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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界與體育局開會交流意見

封面故事 第三版第二版 封面故事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澳門體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頓近一
個月訓練及比賽，隨著疫情漸趨穩定，體
育局逐步開放場館予集訓隊運動員及精英
運動員計劃的全職選手，首階段恢復共十
三個體育項目的訓練，並陸續安排更多項
目的集訓隊隊員有序恢復訓練。

黃俊華：重點是傷患防護
武術運動員黃俊華認為疫情對運動員最

大影響在於打亂了未來訓練進度的安排，
剛恢復訓練不久，黃俊華強調不會急於回
復太大強度，重點會放在傷患防護：“訓
練進度可以慢慢加操，我較擔心是傷患，
因為停了較長時間，肌肉下降程度較大，
需要跟上進度的同時要多注意不要受
傷。”
因應疫情發展的安排，目前武術隊分成

兩批在不同時間訓練，力量訓練館亦會逐
步開放使用，雖然此前有近一個月時間未
能練習，但黃俊華沒因此沮喪，並將按照
自己的步調逐步回復狀態：“疫情期間雖
不能外出，但和家人一起的心態非常放
鬆，現階段主要是根據教練的計劃並結合
自己身體情況控制訓練節奏，不宜操之過
急，目前來看六月份的澳門公開賽及十月
的亞洲錦標賽都能夠順利參加。”

關注場館開放安排
是次體育界探討疫情會議於體育

局會議室舉行，與會者就體育界針
對疫情的應對工作表達不同意見，
體育委員兼立法會議員馬志成經不
同渠道收集到體育界的聲音，並提
出有關體育場館全面開放、對運動
員的支援、以及如何加強推廣全民
運動等提問。體育局局長潘永權就
不同議題作出詳細回應及分享疫情
過後體壇的復甦計劃，他表示明白
到市民及運動員都關心體育設施開
放的問題，體育局自三月二日起有
限度開放轄下包括蓮峰運動場、奧
林匹克運動場、網球學校等田徑及
網球設施，首階段共十三個項目的
精英運動員及有比賽任務在身的選

手恢復訓練，包括游泳、鐵人、單
車、田徑、柔道、空手道、跆拳
道、武術、體育舞蹈、乒乓球、保
齡球、羽毛球及壁球，三月九日再
公佈第二階段設施開放，重開包括
塔石體育館、巴坡沙體育中心、氹
仔東北體育中心、保齡球中心、東
亞運動會體育館等場地的乒乓球、
羽毛球設施。

“特事特辦”助運動員
根據目前情況，潘永權表示難以

定下開放所有體育設施的具體時間
表，但將陸續安排設施的開放及有
序安排更多集訓隊隊員恢復訓練。
針對運動員的支援工作，潘永權強
調運動員是體育界的“寶藏”，將
投放更多資源協助他們追上訓練進

度、重拾競技狀態，將採取“特事
特辦”機制，與各總會商討在疫情
過後參加更多比賽的可能性。

本年武林群英會取消
有關年度大型體育活動的安排，

潘永權指出繼新春活動取消後，原
定於三月舉行的婦女體育嘉年華、
五月舉行的武林群英會都因疫情關
係取消，武林群英會中部分項目或
以獨立形式舉行。至於六月舉行的
世界女排聯賽仍按正常程序籌備，
最終決定有待國際排聯進一步消
息，端午節期間舉行的國際龍舟賽
事亦計劃如期舉行，但或會減少、
甚至沒有外來隊伍參與，潘永權期
望下半年的活動計劃都能順利舉
行。

疫情後辦額外活動
對於疫情過後體育界的復甦工

作，潘永權表示局方已作出構思，
包括在疫情受到充份控制後舉辦一
系列額外的大眾體育活動，帶同全
民運動的氣氛；以“特事特辦”的
措施全力支援運動員，提早籌備明
年亞拉夫樂運動會、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亞洲冬季
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全國殘疾人
運動會暨特奧運、亞洲室內及武道
運動會的備戰工作；以及在疫情穩
定後加強區域合作等。體育界認為
會議提供了意見交流的平台，也了
解到體育局因應疫情作出的安排及
復甦計劃，期望通過多方討論，促
進本地體育在疫情過後的發展。

