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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港童夢想 盼育劍神接班人
香港文匯報訪前港隊教練黃贊 憶辦劍校培訓金牌選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劍擊運動員張家朗在東京奧運會
奪取香港回歸祖國後港隊的首枚金
牌，全城歡慶。特區政府官員、行
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全體立法會議
員等昨日對張家朗奪金表示祝賀，
大讚他憑藉頑強鬥志在逆境中發揮
出眾技術，締造歷史，祝願香港健
兒繼續盡展所長再創佳績。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

日透過社交平台發文祝賀張家朗勇
奪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金牌，
「（張家朗）不但技術超群，一路
戰來沉著（着）應對，即使在逆境
中仍堅毅不屈，最終戰勝群雄勇奪
冠軍，實在令人深受鼓舞！」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昨日向張家

朗及其教練、團隊表示祝賀。行會
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表示，
「張家朗在比賽中沉着應戰，面對

逆境，憑着頑強鬥志和鍥而不捨的
精神，發揮出眾技術，勇奪金牌，
締造歷史，全港市民均為他的成績
感到驕傲」，並祝願中國香港代表
團在其他項目繼續盡展所長，再創
佳績。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代表全體

立法會議員致函祝賀張家朗為香港
特區贏得首面金牌，並向他的教練
及團隊衷心致賀，「張家朗在比賽
過程中，面對逆境，仍沉着應戰，
展現無比韌力，發揮堅毅不屈的精
神，最終在決賽表現出色，勇奪金
牌，讓香港市民引以為榮，令人鼓
舞。」
全體立法會議員對香港運動員努

力不懈的精神由衷敬佩，祝願中國
香港隊運動員在奧運再創佳績，強
調不論賽果如何，香港人都會全力
支持，為香港健兒喝彩。

官員議員祝港健兒再創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
昕）隨着張家朗在男子個人
花劍項目贏得奧運金牌，香
港出現了一股劍擊熱。香港
文匯報查詢數間劍擊訓練學
校，發現不少學校自從前日
起收到大量報名查詢。為應
對迅速增長的需求，有培訓
機構增開班級，亦有培訓機
構需要增聘教練來滿足需
求。
劍擊學堂課程總監胡先生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自從香港劍擊選手張
家朗奪得港隊今屆奧運的首
枚金牌，學校的查詢電話便
響個不停，「十六強開始便
不斷收到電話表示想報班，
凌晨都仲有人問緊！」
他說，以往只有在暑假開

班前會有較多人查詢，「今
年第一次放假至一半突然湧
入大量學員。」查詢人士
中，以4歲至8歲的學生家長
最多，亦有不少成年人，更
有公司替旗下員工查詢有無
體驗課程。
胡先生說，隨着需求的

增加，教練的人手出現緊
張，目前每個教練要較之
前教多幾堂課。雖然休息
時間減少，但能見到劍擊
運動受歡迎，大家還是非
常高興。
他直言，是次港隊拿下金
牌，令全香港市民開始關注
劍擊運動，不少人觀看熱血
沸騰的決賽直播後，對劍擊
產生興趣，從而慢慢去了解
規則，再進一步去嘗試，希
望未來更多人能從擊劍中找
到樂趣，真的愛上這項運
動。
另一間培訓機構劍舍LE-

HK Fencing的查詢熱線亦非
常火。劍擊教練馬先生透
露，決賽日後查詢人數呈倍
數增長，花劍、重劍等不同
類型的劍擊項目均有人查
詢。
其劍舍正準備增加班級數

量，同時因應需求招募更多
教練，「劍舍收到的查詢中
不乏中學生及成人，奧運賽
事很好地推廣了這個項目，
希望更多人能參與其中。」

現報名查詢潮
劍舍增聘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相
隔25年，劍神張家朗為香港再次奪
得奧運金牌，更是香港回歸祖國後
的首面金牌。體育專員楊德強昨日
表示，是次佳績是經過十多廿年及
多代人的努力與經驗累積而成，但
指政策上不會因為一次成績而特別
多投放資源於某個項目，資助政策
都是持續進行。奧運香港代表團團
長貝鈞奇形容張家朗在奪金路上曾
於劣勢下追上並擊敗對手，體現運
動員永不言棄精神，對大家都是很
大鼓勵。
楊德強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對

