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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東奧精英訪港名單

●楊浚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賽破世界
紀錄奪金

●湯慕涵：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賽破
世界紀錄奪金

● 王愛民教練：帶領中國東奧泳隊成
員張雨霏於女子200米蝶泳、汪
順於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及
女子4×200米自由泳奪金

● 謝思埸：男子雙人3米板夥
拍王宗源奪金，個人3米
板奪金

● 王宗源：男子雙人3
米板夥拍謝思埸奪
金，個人3米板奪銀

● 侯志慧：女子49公
斤級奪金

●汪周雨：女子87公
斤級奪金

●李雯雯：女子87公
斤級以上奪金，抓
舉、挺舉及總成績三
項世界紀錄保持者

● 李發彬：男子 61
公斤級奪金

●諶利軍：男子67公
斤級奪金，挺舉及
總成績兩項世界紀
錄保持者

●石智勇：男子73公斤
級奪金（里奧69公斤
級奪金）

● 呂小軍：男子81公斤
級奪金

● 邵國強教練：中國舉重隊
副主教練

●劉詩穎：女子標槍決賽中以66.34米奪金，首位
獲女子標槍奧運金牌的亞洲運動員

●鞏立姣：女子鉛球以20.58米奪金，是中國在
奧運田項的首面金牌（自北京奧運起連續四屆
參與奧運，之前曾奪一銀一銅）

● 蘇炳添：100米準決賽以9.827秒刷新亞洲紀錄並
以首名晉身決賽，是奧運史上第二位亞洲人打入決
賽並取得第六名

●鄒敬園：男子雙槓冠軍
●劉 洋：男子吊環冠軍

●朱雪瑩：女子彈床冠軍

●崔曉桐、張靈、陳雲霞、呂
揚：女子四人雙槳划艇奪金

●張秀雲教練：帶領划艇隊於
女子四人雙槳划艇奪冠

●孫夢雅、徐詩曉：輕艇女子
雙人加拿大式艇 500 米
（C2）奪金

●鍾天使：夥拍鮑珊菊在女子
團體爭先賽奪金（里奧夥拍
宮金傑在同一項目奪金），
是首位獲得兩面奧運金牌的
中國單車運動員

● 孫一文：女子
個人重劍冠軍，
是首位獲奧運重劍
金牌的中國運動員

●王懿律、黃東萍：混合雙打奪金

● 馬龍：男子單打及男子團體（夥拍許昕及樊振
東）奪金，是乒乓球項目史上首位奧運五金得主

● 許昕：男子團體（夥拍馬龍及樊振東）奪金，混雙（夥
拍劉詩雯）奪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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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
很興奮東奧運動員來香港表演，我平

時就經常游水，所以對跳水及游泳示範
表演比較感興趣，尤其是跳水，不僅難
度大，而且比較有觀賞性。香港本身就比

較少跳水之類的表演，所以這次機會很難
得，會研究具體的購票方式，如果有機會會去現場

支持下。

程女士
歡迎國家隊運動員來香港！今屆奧運

會一家人都有在電視機前支持，羽毛
球、乒乓球等都有看，大家表現都很
出色，兩個子女都對運動好有興趣，尤

其鍾意足球。聽聞今次訪港的運動員還
包括了馬龍、許昕這些乒乓球名將，應該

很有看頭，可惜因為要帶兩個小朋友未必能前往現
場，會繼續在電視機前支持！

蔡同學
期待（看）奧運健兒們的英姿，可

惜現在因為疫情不能與他們近距離接
觸。我平時經常會參與足球、籃球運
動，今年東奧因為港隊在游泳比賽中

成績理想，所以對游泳也多了幾分關
注。不知道有無機會看到香港與內地運動

員之間的比拚，相信會很好看。

吳同學
因為今年東京奧運會的熱潮，對劍

擊和游泳這些運動項目多了不少認
識，我都想keep運動。國家隊精英
運動員們的表演相信看點十足，考慮

到疫情關係，會選擇待在電視機前收
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伊館維園秀英姿伊館維園秀英姿

