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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据多家媒体报道，香
港演员蓝洁瑛在寓所内去世。蓝洁
瑛是前无线艺人，曾有“靓绝五台
山”美誉，出演过《大时代》《六指琴
魔》《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等作品。

据资料显示，蓝洁瑛于1983年
格致书院毕业后，投考无线电视艺员
训练班第十二期,同期者还有刘嘉玲、
吴君如、刘青云、曾华倩等。毕业后
获无线力捧，先在《K-100》《430航天
飞机》任主持，后演出无线多部连续
剧的女主角，有“靓绝五台山”美誉。

1986年末，蓝洁瑛因一次剧集
外景迟到，无线高层将她第二次雪
藏，不再给她工作。1987年初，合约
期满后，蓝洁瑛离开无线。1988年，
蓝洁瑛重返无线，演出多部出色剧

集。其中在《义不容情》中特别演出
梅芬芳一角，令她奠定演技派地位。
1992年，蓝洁瑛出演无线25周年台
庆剧《大时代》,演技再获观众赞赏。

1995年，蓝洁瑛所演的周星驰
电影《大话西游》在香港上映，蓝洁
瑛于片中饰演“蜘蛛精”春三十娘一
角。这亦是蓝洁瑛电影代表作，该
片上映后不久，蓝洁瑛逐渐淡出娱
乐圈。

1998年 9月，蓝洁瑛在香港浅
水湾道驾车失事，手部受伤及颈部
受震荡，被送到东区医院接受治
疗。其后的十余年间，蓝洁瑛便不
停传出受到精神困扰，病情反复。
后因长期缺乏工作，蓝洁瑛于2005
年申请破产。 据《法制晚报》

昨日，西安市长安区小学生五
人制足球邀请赛在长安区文化体育
中心开幕。据悉，本次比赛是由长
安区足球协会承办的一项U11年龄

段的五人制小学生比赛，参赛队伍
以长安区各小学校为主，并邀请足
球发达地区队伍交流提高。

文/图本报记者王晓峰

长安区小学生五人制足球赛开幕

根据中乙联赛的规则，联
赛季军的最大意义就是可以获
得进行冲甲附加赛的机会。昨
天，在陕西大秦之水队与盐城
大丰队厮杀的同时，本赛季中
甲联赛的最后一轮也落下了帷
幕。最终经过一番激战，梅县
铁汉成为了中甲第14名，也就
是与陕西大秦之水队进行冲甲
附加赛的对手。从赛程来看，
这两场附加赛安排的非常紧
密，分别是11月7日与11月11
日，陕足先主后客。

虽然中国足协规定，附加赛

执行的是中乙规则，即中甲球队
不允许使用外援，但作为高级别
联赛的球队，很显然梅县铁汉将
会比本赛季陕足在中乙赛场上
所碰到的任何对手都要强，所以
接下来一番苦战已经在所难免。
当然，这也不代表陕西大秦之水
队完全没有机会，本赛季在足协
杯的赛场上，陕足就曾战胜过中
甲球队杭州绿城，同时给中超球
队上海上港也制造过不小的麻
烦。因此，只要战术得当、心态平
稳，陕足还是有机会在本赛季实
现冲甲的愿望。

谢育新说：“梅县铁汉是我
家乡的球队，对于他们，我还是
有点了解。人家是中甲，我们
是中乙，接下来的大战肯定更
加艰难，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
置，摆正自己的心态，做好自
己，立足于去拼对手。这一年
下来，球队付出了很多，也曾经
遭遇挫折，甚至还引起外界的
质疑，说我们不想冲甲，但实际
上大家一直都在努力，我们会
继续争取胜利，要让所有人看
到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昨天，国内奖金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力最广的业余羽毛球赛
——2017-2018 年度中国·重庆万
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城
市分站赛西安站的较量隆重开赛。
本次赛事不仅吸引了来自省内的
多支业余羽毛球队伍参加，同时也
有来自国内外的多支业余羽毛球
队伍参赛。

据了解，“黑山谷杯”国际羽毛
球挑战赛是一项在国内业余羽毛球
界颇具影响的赛事，比赛采用“城市
分站赛+总决赛”的全新赛制。在全
国范围内设置广州、贵阳、成都、西
安四大城市分站赛，获得城市分站
赛前四名的队伍将获得晋级年度总