張家朗奪金感到高興，但並不完全意
外，因為是次佳績是經過十多廿年及
多代人的努力與經驗累積而成。
他說，特區政府多年來對劍擊項

目有提供包括場地等資助，並於十多
年前列入精英項目。由20年前開
始，劍擊隊開始挑戰以國家隊、日本
及韓國為首的亞洲前列，雖於上次亞
運與金牌擦身而過，僅取得3面銀
牌，但近年取得大突破，花劍在團體

賽的世界排名在前八至十名之內，最
高排名曾列第四，有能力挑戰獎牌。
不過，他強調特區政府不會因為

一次成績便特別多投放資源在某個
項目上，因為資助政策都是持續進
行，「我們所有的撥款都沒有上
限，不會因為某一運動多了資源，
另一個便少了。」香港的精英項目
由 2012 年大約 13 個增至目前 20
個，他預期日後有更多項目達到精
英水平。

貝鈞奇：對港隊鼓勵很大
貝鈞奇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

自己在張家朗出戰四強前曾探望
對方，當時其教練已覺得有奪金
希望。他認為家朗在晉級路上表
現非常出色，更曾一度落後 9比
14，最終成功扭轉劣勢反勝，體
現出運動員迎難而上、永不放棄
的情神，期望港隊各代表可以在
其他項目上也有好表現，又深信
張家朗奪金對其他香港運動員是
很大的鼓勵。

體育專員：
多代人努力累積出佳績

培養出一名奧運金牌運動員，需要多少人的努

力？令一個冷門運動項目漸成主流，又需要

多少代人的付出？令劍擊在香港掀起熱潮，

金牌「劍神」張家朗應記一功，多年堅持下

來的運動員亦是無名英雄。香港劍擊界

「大師兄」之一的黃贊，於2002年

開辦劍擊學校，翌年遇上沙士疫

情，仍憑着運動員打不死的精神

捱下來，一直默默耕耘。曾在其

學校練劍6年的張家朗，日前在奧

運男子花劍個人賽摘金，黃贊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對此表示感

動，更相信可啟發不少小朋友夢想成為

「下一個張家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黃贊於 1982 年已開始練習劍
擊，2004年英聯邦劍擊錦標

賽奪得男子花劍個人冠軍，是香港
取得國際大賽冠軍的第一人。2004
年至2007年，他更曾任香港女子
重劍代表隊教練，見證劍擊在港的
發展。
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劍擊在香港以往是比較冷門的
運動，故於 2002 年開辦劍擊學
校，希望將劍擊在社會推廣至普及
化，但在開辦的第二年，即2003
年就遇上了沙士疫情，幾乎全年沒
有學員上課，在沒有任何收入下，
又要支付租金、員工薪金，「差啲
捱唔住。」
不過，憑着作為運動員的打不死
精神，最後亦關關難過關關過。

讚小家朗專注力高
這個圈子有多小？小得張家朗亦
曾為黃贊劍擊學校的學生。張家朗
自10歲開始到黃贊的學校學習劍
擊，至16歲加入港青訓練。黃贊表
示，自己負責統籌訓練計劃，未有
親身教導張家朗，但當時已被張家
朗的表現吸引，「其他小朋友趁休
息期間聊天、玩樂之際，他卻選擇
獨自一人坐在角落，專注地觀看其
他學員練習劍擊，我當時已認定他
專注力比同齡的兒童高。」
張家朗在16歲時要轉為全職運

動員，黃贊直言這是艱難的決定，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個決定會否太冒
險，但張家朗堅持下來，「現在證

