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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冬殘奧會

◆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房雍

北京冬殘奧會接
着在冬季奧運會後
舉行，乘着北京冬
奧會的成功，北京
冬殘奧會也必定可
以取得成功。去年7月的東京奧運
播映權由政府購買後安排電視台直
播，全港市民可以安在家中直接看
到香港運動員在賽場上拚搏的風
采，在香港掀起了一股體育熱潮，
電視直播的效應每每出乎我們所

料，更積極的是運動員得到較以前更多的認
同和重視。同樣因為電視直播得益的是香港
的殘疾運動員，早前直播東京殘奧會，香港
的殘疾運動員在場上的拚搏精神感動了市
民，雖然香港的殘疾運動員在以往的殘奧會
取得了超卓成績，但都未被認識，社會上對
他們的認同感仍未足夠，但本屆東京殘奧會
有電視直播，讓香港市民有機會認識殘奧運
動員。
今年是香港殘奧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

傷殘人士體育會）成立五十周年，香港殘疾
人運動由無到有，至今天有實力在大小的國
際賽事中獲獎無數，也湧現了一些標誌性運
動員，例如張偉良、蘇樺偉、余翠怡等，該
會亦將由嶺南大學和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五
十周年紀念集，作為慶祝成立五十周年的重
要活動。
香港傷殘運動員奮鬥的經歷每個都是可以

發放正能量的感人故事，作為一個文明社
會，喜見香港社會的發展能夠對傷殘人士有
特殊照顧，現在時代的發展，已不但是強調
「傷健共融」，而是社會和政府對傷殘人士
都「預埋佢哋嗰份」了。
殘疾運動員有其特殊性，因此政府的體育

政策都應根據傷殘運動員的特殊性有所調
整，不能沿用健全運動員的政策般「一刀
切」，例如在照顧方面，殘疾運動員退役後
如何可以繼續升學；讓他們找到適合自身身
體條件的職業；游說企業支持傷殘運動員；
照顧他們因為為香港長年征戰而帶來的傷患
等等切身問題。以蘇樺偉為例，自退役後一
直受到腰傷困擾影響了日常生活。因此如何
調整香港目前的體育政策，讓健全和傷殘運
動員在為社會作出貢獻後得到有效的照顧將
十分重要。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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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3項桌球
排名賽冠軍得主、香港名將傅家俊（Mac-
ro），因疫情留港錯過兩年國際賽後，周
一晚透過社交平台宣布復出，參加即將於
下月舉行的世界錦標賽。
鑑於世界疫情未止，加上一度受眼疾影
響，Macro自2020年2月初的威爾斯公開
賽後便回港避疫及休養，其年終世界排名
也跌出前64名，
職業賽資格不
保。雖然去年獲
世界桌球總會頒
發「外卡」，惟
Marco 也因為擔
心疫情而避戰。
去年6月他與好
友成立香港首間
兒童桌球學校，
似乎已為自己鋪
定後路。
不過Marco 一

直強調自己並非退役，並期待重返桌球壇。
他周一在個人社交平台證實，已經報名出戰
下月的世界錦標賽，正式宣告復出。粉絲們
紛紛留言讚好，就連正在英國出戰職業賽的
女將吳安儀也留言：「Yeah! See you in
UK soon（英國見！）」
對於自己休息兩年後再上戰場，Marco

坦承不會抱太高期望：「今次不是在最好
備戰狀態下出
戰，不可能有什
麼期望。這兩年
間我沒有想過退
役，就當是給自
己一個休息機
會，盡情陪伴家
人。現在已是時
候重新出發，就
試一試吧！」他
目前還待工作證
批出，預計3月
底離港。