决赛的资格。根据赛程，今年的城
市分站赛已经先后在广州、贵阳、成
都战罢三场。本次西安站的比拼将
是通往年度总决赛的最后一站。根
据赛制，比赛设男女混合团体赛，分
别由男单、第一男双、第二男双、女
双、混双五场比赛组成，每场团体赛
允许1名退役专业运动员兼一项比
赛参赛。

西安作为城市分站赛之一，在
短短半个多月内就集结了来自马来
西亚、武汉、西安、重庆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6支队伍、近200名羽球
爱好者参赛，其中不乏国内顶尖高
手、外籍明星球队。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国际羽毛球挑战赛西安站举行
为进一步传播体育文化，加

强国际体育交流，推广普及跆拳
道项目，提高陕西省跆拳道运动
水平，10 月 29 日至 31 日，由陕
西省体育局、陕西省政府外事办
公室主办的 2018年中韩青少年
国际体育交流大会暨 2018年中
韩青少年跆拳道邀请赛在西安
举行。

本次活动始于《中国陕西省

体育局与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
体育合作协议》，互访活动促进
了体育文化交流以及体育事业
的共同发展，加深了两国民间的
友谊。此次活动由陕西省体育
局、陕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
办，参加比赛的韩国世宗特别自
治市代表队共派出了 22人的交
流团，其中参赛的14名运动员曾
多次在韩国国内比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他们将与省拳击跆拳道
运动管理中心、西安体育学院的
运动员进行9个级别的角逐。省
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书记
张文军表示，活动旨在推广和普
及跆拳道运动，增进中韩文化交
流以及增强广大青少年的身体
素质，以跆拳道的精神激励青少
年的成长。

本报记者王战荣

2018年多哈体操世锦赛鞍马冠
军出炉，中国体操名将肖若腾用一
套难度系数6.6的动作夺得个人首
个世锦赛单项冠军。

鞍马项目是肖若腾最有实力的
单项。但在个人全能决赛上，他在
鞍马项目只拿到14.70分，面对志在
三连冠的英国名将怀特洛克，要想
冲击冠军，就要拿出难度系数更高
的动作应战。

鞍马比赛开始后，前三名上场
的选手全部出现失误，第四个出场

的肖若腾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难度
系数6.6的动作。比赛开始后，整套
动作肖若腾完成得流畅、稳定，最终
获得15.166分。肖若腾赢得全场欢
呼。最后出场的怀特洛克被迫将难
度提升到6.8，戏剧性的是，男子个人
全能决赛同分一幕再度发生，裁判
也给怀特洛克打出了相同的15.166
分。按照得分相同完成分高胜出的
规则，肖若腾拿到了这枚来之不易
的金牌。

本报记者王战荣

肖若腾获世锦赛鞍马冠军

昨晚，被誉为“国家德比”的
穗沪大战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落下
帷幕。结果经过一番激战，广州
恒大与上海上港队联手为球迷奉
献了9粒进球，恒大主场以4:5不
敌上港，基本上已经提前宣告本
赛季夺冠无望。

这场中超天王山之战也是中
超联赛最高水平的较量，广州恒
大和上海上港不仅分别云集了多
名中国国脚，同时也云集了多名
巴西国脚。比赛开始之后，场上

的节奏非常快，恒大队欲借主场
之利打开胜利之门，但上港队的
反击也丝毫不弱，一番缠斗之后，
上港队凭借吕文君的进球打破了
僵局，不过恒大队很快就做出了
回应，保利尼奥的头球让双方回
到了同一起跑线。之后，蔡慧康
虽然再度为上港将比分扳平，但
在上半场结束前，恒大连进两球，
以3:2将比分反超。

易边再战，恒大发起了猛烈
攻击，但率先进球的依旧是上港

队，武磊的单刀命中，让上港队将
比分追平。此后，张成林的乌龙
球让恒大主场3:4落后，但噩梦还
没有结束，关键时刻德国主裁判
判给上港一粒点球，让上港队5:3
领先。终场前，阿兰利用点球为
恒大再度打进了安慰性一球，但
也没有挽回4:5落败的局面。此
役过后，恒大已经落后上港5分，
在联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夺冠
基本无望。

