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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中國金花」李娜今天亮相深圳
網球公開賽，作為賽事頭號種子的她，將與盧森
堡的文莉娜爭奪次圈出線資格。深圳公開賽是李
娜在新賽季的首項賽事，她希望自己能透過比賽
，為本月14日的澳洲公開賽做好準備。

彭帥晉次圈
另一 「中國金花」彭帥昨午在首圈賽事迎戰

前英國 「一姐」基奧芳，結果6號種子的彭帥在
開局即被率先破發的情況下力追，戰至第9局便
已反超前5：4，士氣如虹的她之後連贏7局，最
終以6：4、6：0大勝對手，晉級次圈。

至於正在新西蘭的鄭潔，昨天出戰奧克蘭公
開賽，力圖衛冕冠軍的她，在首圈面對世界排名
第70位的美國小將夏普頓，結果以5：7、1：6爆
冷落敗，首圈即宣告出局。

【本報訊】綜合
外電美國三十一日消
息：用 「瘋狂」來形
容快艇12月的表現絕
不為過。快艇於周一
在NBA常規賽主場
出戰爵士，最終以
107：96大勝而回，

不僅在2012年最後一戰完美收官
而把球隊的最長連勝紀錄增至17
場，於12月的16場比賽悉數獲勝
，更讓該隊成為NBA史上第3支
單月取得16勝0敗的球隊。

快艇和爵士在12月3度碰頭
，前兩次快艇分別以105：104和
116：114險勝對手，這次再戰爵
士力圖一雪前恥，但卡朗畢拿火
熱的手感，把爵士的復仇願望早
早便扼殺在搖籃之中。卡朗畢拿
今仗只出戰25分鐘，但6次三分
球起手全部命中，全場14次投射

命中10球，取得全隊最高的29分
，讓主隊最終以11分之差擊敗對
手。

主帥非常滿意
對於球隊在12月保持不敗，

快艇主帥尼格羅顯然非常滿意
，他說： 「這個12月真的太棒
了。」

塞 爾 特
人 在 2008 年
問鼎總冠軍
之後，近年
的戰績每況

愈下，他們在本季暫時以14勝16負
排在東岸的第8位。球隊老化問題嚴
重，近9仗僅得3勝已充分說明塞爾

特人已今非昔比，倘若仍然是故步
自封，他們只會離總冠軍越來越遙
遠。

進攻端間歇性停火
最近，塞爾特人在一場比賽中

因老將的力竭而令球隊於進攻端間
歇性停火，被對手打出數波得分小

高潮後無力回天，最終落敗而回，
這個情況於本季已屢見不鮮。雖然
加歷治和皮亞斯能力出眾，但已年
屆36歲和35歲的兩人，體力早已不
復當年之勇。

去夏，塞爾特人把 「三分王」
韋亞倫送走，並以控衛朗度成為 「
新三巨頭」當中的一員，但球隊的
可用之兵依然捉襟見肘，年輕小將
不堪大用，加歷治等老將又體力不
繼，倘若塞爾特人不藉季中交易開
放之時注入 「新血」，實難與熱火
、雷霆等勁旅硬撼。

全運會會徽集錦發行2013套
■本報記者張園苑瀋陽

三十一日電：記者從十二運
貴金屬特許商品生產銷售商
溫州康華實業公司獲悉，為
迎接即將到來的2013年第十

二屆全國運動會，該公司推出了 「歷屆全運會會

徽集錦」彩色紀念章（左下圖）產品，並將特殊
編號0001贈送給遼寧體育博物館，2013贈送給十
二運組委會永久珍藏。此外，2013年元旦當天還
將舉辦十二運貴金屬特許商品買一送一特惠回饋
銷售活動。 「歷屆全運會會徽集錦」彩色紀念章
大全套，材質純銀Ag999，每枚重量25克，每套
12枚，正面圖案為歷屆全運會會徽，背面圖案為
奧體中心和第十二屆全運會吉祥物，編號限量發
行2013套。

馬青驊盼成真正F1車手
■本報訊：中國賽車手馬青驊期望2013年能

夠延續去年的豐收，並希望可成為一名真正的世
界一級方程式（F1）賽車手。12月25日是馬青驊
的生日，他早前曾開玩笑說： 「如果世界末日沒
有到來，那麼我願意把這個生日（25歲）當做一
個全新的開始。」世界末日並沒有 「如約而至」
，馬青驊表示，這意味他的夢想可以繼續，並
且希望2013年也像去年一樣，是豐收的一年。

說起香港的足
球觀戰文化，最深
入人心的，莫過於
以單字粗言給予球
員的 「問候」。不

過，球迷群體 「香港力量」成員之一
的 「恆仔」吳卓恆，就嘗試與志同道
合者合資推出免費球場文化雜誌《大
球場道》，期望建立本地的打氣文化。

「有些香港人很有趣，既羨慕外
國睇波的熱鬧場面，又認為我們站立
打氣阻住他們睇波是錯，甚至有人為

此報警。」 「恆仔」形容很多香港球
迷太內斂，入場坐着只是 「望住場波
」，故在約一個月前構思推出介紹球
場文化的《大球場道》，今午2時15
分在旺角場外的花墟道派發，他說：
「希望藉此推廣打氣文化，並且讓大