傅家俊避疫兩年
下月復出戰世錦賽

皇馬回勇及時 有力反「聖」

劉夢濤在3月5日，即今屆冬殘奧會開幕後的第一天
賽事已率先登場，結果在冬季兩項男子短距離坐

姿組取得銅牌。時隔3日，累積了經驗的劉夢濤再出
戰昨日舉行的冬季兩項男子中距離坐姿比賽，這位
年僅20歲的選手最終以30分37秒7的成績奪得冠
軍，德國選手弗萊格和烏克蘭選手拉德，則分別
取得銀、銅牌。除了劉夢濤，還有3位中國選手
參與今次比賽，最終劉子旭以32分3秒2位列
第5，王濤以32分34秒位列第7，朱運鋒則以
34分2秒3位列第10名。
賽後，出身於河北邯鄲的劉夢濤直言對自己的
表現十分滿意，更指今屆賽事能取得1金1銅已是超
額完成任務：「於我而言其實第一天取得銅牌就是實
現目標了，現在算是超額了。今次比賽我在射擊中出
現過脫靶，但影響其實不算大，因為脫靶是罰圈，但
我還可以靠滑行贏回來，比賽中也沒有想太多，就一
直在滑。」

家人朋友賽前透過微信鼓勵
劉夢濤透露，在昨日比賽前心理也有過波動，幸好

得到身邊所有人的支持：「我在賽前一晚心理有點波
動，幸而家人、朋友一直透過微信鼓勵我，他們一直
發，不停給我加油打氣，雖然感覺他們對我期望很
高，但我實在很謝謝他們。說實在的，今屆是我首次
踏上冬殘奧會舞台，所以特別緊張，但隨着比賽進
行，我也逐漸適應，並放開來比賽。」劉夢濤補充表
示，已預期到很多人會通過電話、微信祝賀他，但為
了答謝大家的支持，他會一個一個回大家的訊息。
除了劉夢濤，中國代表團昨日還有22歲選手王躍在

冬季兩項女子10公里（視力障礙組）比賽中獲得銅
牌，令國家隊截至3月8日，合共累積8金8銀11銅佳
績，在獎牌榜獨自領先。至於其他代表隊方面，烏克
蘭昨日亦大豐收，於冬季兩項女子中距離站姿組項
目，以及冬季兩項男子中距離（視障組）比賽均包攬
前3名，再加上在其餘項目取得2銀1銅，令烏克蘭目
前以6金7銀4銅排獎牌榜第2位。

中國代表團在昨日的北京冬殘奧會再添一金！在早前短距離坐姿組比賽取得銅牌的國

家代表劉夢濤，於昨日的冬季兩項男子中距離坐姿比賽中，以30分37秒7的成績奪

得冠軍，除今屆個人取得1金1銅佳績外，亦助國家隊贏得本屆賽

事的第8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在北京冬殘奧會獎牌榜上，截至昨日，中國體育代表團以8金8銀11
銅的成績領先。而在4年前的平昌冬殘奧會上，我國剛剛在輪椅冰壺中
實現冬殘奧會金牌和獎牌「零的突破」。對於這種突飛猛進，北京冬奧
組委副主席楊樹安解讀了背後的原因。
楊樹安表示，最主要的是因為殘疾人運動員自強不息、強烈參與社會生
活的願望。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始終支持殘疾人走向社會，對殘疾人事業
的全面發展，包括殘疾人參與體育運動，提供了大量關心和支持。
「在我國成功申辦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之後，短短六七年間，
殘疾人積極參與（冬季）體育項目，這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
楊樹安說。
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趙衛東也表示，從2016年起，中國殘聯就
開始舉辦殘疾人冰雪運動季，參加的省區市從最初的14個到現在的31
個，而直接參與人數從剛開始的萬人，發展到30多萬人。此外，中國
殘聯從2017年起開始舉辦全國冬季殘疾人社會體育指導員訓練營，目
前已培訓上萬人。 ◆新華社

楊樹安解讀捷報頻傳：
運動員自強不息+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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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濤（右）在冬季兩項男子中距離（坐姿）比賽中奮

