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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滯 東奧延一年今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在因新冠
肺炎疫情延期一年後，第 32 屆夏
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香港時間今晚 7
時在日本東京開幕。羽毛球好手謝影雪與
劍擊名將張家朗將持旗率領中國香港代表團
位列第 170 個進入會場。（翡翠台、ViuTV 及
開電視直播）
上月滿 24 歲的張家朗連續第 2 屆出征，今屆
兼戰男子花劍團體及個人賽。他形容持旗手身
份既是榮譽，亦是一份肯定。他重提 2017 年擔
任全運持旗手的經驗，笑稱：「今次好似勁好
多，要記得執靚自己個樣。」而 29 歲的謝影雪
今次奧運將夥鄧俊文出戰羽毛球混雙項目，她
對持旗任務倍感驚喜：「很榮幸做到港隊持旗

手，是對我多年來付出的肯定，真的很興奮，
是運動員生涯中一個很高的榮譽。」
本屆東京奧運會是奧運歷史上首次延期舉
行，在時隔五年後，奧運聖火今晚在東京奧林
匹克體育場再度點燃。本屆奧運會共設 33 個大
項、339 個小項，包括 5 個新增項目：攀岩、滑
板、沖浪、空手道和棒壘球，其中棒壘球是繼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後再度成為正式項目，其他
四項是首次成為奧運會正式項目。
將在開幕式上擔任中國體育代表團旗手的是女
排運動員朱婷和跆拳道運動員趙帥。東京奧運會
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境外參賽規模最大的一屆奧運
會，代表團共有777人，其中運動員431人，將參
加除沖浪、棒壘球和手球之外的30個大項、225
個小項的比賽，為境外參賽小項最多的一屆。

●香港乒乓
球隊昨在東京體
育館進行賽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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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表示，中國體育代
表團的總體目標是實現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
豐收，要確保在金牌榜和獎牌榜上保持在第一
序列、確保不發生興奮劑事件及賽風賽紀問
題、確保代表團不發生疫情傳播。

● 東京奧運會已萬事俱備
東京奧運會已萬事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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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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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謝影雪（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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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將
持旗引領港隊。
持旗引領港隊
。
記者黎永淦 攝

港乒混雙項目籤運不俗
● 黃 鎮 廷
（ 中 ） 杜 凱 琹
（左）與男雙隊友對
打。
記者郭正謙 攝

東京奧運會今晚開幕，乒乓球項目的比賽則明日展
開，5 個小項亦已完成抽籤，被視為港隊爭牌重點的混
雙項目首兩輪對手未算太強，不過四強極可能遇上頭號
種子、國家隊組合許昕/劉詩雯。為此，港乒昨日的備戰
亦重點特訓混雙組合黃鎮廷/杜凱琹，練足兩小時外，更
以男雙組合林兆恆/何鈞傑為陪練對手，協助「黃杜配」適
應更高強度的比賽節奏。

奧運
戰報

●本報記者郭正謙 東京報道

黃杜配不怠慢

打好每一仗
奧運乒乓項目已經完成抽籤，攜手出戰混雙的黃鎮廷
及杜凱琹均認為籤運不俗，無論首圈的匈牙利對手

或晉級後可能遇上的法國及澳洲組合，名氣和成績均不及
「黃杜配」。不過黃鎮廷認為奧運不存在容易對付的選
手：「抽籤結果算不錯，不過奧運每一場賽事都很難打，
尤其首兩輪的對手是首次面對，必須加倍小心應對。」對
於四強有可能面對世界冠軍組合，杜凱琹表示不會想太長
遠的事，只會打好眼前的每一場比賽。

對手如狼似虎 港隊須盡快入局
港乒教練團昨日除為黃鎮廷及杜凱琹安排單對單訓練
外，更以男雙組合林兆恆/何鈞傑為「黃杜配」的對手。
總教練陳江華表示平時也會這樣安排，主要是希望加強訓
練的強度：「平常都會這樣安排，讓兩個雙打組合對練，

有助提升訓練的強度，目前各球員的狀態都正
常，雖然混雙的抽籤結果還可以，不過對手是首
次遇上，可能會有暗湧，心態很重要。」
●港乒球手
而教練李靜在觀察對手訓練後亦以「如狼 蘇 慧 音 進 行 賽
似虎」來形容，強調要打出氣勢盡快入局。
前訓練。
昨天是港隊第二次在比賽場館東京體育館
法新社
訓練。陳江華表示安排上問題不少，特別是場
地太窄，已經向賽會反映希望盡快改善：「從
訓練場到主場館距離有些遠，沒有車安
排是有些麻煩，這也沒有辦法。但場地
太窄的問題是急需改善，有機會導致球
員撞到休息席，球飛來飛去亦可能會
有影響，經反映後賽會已答應會加
採訪
手記
闊50厘米。」

