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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善行、人生雋智，城中精英傾情對話

戴上頭盔、穿上港隊戰衣，踏上鑊形賽場，便是焦點。牛
下 「女車神」 李慧詩（Sarah），為香港贏得歷來第三面
奧運獎牌，且是本港首位女子單車比賽世界冠軍，2011
年更獲頒榮譽勳章（MH），運動員生涯走向高峰，去年
卻在里約奧運重重跌了一跤、十月痛失恩師。 「有痛心的
時候，但無悔，會享受每一日，不是因為失去所以珍惜，
是本來已很珍惜。」 跌下，奮勇爬起，剛在亞洲錦標賽奪
三金一銀；最近第四度奪得本地體壇最高殊榮、 「香港傑
出運動員選舉」 的 「星中之星」 獎項，是本地體壇第一
人。正積極備戰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的小妮子說，盡全
力，團結一心，便是體育精神。

擁抱體育精神

李慧詩

籲團結一心

1

2

「單車和騎馬有好多相似的地方，單車發源自騎馬，單車上

「競輪的比賽方式，最後大直路衝線，同跑馬好相似，前面留

底，港隊場地專項教練普林俊隨隊在廣州訓練期間，突因病猝

運動場是英雄地，但李慧詩說，背後有很多人作出努力和付
出。 「我只是好微小的人，背後有龐大的團隊支持我，才有機

面馬鞍的座位、由無腳踏研發到有腳踏，都是由騎馬演變出

力，段速好重要。」 兩者都講求速度，就如遇上夾擊，一樣要

逝，Sarah 當時正在日本參賽，隨即趕回廣州送別恩師，在葬

來，兩者息息相關。」 這天，Sarah 與巴西籍騎師 「雷神」 莫

考慮怎樣突圍而出。 「競輪賽改制，無爭位，前面留力，有機

禮上哭成淚人。

雷拉一起出席記者會，攜手為 3 月 19 日在沙田馬場上演的寶馬

會就 『攝』 上前面個位，這在賽馬運動中都會見到。」

會成功。」 她感謝家人和朋友的體諒和支持。 「屋企人由細到
大睇住我，直至我轉為全職運動員，周圍流浪，仍支持我體諒

事隔 4 個月，雖仍隱隱作痛，但她說能夠並肩作戰四年，已

我，有人話家人是永遠不會離開你，這句話好正確。」 還有儼

踩單車與騎馬，確是息息相關。 「有些馬比較急進，爭位時

經無悔。 「教練離開，一開始接受不了，想起前幾年的相處，

會撞到隔離的馬，踩單車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就如在單車

帶給我很多改變；盡心盡力比賽，互相支持，令我覺得一起走

如家人的好朋友： 「對朋友我不是好上心，我因比賽會失蹤，

場上，意外在所難免，上年里約奧運，

的這段路，雖然好短暫但無悔，更肯定了我的人生觀，享受每

Facebook 留意我的動向。」

與澳洲車手美雅絲相撞，就撞散她與教

一日，不是因為我失去所以珍惜，而是本來已經好珍惜。失去

只限本地四歲佳駟參與的 「寶馬香港打大

練沈金康及幕後團隊部署四年的獎牌

是好難過、會好痛心，但因為之前曾經珍惜，所以並無後

賽」 ，是本地馬壇最高榮譽之一，途程 2000 米

夢；難得的是，這名港產女車神不單沒

悔……」

的草地賽事，總獎金高達 1,800 萬港元，更是香

有怨天尤人，還替美雅絲辯護，那份胸

精於運動，老師推薦我去體院。」 家中排行最細，

港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的尾關。記者會當日

襟和氣量，贏盡港人心。只是，這個擁

小妮子說三四歲時，哥哥姐姐及鄰居已教她踩單

Sarah 穿了灰色運動套裝、黑色運動鞋，頭頂鬢

有鋼鐵心志的 29 歲香港女兒直言，過去

起五手辮子，笑容滿面。記者要求她跳起、親吻

一年，經歷贏輸生死，很難忘。

香港打大賽 2017 造勢。一個是兩屆冠軍騎師，一個是單車
世界冠軍及 2012 年倫敦奧運競輪賽（又稱凱林賽）銅牌得
主。兩個運動員，各自在不同領域創出高峰，惺惺相惜。