力向前。
新華社

◆劉夢濤在射擊比賽中。
路透社

冬季兩項中短距離比賽超額完成任務

◆北京冬奧組委副主席楊樹安。 新華社

◆劉夢濤身
披國旗滑行，
慶祝奪冠。

法新社

◆傅家俊在過去的兩年，成立了兒童桌球學校。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皇家馬德里於
香港時間10日凌晨將與巴黎聖日耳門（PSG）再
決雌雄，決出其中一張歐聯8強門券誰屬。皇馬
首回合作客以0：1小敗後回到西甲狀態對辦，在
有主場球迷打氣下相信有力平反敗局。
（now643台周四4：00a.m.直播）
皇馬歐聯16強首回合作客以0：1敗走巴黎，
但能夠及時收拾心情，於西甲接連擊敗艾拉維
斯、華歷簡奴及皇家蘇斯達，3戰合計入8球只
失1球，當中賓施馬包辦了3入球3助攻，狀態
大勇，高圖爾斯亦發揮出「門神」本色，協助
球隊繼續於積分榜領跑。
反觀PSG首回合主場在形勢佔上風下，只能
憑基利安麥巴比補時的入球力克皇馬，把握力
未夠理想，之後回法甲3場比賽，作客2場卻都
輸波而回兼合計只得1個「士哥」，以這樣的表

現想在對上3次到訪只得1和2負的皇馬班拿貝
球場佔得甜頭，恐怕並不樂觀。
雖然皇馬三大中場核心中的卡斯米路及卻奧斯

將分別停賽及養傷而缺陣，相比只有中場安達靴
里拉以及皇馬舊將沙治奧拉莫斯肯定倦勤，麥巴
比、美斯和尼馬可三箭齊發的PSG，陣容是較不
完整，然而皇馬主帥安察洛堤相信，主場球迷將
可成為己隊逆轉的助力，「我深知在班拿貝比賽
是怎樣的令我們更有動力！」

曼城輕裝撲擊士砵亭
同日曼城將挾着剛戰英超曼市打吡大破曼聯

4：1的氣勢，於主場撲擊首回合慘吞5蛋的葡超
球隊士砵亭，考慮到實力和比分上的差距，估
計曼城主帥哥迪奧拿將會稍為輪換陣容留力。
（now644台周四4：00a.m.直播）

長 話 短 說

陳婉婷掛帥江蘇女足戰超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上季帶領女足新軍海南瓊中升班

中甲的本港教練陳婉婷，其執教生涯再譜新章！這位獲健力士世界
紀錄認證為「全球第一位獲得男子足球頂級聯賽冠軍的女教練」，
已獲女子超級聯賽亞軍江蘇一紙聘約，成為首位在內地頂級聯賽執
教的本港教練。

卡尼超亨利成英超第六射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熱刺在香港時間8日凌晨的英超

聯賽，主場大勝愛華頓5：0，賽後以26輪積45分排名第7位，落
後積分榜第4的阿仙奴3分兼多踢1場，而愛華頓則繼續在降班區
邊緣掙扎。今仗攻入2球的哈利卡尼由此將個人的英超總入球數提
升至176球，超越阿仙奴名宿亨利，進佔英超歷史射手榜第6位。

歐霸16強 貝迪斯勢同法蘭克福鬥搶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除了歐聯，香港時間10日凌晨還會
上演2場歐霸盃16強首回合角逐，西甲貝迪斯近4戰2和2負，狀態
下滑，是役主場迎戰剛大勝哈化柏林終止德甲3連敗的法蘭克福，以
兩軍不算穩健的防線，相信雙方都會留力在進攻上做文章（now643
台周四1:45a.m.直播）。葡超「一哥」波圖則於主場力求在暫列法
甲第9位的里昂身上先下一城（now644台周四1:45a.m.直播）。

◆賓施馬在過去3戰包辦了3入球3助攻。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