本报记者王战荣

杨贺补时献绝杀

陕足将战梅县铁汉
昨天，2018年

中乙联赛季军争
夺战在陕西省体
育场落下帷幕。
“西北狼”陕西大
秦之水队凭借9号
杨贺在补时阶段
的进球，以 1:0 绝
杀了盐城大丰队，
获得了与中甲联
赛倒数第三名梅
县铁汉进行冲甲
附加赛的机会。

5:4擒恒大上港夺冠在望

中韩青少年国际体育交流大会举行

陕西大秦之水与盐城大丰在比赛中

本场比赛的过程远比想象
的更为困难，两支在半决赛落
败的球队为了争夺最后的冲甲
机会刚开场就展开了火并，陕
足虽然拥有主场之利，但盐城
大丰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
不但在中后场囤积了大量的兵
力，同时还利用速度始终保持
着对陕西大秦之水队后防线的
压力。上半场，陕西大秦之水
队虽然在场面上整体占优，且
觅得了几次破门的机会，但盐

城大丰队进攻的威胁性一点也
不比陕足弱。

易边再战，陕西大秦之水
队显然不愿意将比赛拖进加
时赛，王尔卓、杨昊等人先后
披挂上阵，就进攻的威胁性来
看，陕足越来越接近破门。而
盐城大丰队则随着时间的推
移更坚定了稳固防守的战术
思路。当第四官员举起补时3
分钟的牌子时，所有人都以为
本场比赛将会进入加时赛，这

个时候杨贺站了出来，他从中
场带球突进至对方禁区前沿，
然后果断起脚远射，1:0，陕足
以绝杀的方式，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

赛后，主教练谢育新说：
“经历了前面两场比赛的失利，
大家压力都非常大，但这一场
全队展示出了永不放弃的精
神，我要感谢队员，感谢他们拼
到了最后一刻；我要感谢球迷，
感谢他们一直支持球队。”

补时绝杀 杨贺应记头功

大战当前 陕足得加把劲

香港知名演员蓝洁瑛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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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据多家媒体报道，香
港演员蓝洁瑛在寓所内去世。蓝洁
瑛是前无线艺人，曾有“靓绝五台
山”美誉，出演过《大时代》《六指琴
魔》《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等作品。

据资料显示，蓝洁瑛于1983年
格致书院毕业后，投考无线电视艺员
训练班第十二期,同期者还有刘嘉玲、
吴君如、刘青云、曾华倩等。毕业后
获无线力捧，先在《K-100》《430航天
飞机》任主持，后演出无线多部连续
剧的女主角，有“靓绝五台山”美誉。

1986年末，蓝洁瑛因一次剧集
外景迟到，无线高层将她第二次雪
藏，不再给她工作。1987年初，合约
期满后，蓝洁瑛离开无线。1988年，
蓝洁瑛重返无线，演出多部出色剧

集。其中在《义不容情》中特别演出
梅芬芳一角，令她奠定演技派地位。
1992年，蓝洁瑛出演无线25周年台
庆剧《大时代》,演技再获观众赞赏。

1995年，蓝洁瑛所演的周星驰
电影《大话西游》在香港上映，蓝洁
瑛于片中饰演“蜘蛛精”春三十娘一
角。这亦是蓝洁瑛电影代表作，该
片上映后不久，蓝洁瑛逐渐淡出娱
乐圈。

1998年 9月，蓝洁瑛在香港浅
水湾道驾车失事，手部受伤及颈部
受震荡，被送到东区医院接受治
疗。其后的十余年间，蓝洁瑛便不
停传出受到精神困扰，病情反复。
后因长期缺乏工作，蓝洁瑛于2005
年申请破产。 据《法制晚报》

