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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熱席捲全城，昨日有多場賽事成為港人焦

點：除了港隊「女飛魚」何詩蓓100米自由泳準

決賽，港隊羽毛球選手鄧俊文和謝影雪歷史性首

次殺入羽毛球混雙四強，昨日對陣世界排名第一

的國家隊選手鄭思維和黃雅瓊的賽事，亦吸引大

批市民大清早到各區商場收看大電視直播。大家

一起見證港隊面對實力強勁的國家隊仍發揮永不

放棄的拚搏精神，最終仍然以局數0比2不敵國

家隊，今日將與日本隊爭奪銅牌。在比賽結束

後，現場觀眾熱烈拍掌感謝兩隊為國家、為香港

傾盡所能，有市民說：「都是為國家爭光，哪一

隊獲勝都很開心，都是自己人，誰拿金牌又有什

麼所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國家隊vs港隊 市民：誰贏都開心
睇直播為兩隊拚搏拍掌 讚「鄧謝配」盡力 發揮體育精神

為支持「全
城睇奧運」，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 娥 昨 日 在
facebook透露，
由昨日開始，特
首辦大堂設立了「奧運直播區」，方便同事觀看直播
賽事，為運動員打氣，又歡迎更多在添馬政府總部
工作的同事到「奧運直播區」看電視直播，為運動員
打氣和歡呼。
林鄭月娥透露，她昨日上午與司局長在開完早會

後，即觀看了何詩蓓在100米自由泳的準決賽，見
證她以破亞洲紀錄的成績晉身決賽；之後看到鄧俊
文和謝影雪在羽毛球混雙準決賽力戰實力強勁的國
家隊，雖然未能取勝，但兩位運動員已全力以赴，
有精彩表現。
她說，何詩蓓，鄧俊文和謝影雪今日上午會分別

出戰決賽和銅牌賽，為香港爭取獎牌，「我歡迎更
多在添馬政府總部工作的同事到『奧運直播區』看
電視直播，為運動員打氣和歡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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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奧運八強目標，成功打入四強的港隊羽毛球選手鄧俊
文和謝影雪，昨日對混雙頭號種子的國家隊運動員鄭思

維和黃雅瓊，面對實力強勁的對手，港隊在初段表現頹勢，首
局中段後「鄧謝配」開始發力狂追，一度將比分追近至16比
17，僅差一分，但其後國家隊連贏4分勝出首局。
第二局開局，香港隊再次被拋開比分，直至尾段「鄧謝配」
連追5分，一度把比分拉近至12比18，可惜因多次判斷出界失
誤，最終無奈以12比21，直落兩局惜敗給國家隊，無緣衝
金。

「都是自己人，誰拿金牌又有什麼所謂？」
在觀塘一個商場的直播大屏幕前，不少市民的情緒被激烈的
戰況牽動。兩隊支持者不時為選手的精彩表現拍手叫好，關鍵
節點時，不少人凝神屏氣，更有人雙手握拳彷彿與運動員一同
努力。當比賽結束，港隊雖然落敗，不過在場市民仍為兩隊獻
上熱烈掌聲，充分體現「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的體育精神。
土生土長的朱女士是香港隊的支持者，雖為對
港隊落敗感到可惜，但亦為國家隊獲勝感到開
心，「見得到香港運動員已經盡最大努力，都
是為國家爭光，哪一隊獲勝我都很開心，最
重要是發揮體育精神打好比賽，都是自己人，

誰拿金牌又有什麼所謂？」
羽毛球迷曾先生趁假期來商場為兩
隊加油打氣，「其實已經估到香港隊獲勝機
會渺茫，對手是世界第一強隊，實力強勁，
但今年港隊勢頭好，還是有希望能拿多幾塊
（面）獎牌。」
大學二年級的劉小姐則表示對港隊