開會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發展以及體育局及體育界對疫情的應
對及後續工作，澳門體育記者協會會長馬有恆、體記協理
事長方念湘、體育委員兼立法會議員馬志成以及其他體育
界人士於三月四日與體育局局長潘永權開會，探討各項應
對疫情的措施，討論有關體育場地開放及支援運動員重投
訓練等議題。考慮到疫情最新發展，體育局先後於三月二
日及三月九日公佈有限度開放的公共體育設施網絡清單，
此外，繼首階段十三個體育項目的精英運動員恢復練習後
，陸續安排更多集訓隊隊員有序重投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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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成提出體育界關心的議題

探討疫情應對工作
體育界體育局

馬有恆及潘永權（右）出席會議

體育局、體委、體記及體育界人士在會議上合影。

地址：澳門北京街，2A-54F
八両金商埸一樓（舊南光百貨）

營業時間：周一至周五：11:59-20:00
周六及假日：11:5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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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顥：沒有心理負擔
由於疫情於農曆新年間急速發

展，其時本於廣東清遠集訓的游泳
代表隊提早結束訓練回澳，直至三
月二日起逐步恢復訓練。游泳運動
員周文顥表示場館防疫措施充足，
泳手也回復到之前的訓練量：“泳
館的措施很嚴格，包括確認身份、
健康申報表、探熱都做到足，個人
狀態來說力量與技術仍保持到，就
是耐力有所下滑，恢復訓練一周後

逐漸練回一點感覺，現在一周保持九
課訓練，其實練習時間好足夠。”
對於如何重拾停練前的狀態，周文
顥表示會多注重休息，不會為此有太
大心理負擔：“運動員主要是按照教
練的計劃訓練，自己能做的是注意休
息及放鬆，回家做些按摩，心理負擔
不會太大，畢竟距離大型比賽還有較
多時間，本於八月參加的全國學生運
動會很大機會取消，之後會有參加世
界盃及亞錦賽的計劃，就看這段時間
會否再有變動。”

談嘉斌：更注重動作細節
體育舞蹈運動員談嘉斌與拍檔黃詠

琳在疫情期間以租借私人場地的形式
維持訓練，儘管在場地限制下難以保
持最佳動作幅度的發揮，但兩人因此
更注重動作的細節，及後集訓中心重
新開放，談嘉斌認為對於運動員恢復
狀態大有幫助：“疫情期間我們在私
人教練徐麗芳老師的舞室租借場地訓
練，每天保持四小時專項訓練，在體
育局積極安排下，我們於三月上旬恢
復集訓中心的練習，目前除適應標準

比賽場的空間外，還要適應步伐的控
制，幸好集訓中心任何時候都有醫
護、教練及局方專員跟進，協助我們
在短期內恢復狀態。”
為備戰明年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

會，談嘉斌表示將以本地訓練為主要
基礎，也會定期到內地及歐洲訓練，
多參與世界及亞洲公開賽及錦標賽訓
練比賽發揮及狀態，加深評判對澳門
體育舞蹈隊伍的認識。至於原定於七
月赴意大利的集訓計劃，談嘉斌指目
前未知能否如期進行，仍須留意疫情
發展、等待最新消息。

黃俊華重點注意傷患防護

體育局“公體網”重新開放設施
場館

蓮峰體育中心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戶外天地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網球學校

塔石體育館

蓮峰體育中心

巴坡沙體育中心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戶外天地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氹仔東北體育中心

保齡球中心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竹灣水上活動中心
黑沙水上活動中心

何東中葡小學綜合運動室

重新對外開放的體育設施
田徑跑道
田徑跑道(開放時間:06:00-08:00)
田徑練習跑道
網球場
休閒運動區
網球場
大堂乒乓球區
乒乓球室
大堂乒乓球區
二樓乒乓球室
活動室(乒乓球區)
乒乓球區
乒乓球區
羽毛球區
室內體育館(羽毛球場)
地下乒乓球區
二樓乒乓球區
綜合劇院(羽毛球場)

羽毛球場

周文顥保持足夠訓練量逐步恢復耐力

談
嘉
斌
及
黃
詠
琳
疫
情
期
間
專
攻
動
作
細
節

“公體網”設施逐步開放予市民大眾 羽毛球場地於第二階段恢復開放

集訓中心嚴格執行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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