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坛效力时间最长的外教托米奇因病去世

培养无数中国门将的他
却没能挡住病魔的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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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托米奇最终无法完成自己回
中国道谢的承诺：4月22日晚，从塞尔维亚传
来噩耗，托米奇因病情恶化不幸去世。在弥
留之际，他还不忘委托自己的亲人，向帮助
过他的中国足坛人士表示感谢。

最早发布托米奇去世消息的是北京国
安俱乐部翻译蒋晓军，他在微博上写道：“今
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但10分钟前马尔科
的电话却让它变得不再平常。要求他重复说
了两遍，我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尔科哭
着告诉我的坏消息竟然是，大家熟悉、爱戴
的托米奇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老托啊，在病

魔向你射出这一脚爆射时，你太大意了，你
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拼力守住你身后的球
门。走好，老托，天堂里还会有足球。”

去年底最早披露托米奇病情的新浪体
育记者袁野表示：“太突然了，本以为托米
奇已经挺过那道坎了。想念这个爱足球、爱
中国的乐观老头。”国安俱乐部、人和俱乐
部也纷纷在官方微博上向托米奇致哀，国
安俱乐部写道：“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您为
球队作出的贡献，祝福在天堂的您依然能
享受足球的快乐，一路走好。”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无锡亚锦赛结束之后，国乒男队赴深
圳封闭集训，开始备战将于5月29日至6
月5 日在德国举行的2017 杜塞尔多夫世
乒赛，按照以往惯例，国乒队在训练馆里
悬挂了此番世乒赛主要对手的名单。

在亚锦赛中，国乒男队包揽金牌，但
是在单打比赛中，马龙负于韩国丁祥恩、
许昕输给日本丹羽孝希也为国乒敲响了
警钟。

近日，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通
过微博发布了全队新列的今年世乒赛主
要对手名单。第一集团的七人分别是：郑
荣植、庄智渊、奥恰洛夫、水谷隼、波尔、萨
姆索诺夫以及弗雷塔斯。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三类对手的末尾，日本 13 岁小将张
本智和的名字也在其中。

刘国梁在微博里写道：“亚锦赛总结
已完毕，世乒赛会诊已就绪。改革浪潮，风
雨同舟，团结一心，剑指杜塞。陪国乒、战
东京，第一大战役已经拉开序幕。”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樊麾分享阿法狗纪录片上映感受

今年5月的水乡乌镇，阿法狗将与包
括柯洁在内的多位顶尖中国棋手再次开
战。

“人机大战”的胜利让阿法狗开发者
之一的樊麾备受瞩目，近日，樊麾宣布阿
法狗电影纪录片要在美国纽约翠贝卡电
影节进行全球首映，并透露纪录片中会有
很多之前不为人知的故事。

4月22日晚，樊麾在微博上分享了影
片上映后的感受，他在微博中写道：“影片
结束的瞬间，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
呼声，我想这是对AlphaGo纪录片最大的
肯定吧！全片只有我说话的时候是配有字
幕的，这完全可以看出我的英语有多么诡
异了。感谢导演将AlphaGo的故事真实记
录了下来。Deepmind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AlphaGo团队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我是幸
运的。刚刚上了翠贝卡电影节的官网，惊
喜发现AlphaGo排映的场次由原先的3场
变成5场了！看来不管大家懂不懂围棋，
都可以通过这个 AlphaGo 纪录片产生一
些共鸣吧。”

又讯 4 月22 日，在2017 年斯诺克世
锦赛第二轮中国德比战中，丁俊晖与梁文
博在苦战到第25局后才决出胜负，最终，
丁俊晖以13比12战胜梁文博，晋级八强。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液晶电视经过十多年发展，到今
天越来越网络化、智能化，然而最重
要的画质近几年却似乎没有突破性
的新技术出现，市面上的色域技术大
多是有限的提升，实际观看效果并不
像宣传的那么好。就没有一种色域提
升技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历时两
年，创维终于打造出迄今为止最接近
OLED的液晶电视 ：AIR系列的Q7。
这款新品搭载最新的纯色技术，既提
升了色域，同时又能滤除杂光，保持
色彩画质的纯正，让画面更真实。

全面屏·高亮黑·全金属

创维Q7工业设计上一大特色是
颠覆传统视觉体验，采用了无框无缝
的全面屏设计，使得“屏占比”相比普

通电视扩大了许多，几乎感觉不到边
框的存在，让视野不受限。同时，Q7采
用全金属机身薄而坚韧，再加上背板
鲨鱼鳍设计、中框钻石切割工艺，总体
给人的感觉即精致细腻又沉稳大气。

高亮黑是使用在iPhone7上的工
艺，质感奢华、视觉效果一流，创维
Q7电视首次在其金属材质上使用了
这种工艺。金属部件结构制作完毕
后，在细腻的抛光砂中进行均匀的旋
转抛光，然后进行阳极氧化处理，在
铝合金表面形成一层氧化铝膜层，以
增加表面硬度及进行着色处理。最后
通过磁流变抛光（一般用于精密光学
镜头的抛光），能够达到极低的粗糙
度。这一整套高亮的效果对工艺要求
极高，任何一点瑕疵都会暴露无疑。