成績感滿意，「對陣一號種子選手，對
全世界運動員來講都是很有壓力的事，客觀來
講港隊獲勝的機會不大，但盡到力就可以，
我們已經取得比以往更好成績。」看完比賽的
她心情激動，「好想即刻去打一場羽毛球，兩
邊都有精彩的得分，很有看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港隊「女
飛魚」何詩蓓昨晨於100米自由泳準決
賽中再打破亞洲紀錄，以小組第一名的
佳績晉級決賽，將於今晨舉行的決賽衝
擊獎牌。昨日上午，不少香港市民在鬧
市多間商場，以及康文署體育館觀看賽
事直播，全程掌聲雷動。多位市民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對結果感到
喜悅與振奮，更為何詩蓓強大的心理素
質所折服，希望學習她永不放棄的精
神，勇往直前。
觀塘一間商場昨日聚集近百名市民通

過大屏幕電視直播，遙距為何詩蓓打
氣。準決賽於昨晨9時53分上演，何詩
蓓一路領先，牽動在場市民的情緒，全
程僅一分鐘的賽事中，不斷爆發市民的
歡呼聲，掂池一刻現場更掌聲雷動，一
起為這個多次帶給香港驚喜的年輕姑娘
喝彩。
學生Candy與朋友相約到商場觀戰。

她對結果感到激動與興奮，更為何詩蓓
的強大心理素質所折服，「要背負所有
人期望奪得第一，其中壓力可想而知。
何詩蓓不僅是體力上的超人，更是心理

上的超人。」
她感謝香港運動員多年的堅持與付

出，為香港爭取如此殊榮，而自己將會
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李先生特意提早到商場觀賽，更對何

詩蓓之後的比賽信心滿滿，「短途本就
是她的強勢，出線並不意外，期待她能
為香港再奪獎牌！」
他說，今屆奧運港隊展現出非凡實

力，向大家證明香港的運動員非常
「行」，希望更多人關注奧運、支持運
動員。

伯伯：健兒拚搏值得學習
今年75歲的梁先生趁假期外出觀賽。

他認為香港運動員努力、拚搏、專注的
精神值得大家學習，「只要努力一定會
有成果。」他希望奧運賽事結束後香港
能延續體育精神，全港市民一起「動起
來」。
劉小姐也希望在奧運的加持下，香港

未來能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體育事業，
「如溜冰等小眾運動的資源有待增加，
而劍擊等強勢項目則要保持優勢。」

「女飛魚」殺入決賽
商場掌聲如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正身處東京的港協暨奧委會
義務秘書長、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王敏超昨日表示，何詩
蓓的訓練及心態調整已非常成熟，而她仍年輕，尚有進步空
間，更有機會衝擊3年後的奧運獎牌。
港隊前日決定放棄女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賽，讓何詩蓓準

備昨晨的個人賽，王敏超說，接力賽隊伍是以排名十幾入
圍，難以晉身決賽，如按照原定計劃參加接力賽的話，運動
員回到選手村已是深夜，擔心何詩蓓休息不足，昨晨出戰個
人賽時會感到吃力。
他續說，棄賽的決定亦同時以衝擊另一個獎牌為大前提，

並徵得其餘3名接力賽隊員同意。游泳隊是以一整個團隊去
考量，所有運動員也一樣，即使取得個人獎牌，也是港隊的
光榮，「何詩蓓勝出，全部成員攬埋一齊好感動。」

啟蒙教練讚詩蓓情緒智商高
曾任何詩蓓游泳教練的南華會前教練黃文凱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第一次遇見何詩蓓時對方僅10歲，當時問及
她的夢想，何詩蓓說希望參加奧運並入圍決賽。現在，她終
於完成小時候的夢想，更取得銀牌，令他很感動。
他直言，何詩蓓有游泳天分，但不算特別「標青」，相信

