很大機會可以繼續舉辦賽事，形容香
港站賽事已經是電動方程式的重要賽
站，又透露會爭取把賽道延長。
除賽車比賽外，大會今年亦繼續在添
馬公園設置E-VILLAGE，並改為免費
開放，預先在網上讓有興趣入場的市民
登記抽門票。
車迷周先生表示，他一向都有留意不
同的賽車比賽，原本想購票入場觀賽，
只因門票太搶手而未能購買，幸好最終
能抽到E-VILLAGE入場券，有機會參
與這次盛事。他指出，場內除了展示多
部賽車外，亦有賽車女郎和不同表演，
十分熱鬧，令他更加希望可以親身入場
觀看賽車比賽。他說，如果香港明年再
有賽事，一定會購票入場。
另一車迷黃先生就指，場內仍有一些
位置可以偷望賽車，認為E-VILLAGE

的活動對他十分有吸引力，他又說特別
喜歡場內的賽車遊戲試玩，更不惜為此
排隊2小時，「我雖然有車牌，但很少
開車，這個遊戲的賽道是中環海濱，玩
了可以當作在香港的賽道上比賽過。」

英客：多辦大型活動利吸客
來自英國的旅客Oliver Childs 則表

示，來港前並不知道有賽車比賽，很慶
幸訪港期間正好碰上這項盛事。他說雖
然不是車迷，但認為這次活動對旅客而
言極具吸引力，稱E-VILLAGE可以令
更多人一同參與賽車活動，認為場內氣
氛很好，表示如果香港多舉辦不同的大
型活動，有助吸引旅客經常訪港。
去年亦有在E-VILLAGE內售賣飲料

的太古飲料營業推廣組主任梁先生指，
今年的生意較去年上升約一成。他表
示，今年賽事改在天氣較涼的12月舉行
及E-VILLAGE改為免費入場都能吸引
更多人入場，並指今年有多輛美食車參
與活動，他們的食物售價較去年的攤檔
便宜都有助他們生意額提升。
美食車聯盟主席、「七桌子×樺得
園」負責人林瑞華亦表示，昨日的生意
較預期還要好。他指業界的生意在大型
活動中一般都較好，期望政府可以多舉
辦同類活動。

■Oliver Childs指多舉辦賽車等
大型活動可吸引他多來港旅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市民及旅客在E-VILLAGE內
觀看賽事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美食車進駐美食車進駐。。
■■商戶生意商戶生意
較預期好較預期好。。

■■現場氣氛熱鬧現場氣氛熱鬧。。

以「發展數字經濟 促進開放共享——攜手共
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第四屆世界互
聯網大會，昨日在浙江烏鎮開幕，來自全球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名嘉賓熱議互聯網創
新科技在全球範圍內的最新發展。內地近年在互
聯網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相較而言，
香港雖然在千禧年代曾經有過科網熱，但在泡沫
爆破後並沒有持續地抓緊機會發展互聯網產業，
目前已經處於相對落後狀態，需要急起直追。特
區政府應發揮推動作用，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
為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加良好的環境，期待
能夠推動香港在下一輪的競爭中迎頭趕上。

過去幾年，互聯網創新科技、數字經濟已經成
為中國經濟的重大增長點，為各行各業創新發展
帶來新的歷史機遇，並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內為經濟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支持。就在前
日，4部無人駕駛的智能巴士已經在深圳福田保
稅區試運行，再創全球第一。中國取得的成功亦
將帶動其他國家的升級發展，中國昨日就與多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
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致力於實現互聯互通
的「數字絲綢之路」。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和發展藍圖，提出
要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推動互
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
合，當中蘊藏的發展商機無可限量。

香港比內地更早引入互聯網技術，在上世紀末
就已進行互聯網經濟的嘗試，一度興起過科網股
的熱潮。可惜在科網熱潮爆破之後，香港在互聯
網創新與創業上就始終躑躅不前，尤其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在金融與互聯網融合方面步調緩
慢。究其原因，與香港發展互聯網追求短期效

益、缺乏長遠規劃不無關係。哪怕是千禧年代的
科網熱，絕大部分人都只是抱着賺快錢的心態參
與，沒有將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各行各業結合起
來，以致錯失了發展良機。面對當前全球互聯網
經濟的大勢所趨，香港如再不急起直追，將會在
許多原本佔據優勢的傳統領域也變得漸漸落後，
甚至將面臨被發展大勢拋離的困境。