掃碼看片

奧運成雞肋 為辦而辦感可惜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正
謙 日本直擊）奧運
傳媒中心每天往來人
士絡繹不絕，縱然東京
奧運尚未正式展開，但來
自海外的逾萬名媒體記者已
忙個不亦樂乎。奧運這項體
壇盛事成為了他們生活的全
部，但僅僅一「泡」之隔，奧運
對於真正在東京生活的市民而言卻
是可有可無，市面上只有寥寥可數的
奧運布置，加上所有賽事要閉門進行，
東京市民對奧運的感覺或許只有林林總總
的封路措施，小記與日本市民所看到的東
京奧運，彷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5 年前里約奧運閉幕，日本前首相安倍晉
三以「超級馬里奧」的造型登場成為熱
話，那段創意滿分的宣傳影片至今仍為人
津津樂道。單單幻想着奧運 crossover 日本

國乒看淡抽籤 按自己節奏備戰
即將舉行奧運會乒乓球賽的東京體育館昨日再次迎
來中國隊的主館訓練，最先開賽的許昕、劉詩雯這對
混雙組合依然請男雙隊友陪練。教練馬琳表示看淡籤
表：「他們還是按自己的節奏備戰。」
根據 21 日晚出爐的抽籤結果，許昕/劉詩雯 24 日上
午的首戰對手是代表加拿大的王臻/張默，他們所在半
區最強勁的對手當屬中國香港的黃鎮廷/杜凱琹，雙方
或將在準決賽相遇。
比較起來，東道主最強組合水谷隼/伊藤美誠所在的
下半區似乎名將略多，他們首戰對陣奧地利的費格爾/
波爾卡諾娃，8 強賽可能遭遇世乒賽銅牌得主弗朗西斯
卡/索爾佳，如能突圍則可能在準決賽迎戰李尚洙/田
志希和林昀儒/鄭怡靜之間的勝者。
面對外界所謂「上籤」評價，在國家隊就作為劉詩
雯主管教練的女一隊教練組長馬琳說：「抽籤我覺得
很正常，抽什麼樣的籤都有可能。抽完籤，我們就可
以更有針對性地研究對手，準備應對策略。」
和此前兩次適應場地訓練不同，「昕雯」組合在常
規訓練和模擬比賽之外加了一個專門針對放高球的訓
練。馬琳說：「比賽什麼樣的球都有可能出現，雖然

● 中國乒協主席
劉國梁觀看國乒
訓練。
訓練
。
新華社

混雙比賽相對來講高球出現比較少，但如果能在被動
球上得分，我覺得對他倆的信心會更有好處。」
訓練過程中，隊員們的狀態也和前幾天有所不同，
認真備戰之餘笑容多了，玩笑話也能張嘴就來，情緒
明顯放鬆了很多。「兩人目前狀態都很平穩。」馬琳
說，「兩天後開賽，希望他們能根據自己的節奏，把
狀態調到最好。」
●新華社

● 劉詩雯
劉詩雯（
（右）和許昕進行
實地適應性訓練。 新華社
實地適應性訓練。

著名動漫的種種場景已令小
● 東京市面冷清
東京市面冷清。
。
記滿心期待，可惜疫情來
記者郭正謙 攝
襲，東京奧運一拖再拖下勉
強舉行，東京奧組委為對付
疫情已經焦頭爛額，能夠如
期舉行已是奇跡，還如何顧
得上大眾觀感。
小記和一位長居日本的傳
媒前輩聊起此話題，他看着日本民眾由支持到漠不關
心、甚至反對：「市民在初期的確很支持，但後來要應
付疫情已沒太多精力顧及奧運，再加上閉門進行，那些
贊助商、大企業以至小市民都已失去興趣，市面上要買
個奧運精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沒有互動就沒有熱情，為防止「泡泡」爆破，一眾奧
運場館及相關設施均是生人勿近，由警察保安把關守衛
森嚴，而海外媒體及運動員亦禁止接近一般日本民眾，
小記在路上偶遇行人，有時亦只會惹來奇怪的目光，要
以這樣的方式舉行奧運非東道主日本所願，但看到這項
原本舉世矚目的盛事淪為為辦而辦的「雞肋」，實在感
到十分可惜。

洪詠甄今登奧運舞台
挑戰世界強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東京報道）東京奧
運今日正式揭幕，為港隊打頭陣的將是賽艇選手洪
詠甄，她今早出戰女子單人雙槳比賽。首度亮相奧
運舞台的她坦言既緊張又興奮，希望香港市民可以
透過直播支持自己。
22 歲的洪詠甄首次踏上奧運舞台，今將在初賽
第 3 組出發，同組對手分別來自中國國家隊、俄羅
斯、摩洛哥及波多黎各。她坦言對手十分強勁：
「同組中以國家隊及俄羅斯的選手最強，我會以爭
取直入半準決賽為目標，希望大家可以收看直播支
持我，就算你不在現場我都會感受
到。」
洪詠甄亦坦言心情又緊張又興
奮，第一次與這麼多世界
級運動員同場較
勁，會盡力集中
●洪詠甄希
望市民透過電視 精 神 比 賽 ， 相
信炎熱的天氣
為她打氣。
有
助自己盡快
港協暨奧委會
進入比賽狀態。
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