她成功的最大主因是她情緒智商高，游出的速差很平均，不
會大起大跌，相信是天賜予她的特殊技能，又指何詩蓓起初
不太喜歡游自由式，較喜歡蛙式，但在習泳過程中慢慢培養
出興趣。他希望，何詩蓓有更好的成績，但同時寄語她盡量
享受奧運的每一分每一秒，盡全力已足夠。

王敏超：何詩蓓下屆有望再奪牌

●林鄭月娥表示，特首辦大堂設
立「奧運直播區」，方便同事觀看
直播賽事。 林鄭月娥fb圖片

●●曾先生曾先生

●觀塘一間商場昨晨聚集不少市民通過大屏幕電視直播，遙距為參加奧運女子100米自由泳準決賽
的港隊女泳手何詩蓓打氣，有市民更高舉手機拍攝比賽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朱女士朱女士

●●劉小姐劉小姐

地政總署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等
法例，宣布再收回106幅私人土地，涉
及面積約4.8公頃，用於元朗朗邊公營
房屋發展。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善用
法例，接連收回多幅私人土地及閒置
用地，用於發展公營房屋，急民所
急、為民謀福，是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反映香港管治出現新變
化，值得肯定。希望特區政府繼續以
更大的擔當和決心，進一步擴大拓地
建屋的成績，更高效有力解決土地房
屋矛盾。

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
地或閒置用地，本是政府拓展土地、
增建房屋的「尚方寶劍」，但由於動
用該條例收回土地涉及眾多法律及程
序問題，過往政府多有畏難，令「尚
方寶劍」發揮作用有限，導致收地龜
速。過去5年，政府每年只收回4公頃
土地。

今年上半年，特區政府公布展開收
地的項目總面積達 17.8 公頃，規模接
近一個維園般大小，涉及供應約 1.58
萬伙。最近兩個月，政府收地速度、
力度明顯加快，包括於6 月 24 日收回
東涌294幅土地約4.94公頃，7月22日
收回將軍澳兩幅土地約189.3平方米，
及徵用被 5 個墳墓佔用的土地涉及約
125.9 平方米，用於改建 5800 伙公營
屋，料首批住戶2028年入伙。

今次收回106幅、4.8公頃土地，是
政府年內第六次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所涉及的面積為第二大。今年
截至目前，政府收地共約27公頃。政

府收地的可喜成績，展現了解決房屋
問題積極作為的施政新風，是「愛國
者治港」帶來管治作風的新變化，證
明只要積極主動作為，辦法總比困難
多。

應該看到，目前政府在公屋發展的
「欠賬」太多。截至今年 3 月，共有
25.38萬宗公屋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
均輪候時間，再延長至5.8年，是20年
來新高。社協日前調查指出，政府目前
每年只提供大約1萬多個公屋單位，有
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從單身到結
婚等到離婚、逾15年未上樓，情況令
人唏噓。本屆政府房策向公營房屋傾
斜，將公私營房屋比例改為七三比，但
若拓展土地的力度、速度不夠，公屋問
題解決依然會困難重重。因此，政府主
動加快收地，只是拓地建屋的開始，必
須乘勝前進、擴大成績。

香港並不缺地，缺的是拓地建屋的
決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
特區政府在處理房屋、土地供應問題
上，將會加強高層督導，絕不容許政
出多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
規劃發展須精簡程序、加快審批，最
近更將工作擴至檢視法定程序，正爭
取在下屆立法會提出修例建議，例如
《城市規劃條例》、《收回土地條
例》等。目前新界約有 1,000 公頃農
地，俗稱祖堂地亦有2,400公頃，政府
應善用法例，加快土地的開發利用，
以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突破以
往阻礙拓地建屋的樊籬，保障市民安
居樂業。