明了他的決定正確。」
這個圈子亦小得即使黃贊已不再是

張家朗的「校長」，亦見證到張家朗
摘金時刻。當日，黃贊在日本千葉幕
張展覽廳奧運賽場參與管理工作，兜
兜轉轉，終見證了香港的奧運劍擊第
一金，他直言相當感動。
他說，張家朗的身高固然是優

勢，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成熟的作戰
心態，「家朗在八強中，能夠在落
後6劍的情況下仍能沉着反勝，可見
他能冷靜行事，加上體能教練馬路
列齊奧和教練基連催谷狀態及劍擊
技術，方能造就金牌美夢。」

明星效應催谷學劍熱潮
在香港社會，很多事講求明星效

應，運動項目亦一樣。堅持推廣劍
擊運動多年的黃贊，至近幾年終於
見到曙光，因劍擊界開始出現多個
「明星」，如「重劍女神」江旻
憓，令劍擊開始為人熟悉。他認為
張家朗奪金將為劍擊界帶來另一高
峰，「張家朗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不少小朋友會覺得張家朗可
以奪金，代表自己也有這個可能
性，可以成為下一個張家朗。」
黃贊的劍擊學校單是昨日已收到

近60個查詢，「劍擊學校的暑期
班以往一年只有100名學員，開班
後都鮮有人致電查詢，但今日（昨
日）卻收到近60個查詢。」
黃贊希望，這股劍擊熱潮能持續

下去，支持香港再培養出更多優秀
的劍擊人才。

●●學員在黃贊開辦的劍擊學校練習擊劍學員在黃贊開辦的劍擊學校練習擊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贊黃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日前在天津會見美
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就如何有效管控分
歧、防止中美關係失控，提出三條明確底
線；中方還開出了要求美方糾錯、表明中
方關切的事項清單。 作為世界上影響最
大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要健康發展，就
必須建立在對等尊重的基礎上。良性的中
美關係，不可能是美國單方面開條件，中
國單方面遵守和執行；或者說，中美關係
的遊戲規則，不能由美方單方面制定。中
方明確劃定底線，並且通過明確的具體事
務來表達，顯示在堅守戰略定力同時，逐
步採取戰略進取，不受美方所謂「競爭─
─合作──對抗」的荒謬政策牽引，以此
努力推動中美關係回到正軌。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可以合作的時
候合作，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是拜登
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內容。按照這種思
維，美方一方面維持特朗普時代對華的高
壓政策，繼續單邊制裁、高額關稅、長臂
管轄及科技封鎖等手段遏制中國崛起，在
涉台、涉疆、涉港等問題上處處干涉中國
內政、抹黑中國，並糾集少數具有「共同
價值觀」的盟國圍堵中國；但另一方面，
美國經濟遭受疫情重創，只能靠無節制
「放水」度日，又渴望在中國一枝獨秀的
經濟增長、龐大市場中獲取更大利益。

就在舍曼出訪前，美方仍玩小動作。美
國官員公開喊話，指美國要從「實力地
位」出發和中國對話；又稱要在中美之間
設起「護欄」，避免中美關係滑向最糟糕
的衝突場景；同時，美國加碼制裁香港中

聯辦7名副主任，並預警「香港有營商風
險」。 美國擺出高姿態，似乎仍以為自
己有足夠實力，增加談判籌碼。美國一邊
尋求合作，一邊損害中國利益，損人利己
的做法荒謬無恥，根本行不通。

王毅向美方提出三條底線：美國不得挑
戰、詆毀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和制度；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
的發展進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
不能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而外交部副部長
謝鋒與舍曼會面中，也直接向美方提出兩
份清單：一份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對華
政策和言行的清單，一份是中方關切的重
點個案清單。這「三條底線」和「兩份清
單」，挑明了目前美方阻礙兩國關係的問
題癥結，點明了中美關係繞不過去的坎，
也為改善中美關係指明了方向、設置了檢
驗標準。