家了解世界各地的球迷。」
暫定每逢港足主場賽事出版的《

大球場道》，創刊號有12頁，內容有
本地球迷感想、外國打氣文化介紹等
。 「恆仔」表示，已按本地球迷特性
調整《大球場道》的內容，他說： 「
放煙花、燒煙霧彈，甚至教人哪裡買
煙花夠平，這都是外國球迷雜誌的
基本內容，但香港人連打氣唱歌
都會認為是激進，所以《大球場
道》的內容比較溫和，推動理性打氣
，甚至討論政府的場地管理政策。」

目標讀者鎖定年輕人
「恆仔」並不期望能改變老球迷

的思維，所以將目標讀者鎖定為年輕
人，他說： 「好多人心裡想參與打氣
，但未必知如何做，所以想透過雜誌
讓年輕人知道怎樣玩、學唱打氣歌，
如果有幾個百分比的人睇完而加入球
迷組織，便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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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今深圳賽亮相

4年前的兩助攻、
一入球，不但協助港足
反勝廣東捧下省港杯，
還讓李威廉一炮而紅，
「威廉王子」的美名不

脛而走，球季後更登上香港足球先生寶座
。一千四百多天就此過去，外間的環境在
變，但李威廉內心的純真未變，今天的他

享受足球的心態如舊，一切如他所言： 「
我是鄉下仔，想法比較簡單吧。」

鄉下仔思想簡單
第三十一屆省港杯是李威廉人生中的奇

，次回合反勝後，鎂光燈都照射到其身上，這
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他說： 「4年前的省港杯
好特別、好奇，如果當年不是踢得那樣出色
，可能現在已不再踢波了。」那次捧杯，讓李
威廉踏上人生高峰，不出半年便獲南華青睞，

又當選足球先生，但一切很快回歸平淡。
「上山」後，李威廉雖然仍有佳作，但在

省港杯威風八面的表現不復再，他懂得淡然面
對，千逢過盡，周遭的人和事在變，但他的心
態不變，他說： 「球員生涯總不會永遠順利，
回歸平淡是預期中的。加盟南華後，外間壓力
比過往大，環境的轉變可能令一些事情改變，
但我的心態仍然沒變，依舊享受足球，這種心
態往後仍會陪伴我。沙頭角人的思想好簡單
，4年前的我跟現在沒有分別。」

「說起來好像好偉大，但我踢波一直都為
興趣，」來自沙頭角的李威廉自言是鄉下仔，
難得是他至今仍保持純真， 「效力南華會，也
許對外界來說不是很大成就，但我在沙頭角的
鄉親父老面前已經滿足，畢竟我只是 『鄉下仔
』嘛。」李威廉只求做好本分，他說： 「不想
懶懶散散，令自己再無表現而黯然離去，總要
為青春留下好的回憶。」

風光過後回歸平淡
李威廉享受足球於願足矣

本報記者 李恆基

港足在第三十一屆省港杯首回合輸1：3，
次回合於法定時間贏3：1，加時憑着李威廉助
攻梁振邦射入致勝球而捧杯。事隔近4年，港
足再以旺角場為省港杯的主場，首回合作客輸
0：1的形勢不算太壞，梁振邦看好球隊今午可
以反勝，他說： 「最重要是放下個人主義、齊
心作戰。4年前我們落後兩球，外界都不看好可
以反勝，但結果證明只要夠團結，就沒有不可
能的事。」

陳肇麒同樣強調團結帶來勝利，他說： 「
現時港足好團
結，只要人人
都跑多一步，
反勝非不可能
，況且本屆只
落後一球，絕

對有能力反勝。」

金判坤期圓奪冠夢
東亞運 「金牌教練」、現港足署理主教練

金判坤首次領軍戰省港杯，也想首次捧起省港
杯，他說： 「我在球員時代踢過兩屆，更曾在
香港大球場射入一記30碼外的罰球，可惜兩次
都未能捧杯，希望這次可以如願。」

首回合缺陣或當後備的麥基、陳偉豪、積
施利、張健峰及李威廉今午將會擔正，金帥表
示，在亞洲杯外圍賽前仍會摸索最佳攻防配搭
，期望盡快找到答案。廣東隊有盧琳因傷缺陣。

賽事今午3時鳴笛，比賽法定時間90分鐘
，兩回合總比分平手便需加時30分鐘，再和
就互射12碼決勝。門票分收80元及20元（優惠
票）。《大球場道》推打氣文化

馬菲爾

特寫

團結齊心力圖反勝

港足誓重演歷史港足誓重演歷史
省港杯省港杯 【本報訊】香港足球隊在第三十一屆省

港杯首回合敗走、次回合在旺角大球場反勝的經典戰
役，在本屆賽事已歷史重演了上半段，下半段能否實

現便看今午一戰，當年有份入球的球員陳肇麒、梁振邦皆認為，本屆首回合只
輸一球，反勝難度比4年前低，關鍵在於團結、齊心。（now634台今午3時直播）

南華新援沙
恩昨投入訓練，
該隊在本周六銀
牌準決賽次回合
的對手公民，昨
天也有巴西新援
古斯達禾（中）
亮相，被太陽飛
馬放棄的辛祖則
有望回歸，替代
上仗傷及膝部韌
帶而預計休息一
個月的中村祐人
及仍要養傷的迪
天奴。圖為古斯
達禾昨晚出席公
民大除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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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廉自言是鄉下仔，想
法比較簡單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