兩 「神」 相遇 惺惺相惜

白馬，甚至與 「雷神」 拖手拍照，爽朗的她有求

他們反而怕騷擾到我；唔見我一陣，會兜個彎問候，或者在

在香港，要走上職業運動員的路，一點也不容易，Sarah 說
最初也是無心插柳。 「最初無諗過做全職運動員，長大了開始
車： 「小學有段時間無踩，直至中學，因為跑步老

師推薦我去明日之星甄選計劃，體院希望揀選運動
員作不同運動發展，接受測試後，覺得我適合單車

2016 經歷贏輸生死

必應，儘管已是世界冠軍，仍是鄰家女孩的模

「2016 年 發 生 了 很 多 難 以 想 像 的 事

樣，簡單又隨和。

訓練。」 由小時候與鄰居在走廊鬥快，到參與國際
場地單車賽事，走進世界，一步一腳印。

情，發生的時候好震撼，曾經失落，但
對於騎馬，Sarah 笑說也得請教 「雷神」 。

過去了，慢慢接受，就發現這些經歷帶

「只騎過一次馬，覺得自己比較重，擔心騎上

去，隻馬會畀我壓扁！」

「壓扁言論」 惹來哄堂

大笑，自言想到騎術學校參觀的 Sarah 謂，踩單
車與騎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別有親切感，

給我很多，能夠經歷這些，好特別，其
他人未必可以經歷贏一次奧運輸一次奧
李慧詩指踩單車與騎馬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特別有親切感。

運，但我可以經歷這一切。」 去年十月

李慧詩與騎師
「雷神」 莫雷
拉惺惺相惜。

去年李慧詩的場地專項教練普林俊離世，幸仍有教練
沈金康給予支持。

3

李慧詩在 2012 年倫敦奧運會上為香港奪得一
面銅牌，闖上人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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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訓練場所，好似屋企一樣。」 她說香港各界對運動員有很

聽抒情慢歌，不開心就會聽歌詞有意思的歌。」 每次出賽，她

就如她從小欣賞的藝人謝霆鋒，不斷奮鬥，成就卓著。 「中

間有時反叛，最終創出自己的事業，好傑出。做人也如是，不

多支援，只是專業人才培訓需要很長的時間。都說一個運動

總會聽本地組合 「農夫」 的《456 wing》，自我勉勵，堅持

是每一個人都完美，要不斷在錯誤中學習和調校，再向更高的

員的成功，是背後團隊、無數人努力的成果，讓外界知道

目標發展。」 她說每個人都會有反叛的時候，長大後建立了目

「不是只有李慧詩一個刻苦」 ，也許正是女車神口中的團結

節奏，會有不同反應，快的節奏會興奮；想令自己平靜，就會

下去。

標就會不同。
「今次唔齊唔緊要，得你一個嗌都動聽，我堅持我堅持，

我 Rap 到，但我堅持我堅持到有一日。」 輕快的節奏，歌詞

精神。

她心中的體育精神，包含團結一心和做到最好。 「運動不是

內 「堅持下去」 的訊息，讓她充滿力量。 「好喜歡 『農夫』 的

自己一個人，單車隊團結爭取獎牌，亦都是奧運精神、體育精

歌，歌詞有意思，不單情歌，還有關於社會，由 2012 年奧運

神。」 馬會 2016 年宣布捐款逾 1,800 萬港元予體育學院，推出

聽到現在，比賽前會重複聽好多次。」

為期三年的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以表揚在奧運會
等六個大型運動會中奪得佳績的運動員，Sarah 形容是極大的