王毅曾表示，美國「自以為高人一
等」，中國「有責任」同國際社會一道，
給美國「補上」如何同其他國家平等相處
的一課。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大國
相處模式，是中美面臨的共同任務，也是
世界各國的普遍期待。今天的美國政府應
該從中美關係的歷史發展中汲取經驗和教
訓，早日擺脫不切實際的幻想，正視並且
認真對待中國的戰略底線，從而客觀正確
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放棄所謂「從實力
地位出發來規訓中國」的做法， 接過中
國的誠意和善意，以負責任的態度，克服
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干擾，重建良性的中
美大國關係。

亮明底線戰略進取 促中美關係回正軌
首宗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

被指駕駛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電
單車，衝擊警方防線並撞傷3名警員，被控煽
動分裂國家罪、恐怖活動罪，以及危險駕駛致
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作為交替控罪。3名國安
法案件指定法官昨日裁定被告煽動分裂國家罪
及恐怖活動罪罪成。這次法庭判決，首度明確
裁定「光時」口號的「港獨」性質，確定煽動
分裂國家、實施恐怖活動違反國安法的司法含
義，形成具指導性、約束力的判例，是國安法
司法實踐的重要一步，令國安法可以有效發揮
對危害國安罪行的震懾作用；同時讓法律紅線
更加清晰，有助市民自覺遵法守法抵制「港
獨」，不以身試法。

「光時」口號由「港獨」分子梁天琦最先
提出，在修例風波期間大行其道，被普遍認
為是宣揚「港獨」分裂主張的口號，亦成為
本案被告煽動分裂國家是否罪成的關鍵。昨
日法庭判詞指出，被告駕駛插有「光時」標
語旗幟的電單車，法庭合理地相信被告展示
的字句，能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而被告本
身亦明白口號帶有將香港分裂出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意思；法庭重申，案件的重點並非
「光時」口號是否只有一個意思，而是能否
煽動他人作出分裂行為，即使是辯方專家證
人，亦從未否認口號具有主張分裂的意思，
亦無法排除、推翻控方專家證人指出「光
時」口號帶有「港獨」性質的專家證供。判
詞清晰無誤確立了「光時」口號的「港獨」
性質；更重要的是，確認利用「光時」口號
煽動分裂國家屬於觸犯國安法的罪行，消除
了「光時」口號是否違反國安法的「灰色地

帶」，讓所有人清楚法律紅線所在，更明白
挑戰法律勢必受法律制裁的後果。

另外，針對恐怖活動的控罪，判詞指出，
被告的行為蓄意挑戰警方，亦是挑戰法律和
公共秩序，涉及嚴重暴力，嚴重危害公共安
全，以恐嚇公眾為求達到政治目的；判詞特
別提到，在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第二十四條條
文下，法庭不用證明這些活動最終有無引致
他人實際嚴重受傷，只需要考慮行為的本
質，因此不接納辯方所指，被告行為不涉及
危險活動。判決顯示在國安法規定下，法庭
判斷恐怖活動行為採用嚴謹的標準，認定和
制裁恐怖活動以行為的目的和本質為依規，
準確把握了立法原意。

在國安法實施滿一周年之際，特首林鄭月
娥曾強調，國安法是有法必用、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特區政府不會讓法律形同虛設，
警方行動一定有充足證據搜集，而最終檢控
決定由律政司負責，不受任何干預，強調國
安法的目的亦包括防範及制止，為社會帶來
阻嚇作用。落實香港國安法，保障國家安
全、香港長治久安，除了警方依法執法、律
政司依法檢控外，法庭依法判決，可以在本
港普通法制度下形成具有指導性、約束力的
判例，是國安法在本港實踐落地的重要一
環。國安法首例判決，是國安法司法實踐的
重要里程碑，不僅釐清了重要法律原則，對
後續同類案件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可以形成
執法、檢控、司法共同防範打擊危害國家安
全罪行的完整法律機制，證明國安法並非
「無牙老虎」，可以彰顯「一法霹靂安香
江」的法律威力。

國安法首個判例令法律紅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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