收地建屋展新風 加大擔當擴成績
「支聯會」近來成為輿論焦點，因為它的綱領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不少參與團體因此紛紛退
出以求自保，教協昨日透露已於上月底決定退出
「支聯會」。「支聯會」公然主張顛覆國家制
度，在國安法利劍下分崩離析，持續彰顯國安法
撥亂反正的威力。教協作為「支聯會」的骨幹組
織，長期披着教育專業的外衣，鼓吹、縱容分離
主張傾向和極端暴力言行，抹黑攻擊國家，荼毒
香港年輕人，與「支聯會」的極端政治主張互相
唱和，反中亂港劣跡罄竹難書。教協與「支聯
會」還有水洗不清的利益關係，如今退出「支聯
會」不過是迫於形勢的逃遁手法，根本難逃罪
責，必將受到徹底清算。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指出，叫囂「結束一黨
專政」，是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支聯會」的政治綱領明
目張膽鼓吹改變國家根本制度，多年來舉辦花樣
百出的敵視中央政府的集會和活動，惡意製造港
人與國家的對立對抗，埋下危害國家安全、損害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大隱患。而自我標榜為全港最
大教育組織的教協，與「支聯會」的關係千絲萬
縷、錯綜複雜，令人疑竇重重。

早期教協與「支聯會」的核心成員為同一班
人。長期以來，「支聯會」大部分活動都「借
用」教協的會址，今年 5 月本報曾揭露「支聯
會」核心成員在教協的旺角總部密會；教協為
「支聯會」抹黑國家的活動、展覽提供銀行戶
口，替「支聯會」籌款，更鼓勵學校和團體參
加。即使退出「支聯會」，昨日教協會長馮偉華
仍聲言，教協的政治立場不會改變。事實明顯不
過，教協與「支聯會」有撇不清的關係，教協
以為退出「支聯會」就能「漂白」自己，實在是
自欺欺人。

另一方面，教協由成立開始，就利用自己編織

的作為教育專業形象，肆意煽動仇恨、荼毒學
子，惡行昭彰，不勝枚舉，成為教育界乃至整個
社會亂象橫生的禍根之一。教協一方面以言論自
由、「不讓政治干預學術」為名，放任「港
獨」、「城邦論」、 「違法達義」等有毒思想在
校內外大行其道；教協組織編寫的通識教材，抹
黑攻擊「一國兩制」，激化香港與內地矛盾，甚
至煽動激進違法行為，不斷向學生洗腦；落實國
安法一年有多，但教協位於旺角的「有為圖書
坊」，仍被傳媒踢爆出售大量美化黑暴運動的書
籍。另一方面，教協長期將正當合理的國民教育
污名化、妖魔化。教協長期把持香港教育專業，
令教育界陷入「泛政治化」泥沼，愛國愛港、尊
重法治的價值觀被壓制，導致部分學生喪失正常
價值觀和獨立思考，更令社會充滿戾氣。

到修例風波期間，教協包庇惡毒咒罵警察的教
師，口口聲聲譴責「警方暴力令局勢火上加油」，
對學生襲警行為卻隻字不提。最近，港大學生會評
議會公然「哀悼」襲警兇徒撐恐襲，全港各界齊聲
嚴厲譴責，教協依然視若無睹、不置一詞。更惡劣
的是，在違法「佔中」、修例風波期間，教協多次
發動、鼓動大中小學罷課罷教， 不惜把學生當做炮
灰，為反中亂港惡行推波助瀾。

隨着香港國安法持續有效執行，民陣、「支聯
會」等「大台」樹倒猢猻散，教協縱然宣布退出
這些組織，也不能把以往煽暴煽仇、誤人子弟、
擾亂教育的罪責一筆勾銷。另外，昨日教協聲
稱，「從來沒有」借出戶口予民陣，又稱教協和
「支聯會」的戶口是分開的，協助「支聯會」籌
款已經交予「支聯會」，但對今年教協幫「支聯
會」籌得款項以及如何處理，卻拒絕回應。教協
必須徹底清楚交代與民陣、「支聯會」的利益轇
轕，若心存僥倖，由明轉暗繼續挑戰國家憲制秩
序，後果將更加嚴重。

教協「跳船」難逃罪責 必須予以徹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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