昨日，西安市长安区小学生五
人制足球邀请赛在长安区文化体育
中心开幕。据悉，本次比赛是由长
安区足球协会承办的一项U11年龄

段的五人制小学生比赛，参赛队伍
以长安区各小学校为主，并邀请足
球发达地区队伍交流提高。

文/图本报记者王晓峰

长安区小学生五人制足球赛开幕

根据中乙联赛的规则，联
赛季军的最大意义就是可以获
得进行冲甲附加赛的机会。昨
天，在陕西大秦之水队与盐城
大丰队厮杀的同时，本赛季中
甲联赛的最后一轮也落下了帷
幕。最终经过一番激战，梅县
铁汉成为了中甲第14名，也就
是与陕西大秦之水队进行冲甲
附加赛的对手。从赛程来看，
这两场附加赛安排的非常紧
密，分别是11月7日与11月11
日，陕足先主后客。

虽然中国足协规定，附加赛

执行的是中乙规则，即中甲球队
不允许使用外援，但作为高级别
联赛的球队，很显然梅县铁汉将
会比本赛季陕足在中乙赛场上
所碰到的任何对手都要强，所以
接下来一番苦战已经在所难免。
当然，这也不代表陕西大秦之水
队完全没有机会，本赛季在足协
杯的赛场上，陕足就曾战胜过中
甲球队杭州绿城，同时给中超球
队上海上港也制造过不小的麻
烦。因此，只要战术得当、心态平
稳，陕足还是有机会在本赛季实
现冲甲的愿望。

谢育新说：“梅县铁汉是我
家乡的球队，对于他们，我还是
有点了解。人家是中甲，我们
是中乙，接下来的大战肯定更
加艰难，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
置，摆正自己的心态，做好自
己，立足于去拼对手。这一年
下来，球队付出了很多，也曾经
遭遇挫折，甚至还引起外界的
质疑，说我们不想冲甲，但实际
上大家一直都在努力，我们会
继续争取胜利，要让所有人看
到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昨天，国内奖金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力最广的业余羽毛球赛
——2017-2018 年度中国·重庆万
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城
市分站赛西安站的较量隆重开赛。
本次赛事不仅吸引了来自省内的
多支业余羽毛球队伍参加，同时也
有来自国内外的多支业余羽毛球
队伍参赛。

据了解，“黑山谷杯”国际羽毛
球挑战赛是一项在国内业余羽毛球
界颇具影响的赛事，比赛采用“城市
分站赛+总决赛”的全新赛制。在全
国范围内设置广州、贵阳、成都、西
安四大城市分站赛，获得城市分站
赛前四名的队伍将获得晋级年度总

决赛的资格。根据赛程，今年的城
市分站赛已经先后在广州、贵阳、成
都战罢三场。本次西安站的比拼将
是通往年度总决赛的最后一站。根
据赛制，比赛设男女混合团体赛，分
别由男单、第一男双、第二男双、女
双、混双五场比赛组成，每场团体赛
允许1名退役专业运动员兼一项比
赛参赛。

西安作为城市分站赛之一，在
短短半个多月内就集结了来自马来
西亚、武汉、西安、重庆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6支队伍、近200名羽球
爱好者参赛，其中不乏国内顶尖高
手、外籍明星球队。

文/图本报记者王战荣

国际羽毛球挑战赛西安站举行
为进一步传播体育文化，加

强国际体育交流，推广普及跆拳
道项目，提高陕西省跆拳道运动
水平，10 月 29 日至 31 日，由陕
西省体育局、陕西省政府外事办
公室主办的 2018年中韩青少年
国际体育交流大会暨 2018年中
韩青少年跆拳道邀请赛在西安
举行。

本次活动始于《中国陕西省

体育局与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
体育合作协议》，互访活动促进
了体育文化交流以及体育事业
的共同发展，加深了两国民间的
友谊。此次活动由陕西省体育
局、陕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
办，参加比赛的韩国世宗特别自
治市代表队共派出了 22人的交
流团，其中参赛的14名运动员曾
多次在韩国国内比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他们将与省拳击跆拳道
运动管理中心、西安体育学院的
运动员进行9个级别的角逐。省
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书记
张文军表示，活动旨在推广和普
及跆拳道运动，增进中韩文化交
流以及增强广大青少年的身体
素质，以跆拳道的精神激励青少
年的成长。

本报记者王战荣

2018年多哈体操世锦赛鞍马冠
军出炉，中国体操名将肖若腾用一
套难度系数6.6的动作夺得个人首
个世锦赛单项冠军。

鞍马项目是肖若腾最有实力的
单项。但在个人全能决赛上，他在
鞍马项目只拿到14.70分，面对志在
三连冠的英国名将怀特洛克，要想
冲击冠军，就要拿出难度系数更高
的动作应战。