除了聽歌，仍具小女孩心性的女車神，還有減壓安睡的 「獨

門秘方」 ，就是總陪在她身邊的小海龜！ 「每次出 Trip，都會

鼓舞： 「這個計劃是對運動員的另一種肯定，也令將來的生活
少了一重擔憂。」

帶一隻公仔陪我覺，攬住，就會覺得好安穩，可以好快

此外，她指馬會支持興建的體育學院，是她另一個家。 「馬

著。」

李慧詩親臨沙田馬場觀戰，見證四歲新星皇者的誕生，並與馬會主席
葉錫安博士（左）及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右）合照。

海龜啟示

奔向自由

會的資助，為體院帶來很好的轉變。體院重建後環境更舒適，
李慧詩感激馬會資助體院，培訓出色的運動員。

有更多設施讓運動員接受訓練，加上周邊其他設施，體院不只

她喜歡海龜： 「牠們一出世就要有好堅強的意志，因為海水

會沖走牠們，由陸地爬入海，需要一段時間，有機會遇到敵

人，海鷗又會食了牠們。」 一出世已歷盡艱辛，卻有超強的生

聽歌減壓 最愛 「農夫」
事實證明，她走對了路。Sarah 說喜歡高速馳騁的感覺，踏

命力。 「牠們入海就自由自在，這種自由自在的感覺，我很嚮

訪問現場片段，
請瀏覽：

往亦都好鍾意。」

指甲上的藍色區旗

上賽場，就忘我。 「速度好快，在鑊型賽場上，感覺好自

由。」 人生環環緊扣，由業餘運動員轉為全職運動員，首場公

李慧詩塗上的藍色指甲油圖
案，原來是香港的區旗。

開比賽對她意義重大。 「參加青年亞洲錦標賽，那時剛轉全

後 記
運動場，是血淚交織的英雄地。在這片英雄地，我們見過重重跌了一
跤，忍痛爬起的李慧詩；也見過創造奇蹟，激情地振臂歡呼的李慧

職，到最後一日比賽，之前一直無攞獎，到最後一個比賽攞到

詩。運動場上的女車神，百折不撓，離開運動場的她，卻是尋常

第二，這個獎牌，肯定了自己在單車上的能力，亦令我繼續留

的鄰家女孩。這天，她右拇指，就塗上了藍色的甲油，細心

在單車隊。」 下定決心做事就會廢寢忘餐，大抵便是李慧詩。

看，原來是香港的區旗圖案。被記者發現後，爽朗的她竟一面

「最大優點是一上單車就會忘了時間、忘了飲食，專心到忘了

靦腆。

身邊的一切。」 除了單車，她也喜歡游水。 「在水入面感覺很

「訓練得，都會好求其……在運動場上就無辦法，出身汗

寧靜，從外面的繁囂世界突然落到好靜的地方，可以讓我思考

做完運動成個頭亂晒。如果自己出街就會整靚 D，運動員的形象

人生。」

好重要。」 長年接受刻苦訓練，她直言偶爾亦需調劑一下，閒時會搽
指甲油、化妝和看雜誌買新衫。 「出席活動，打扮都會好少少。」 除了扮

征戰無數，由 2012 年倫奧奪得銅牌，一夜成名，每次出
賽，總背負沉重的獎牌壓力，如何減壓？Sarah 笑言，全靠她
的 「聽歌細胞」 ： 「我好喜歡聽歌，有聽歌的細胞，隨不同

在牛頭角下長大的李慧詩，成為港人的勵志神話。

靚，祖籍潮州的她，不諱言性格直率，最喜歡飲茶， 「普洱當水飲」 。

遊走世界各地比賽和接受訓練，這位 「牛下女車神」 不忘本，儘管牛頭

角下已清拆重建，但她說人情味猶在： 「家人仍然住在牛頭角上，大

部分人本來就住在那裡，外面的人可能覺得拆了棟樓就無人情味，但
好似我媽咪，每星期仍然會與相熟的街坊飲茶，因為住得近，又
會互相探訪。」 物換星移，人常在，情常在，誰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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