特區政府過去幾年開始意識到問題所在，着手
設立創科局，大力推動創新科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以建設香港成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目標。通訊局日前就公佈
新設5G無線物聯網牌照，助推智慧城市發展。
但相關步伐仍需加快，尤其是必須盡快在市場規
管法規上拆牆鬆綁。例如消委會日前建議發展的
網約車，在本地仍然面對違法的困境，但在內地
早已制定了專門的法規進行管理。既然是要急起
直追，則步伐必須要快，因為我們不是要跟自己
比速度，而是要跟深圳、新加坡等周邊地區比速
度，如果相關修例工作不提高效率，加快步伐，
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當然，要發展互聯網創新科技，僅靠政府一頭
熱遠遠不夠，還需企業、民間等社會各界的積極
參與和配合。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香港在發展
互聯網創新經濟方面擁有資本融資、專業服務和
信息流通等多方面的優勢。廣大港人也擁有無限
創意和澎湃的創新奮鬥精神，本地的多所高等院
校也能輸送大批受過高水平教育的人才，只要與
內地加強合作，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性機遇，就完全有條件及
有可能把握全球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歷史機遇，實
現「彎道超車」，在互聯網經濟大潮的激烈競爭
中佔據較為領先的地位。

群策群力追趕互聯網發展步伐
今天是「國家憲法日」，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

次開展憲法日宣傳教育活動。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發
表文章，強調在香港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活
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利於增強國家意識和
愛國精神，有利於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有利於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
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王志民主任的文章
深入淺出地闡述了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最高權
威地位，解釋了憲法與基本法之間的關係，為廣大
港人學習憲法、遵守憲法，指出了具體的途徑與方
法，值得深入研讀。香港社會今後應加強對憲法的
學習，強化憲法意識，尊重憲法、遵守憲法，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切實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
地位，真正理解由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憲制
秩序的法治基礎，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持續成
功落實。

王志民主任在文章中解釋了憲法的作用以及憲法
與基本法之間的關係。他強調憲法是治國安邦的根
本大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長治久安
提供根本制度保障。而憲法是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內的全國最高法律，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的效
力和權威。憲法與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的
關係，本屬一體，不可分割。憲法為「一國兩制」
方針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最高的憲制來源和法
律保障。基本法根據憲法制定，其一切效力和權威
來源於憲法。他特別指出，回歸後香港同胞既生活
在基本法確立的法律秩序之下，也生活在憲法確立
的國家憲制秩序和治理體系之下。因此，雖然香港
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廣大港人都必
須認識憲法、尊重憲法、認同憲法，尤其是要尊
重、認同國家主體依照憲法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必
須尊重、認同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等重大的國家制度體制。
王志民主任的上述論述，對於香港社會而言，具

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香港社會過去普遍對於國家憲
法認識不多，有些人甚至產生了錯誤的理解，誤以
為香港只有基本法是最高法律，憲法只是在內地有
效，對香港不產生效力。一些敵對勢力更是有意利
用部分港人對憲法以及國家體制方面存在的一些模
糊認識，在香港煽動反對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
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些思想謬誤如果不澄清，
敵對勢力煽動的行為如果不抵制，勢必對「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全面準確貫徹落實產生負面的影響，
也會破壞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影響到香港社會的長
期繁榮穩定。

因此，香港需要借「憲法日」之機，由特區政府
帶頭推動，全社會共同參與，全面加強憲法的宣傳
教育，讓廣大港人充分認識到國家現行憲法具有無
比的優越性，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
展要求的好憲法；認識到自回歸之日起國家恢復對
香港行使主權，首先就是恢複國家憲法對香港的效
力和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認識到香港已經納入了國
家憲法體系和憲制秩序之中，憲法為「一國兩制」
方針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最高的憲制來源和法
律保障；認識到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其一
切效力和權威來源於憲法。

認識憲法的目的，就是落實到行動之中，要尊重
憲法並且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
那樣：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確保香港社會
在「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之中，不變形、不走樣
並行穩致遠，使香港社會各界能夠加強國家觀念，
自覺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之中，在確保香港社會長
期繁榮穩定的同時，與祖國人民一起努力奮鬥，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香港加強憲法宣傳教育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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