鞍马比赛开始后，前三名上场
的选手全部出现失误，第四个出场

的肖若腾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难度
系数6.6的动作。比赛开始后，整套
动作肖若腾完成得流畅、稳定，最终
获得15.166分。肖若腾赢得全场欢
呼。最后出场的怀特洛克被迫将难
度提升到6.8，戏剧性的是，男子个人
全能决赛同分一幕再度发生，裁判
也给怀特洛克打出了相同的15.166
分。按照得分相同完成分高胜出的
规则，肖若腾拿到了这枚来之不易
的金牌。

本报记者王战荣

肖若腾获世锦赛鞍马冠军

昨晚，被誉为“国家德比”的
穗沪大战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落下
帷幕。结果经过一番激战，广州
恒大与上海上港队联手为球迷奉
献了9粒进球，恒大主场以4:5不
敌上港，基本上已经提前宣告本
赛季夺冠无望。

这场中超天王山之战也是中
超联赛最高水平的较量，广州恒
大和上海上港不仅分别云集了多
名中国国脚，同时也云集了多名
巴西国脚。比赛开始之后，场上

的节奏非常快，恒大队欲借主场
之利打开胜利之门，但上港队的
反击也丝毫不弱，一番缠斗之后，
上港队凭借吕文君的进球打破了
僵局，不过恒大队很快就做出了
回应，保利尼奥的头球让双方回
到了同一起跑线。之后，蔡慧康
虽然再度为上港将比分扳平，但
在上半场结束前，恒大连进两球，
以3:2将比分反超。

易边再战，恒大发起了猛烈
攻击，但率先进球的依旧是上港

队，武磊的单刀命中，让上港队将
比分追平。此后，张成林的乌龙
球让恒大主场3:4落后，但噩梦还
没有结束，关键时刻德国主裁判
判给上港一粒点球，让上港队5:3
领先。终场前，阿兰利用点球为
恒大再度打进了安慰性一球，但
也没有挽回4:5落败的局面。此
役过后，恒大已经落后上港5分，
在联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夺冠
基本无望。

本报记者王战荣

杨贺补时献绝杀

陕足将战梅县铁汉
昨天，2018年

中乙联赛季军争
夺战在陕西省体
育场落下帷幕。
“西北狼”陕西大
秦之水队凭借9号
杨贺在补时阶段
的进球，以 1:0 绝
杀了盐城大丰队，
获得了与中甲联
赛倒数第三名梅
县铁汉进行冲甲
附加赛的机会。

5:4擒恒大上港夺冠在望

中韩青少年国际体育交流大会举行

陕西大秦之水与盐城大丰在比赛中

本场比赛的过程远比想象
的更为困难，两支在半决赛落
败的球队为了争夺最后的冲甲
机会刚开场就展开了火并，陕
足虽然拥有主场之利，但盐城
大丰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
不但在中后场囤积了大量的兵
力，同时还利用速度始终保持
着对陕西大秦之水队后防线的
压力。上半场，陕西大秦之水
队虽然在场面上整体占优，且
觅得了几次破门的机会，但盐

城大丰队进攻的威胁性一点也
不比陕足弱。

易边再战，陕西大秦之水
队显然不愿意将比赛拖进加
时赛，王尔卓、杨昊等人先后
披挂上阵，就进攻的威胁性来
看，陕足越来越接近破门。而
盐城大丰队则随着时间的推
移更坚定了稳固防守的战术
思路。当第四官员举起补时3
分钟的牌子时，所有人都以为
本场比赛将会进入加时赛，这

个时候杨贺站了出来，他从中
场带球突进至对方禁区前沿，
然后果断起脚远射，1:0，陕足
以绝杀的方式，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

赛后，主教练谢育新说：
“经历了前面两场比赛的失利，
大家压力都非常大，但这一场
全队展示出了永不放弃的精
神，我要感谢队员，感谢他们拼
到了最后一刻；我要感谢球迷，
感谢他们一直支持球队。”

补时绝杀 杨贺应记头功

大战当前 陕足得加把劲

香港知名演员蓝洁瑛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