國家東京奧運代表團今年奪得88面獎牌的驕人成績，不少港人都希望能親眼目睹

一眾健兒的風采。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已獲中國奧委會通知，來自12個運動項

目的29名運動員，帶着30面金牌的佳績，和3名教練一起，組成東奧國家健兒代表

團，將於下周五起一連3天訪港，其間會出席下周六舉行的3場公開活動，門票由今

日開始發售。體育專員楊德強透露，受疫情影響，無法安排運動員與市民見面互

動，只會保留與本港運動員交流的環節，以及採取「閉環式管理」，健兒們不會如

過往般逛街購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下周六三場活動 與港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昕）32名東奧國家
隊精英運動員及教練即將訪港，並將於下周
六（12月4日）在港舉行3場公開活動，讓港
人現場一睹他們的風采。3場活動共5,300張
門票今日上午10時起開售，由於兩場運動示
範表演撞期，市民無法分身同時現場觀看兩
場活動，加上每人每次限買最多兩張門票，
故市民今日「撲飛」就要先做定功課，煲熟
各場表演活動的陣容，再按個人喜好「買定
離手」。
12個運動項目的29名國家隊精英運動員和
3名教練將現身香港，並於下周六出席3場公
開活動與市民見面。3場活動包括於上午9時
30分至11時30分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
「羽毛球、劍擊、體操及乒乓球示範表
演」；同時間維園也上演「跳水及游泳示範
表演」。由於「撞時間」，即市民只能在兩
個活動中二選一。
出席伊利沙伯體育館的運動員包括史上奧
運乒乓球五金得主馬龍坐鎮，還有重劍「女
神」孫一文，不少劍迷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期
望她與香港「劍神」張家朗切磋較勁，相信
會擦出火花。同場還有羽毛球混合雙打冠軍
王懿律、黃東萍及男子體操健兒鄒敬園及劉

洋一顯身手。
至於維園的重頭戲，當然是國家隊女泳手

楊浚瑄和湯慕涵，以及男子跳水健兒謝思埸
及王宗源，熱愛水上活動的市民不能錯過。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故市民必須在兩項活動
中挑選一項。
同日下午伊館還將舉行「奧運健兒大匯

演」綜藝節目，錯過上述活動的市民，可以
主力搶大匯演的門票。一次看盡所有運動
員。

入場前需到各處取票
3場公開活動的門票由今日10時起於城市

售票網以實名登記的方式公開發售，每場票
價20元，持票人不得擅改門票資料或轉讓門
票予他人使用，由於活動當日現場將不設取
票服務，購票的市民需要於活動開始前到各
城市售票網售票處或設有購票通自助取票機
的地點領取門票。
受疫情影響，是次活動不會安排奧運健兒

與市民近距離接觸，前往現場支持的市民入
場前必須掃描「安心碼」，而未能搶到門票
的市民，可以通過收看電視轉播一睹運動員
的英姿。

今早10時售門票
睇表演二選一

國家運動員在今年夏天舉行的東京
奧運會上奪得38金、32銀、18銅

的驕人成績，當中部分項目更實現金牌
「零的突破」，包括女子個人重劍孫一
文、女子鉛球鞏立姣及女子標槍劉詩穎
等，均為中國奪得首面奧運金牌；「亞
洲飛人」蘇炳添更以9.827秒刷新亞洲
紀錄並以首名晉身男子100米跑決賽，
雖最終無緣獎牌，但已令舉世震驚。不
少港人均期待國家有關部門一如既往，
於奧運會結束後安排一眾健兒訪港，以
能親眼目睹他們的英姿。

政府辦歡迎晚宴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昨日公布，由29

名運動員和3名教練組成的東奧國家奧
運健兒代表團將於下周五起一連3天訪

港，包括出席由特區政府舉行的歡迎會
和晚宴，亦會到訪香港體育學院，與香
港運動員交流。
代表團成員將於下周六出席3場公開

活動，包括早上分別於伊利沙伯體育館
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舉行的兩場「奧
運健兒展風采」運動項目示範，以及下
午於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奧運健兒
大匯演」。3場活動的門票今日開始於
城市電腦售票網以實名登記方式公開發
售。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非常感謝中
國奧委會派出代表團訪港，讓香港市民
一睹國家奧運健兒的風采。
是次訪港的代表團成員以舉重項目佔

最多，連同教練在內合共8人，當中包
括先後於2016里奧與2020東奧奪金的
石智勇，也有廣受港人熟悉的蘇炳添、

孫一文、東奧乒乓球男子單打與團體項
目雙金得主兼成為乒乓球項目史上首位
奧運「五金王」的馬龍；以及香港「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單車場上的勁敵、里
奧與東奧單車女子團體爭先賽金牌得主
鍾天使等。

與中小學生見面
體育專員楊德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受疫情影響，不會安排訪港運動
員在公開活動上與市民見面互動，只會
保留與本港運動員交流的環節，代表團
亦會採取「閉環式管理」，所有人均只
會跟從團體活動，即意味一眾健兒不會
如過往般逛街購物。無論歡迎儀式、晚
宴抑或與本港運動員深入交流及與中小
學生見面等活動，規模亦會較以往小。

活動：羽毛球、劍擊、體操及乒乓球
示範表演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門票數量：約2,000張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出席運動員：馬龍、許昕、王懿律、

黃東萍、孫一文、鄒敬園、
劉洋、朱雪瑩等（有待落實）

國家奧運精英
12‧4活動詳情

活動：奧運健兒大匯演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門票數量：約2,000張
時間：下午5時至6時30分
出席運動員：所有代表團成員

（有待落實）

活動：跳水及游泳示範表演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門票數量：約1,000張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出席運動員：楊浚瑄、湯慕涵、王宗源、

謝思埸等（有待落實）

開售時間：
今日上午10時起於城市售票網

每張票價：
20元，每人每次最多買兩張

註：實名登記，持票人不得擅改門票資料
或轉讓他人使用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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