真实画质：纯色技术
创维Q7配置LGDisplay原装4色

4K屏体，支持HDR技术，而且是最高
等的DolbyVision。此外还具有4K
MEMC+的运动画面防抖技术，有效
解决4K运动画面不连贯的问题。

如前所述，创维Q7采用了最新的
画质技术：纯色技术。纯色技术在广色
域背光灯和液晶模组之间添加了一层
光纳米材料（直径在1nm左右的微型
粒子），专门吸收背光源发出的杂光，
从而提升红绿蓝三原色光的纯度，解
决液晶电视背光灯发出的红绿蓝三原
色光不纯的问题，进而能够更加准确
的表现画面色彩，呈现真实画面。

纯色技术的原理是什么呢？简言
之，就是过滤杂光，电视的背光源有
杂光，就像自来水有杂质。背光不纯
所以色彩就会不准。CIE(国际标准照
明委员会)规定了CIE-RGB基色系统
作为全球通行的标准，三原色色光的

精确波长值中红光(R)为700nm，绿光
(G)为546.1nm，蓝光(B)为435.8nm。最
贴近标准波长的光就是纯净的三原
色光，偏离标准的则是杂光。

当显示设备的三原色光一致性
好且分别向各自的标准波长值无限
集中时，混色所成的画面最接近理论
状态，也就是液晶电视画面的最佳表
现。纯色技术就是在广色域的基础
上，利用光纳米材料吸收杂光，得到
纯净的红绿蓝三原色光，因而能在实
现广色域的基础上提升色彩纯度，让
原色更纯，彩色更真。

极速体验：
酷开系统5.8、DDR4内存

创维Q7采用酷开系统，专为电
视研发，特点是速度快。酷开系统5.8
在5.5版本的基础上，优化了系统架
构，占用内存减少，配合全新的DDR4
内存，进一步提升整体运行速度，为
用户带来极致的操作体验。Q7的芯
片是行业顶配的30核，但这还不够，
决定电视运行速度的还有内存，Q7

用的是第四代内存DDR4，运行速度
是第三代内存DDR3的两倍。

酷开系统5.8在操控上十分便捷，
支持语音搜索以及键盘操控，配合酷
开精灵还可实现截屏分享功能。创维
Q7遥控器支持语音搜索，想看什么
电影只要直接说影片名字即可。键盘
操控更是迅捷，按windows键打开主
页，F5影视搜索，F6信号源，F7本地媒
体等，对于键盘党来说是一大福音。

国际音质：
JBL、智能三分频、超大腔体

创维电视中高端机型以配置JBL
音响著称，Q7自然也不例外。而且Q7
特别设计了超大的腔体，为普通超薄
电视的两倍，腔体大声音才立体，声音
更具立体感，听者身临其境。Q7的JBL

音响还采用了发烧级音响才会使用的
智能三分频技术，根据频段分别匹配
高、中、低音扬声器独立发声，高音细
腻丰富，中音清晰，低音震撼，各部分
绝不含混在一起，听起来更清晰立体。

赠送影视双VIP
创维Q7影视资源相当丰富，最惊

人的是赠送了双VIP会员，价值498元
的一年酷开影视VIP，以及价值198元
的一年爱奇艺黄金VIP。VIP五屏通用：
电视、手机、电脑、ipad、酷开VR端均可
使用。资源海量且内容新鲜，想看《射
雕英雄传》、爱奇艺自制剧？Q7的会员
让你可以抢先看4集。而且会员可享专
属网络，无需缓存高峰期也能流畅看。

创维Q7属于创维AIR系列，系列
特点是“超、清、薄”，超强配置、超清
画质、超薄外观，为用户提供迅捷的
响应、极致影音享受、时尚的家居风
格。这一台迄今为止最接近OLED的
液晶电视，目前已经上市，对于画质
有要求的高清影视达人可不要错过，
可以先到线下卖场体验。

纯色技术让画质更纯正，创维推出新品电视Q7

广告

国乒世乒赛主要对手名单出炉

杜什科·托米奇，这个名字可能很多球迷会感到陌生，但他却是在中国足
坛执教时间最长的外教。去年年底，托米奇因患急性白血病在塞尔维亚老家
住院治疗，由于在中国足坛效力15年，没有购买塞尔维亚医疗保险的托米奇
无力负担庞大的治疗费用，不得不写信通过中国记者进行求助。在消息扩散
后，中国足坛踊跃为托米奇捐款，让他迈过了这道坎。没想到4月22日深夜却
从塞尔维亚传来噩耗，托米奇因病去世，享年57岁。

去年12月底，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记
者袁野率先披露了一封来自塞尔维亚的
求助信。信是由曾在北京国安、深圳红钻、
贵州人和（现北京人和）、广州富力等多家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担任守门员教练的
托米奇所写。托米奇在球员时代曾是前南
斯拉夫国门，2002年随米卢来到中国，辅
佐后者执教中国男足国家队。在米卢离开
中国后，托米奇留了下来，在中国足坛执
教15年，培养出了杨智、杨君、张思鹏、程
月磊等优秀门将。

去年10月，托米奇返回塞尔维亚探望
母亲期间，突感身体不适，本来已经买好
回北京机票的他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急性
白血病，必须住院。为防止感染，他在塞尔

维亚当地医院的无菌室内接受治疗，此后
还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由于常年在中国
生活和执教，托米奇并未在塞尔维亚购买
医疗保险，所以这次的治疗费用不菲，而
并没有太多存款的托米奇面临极大的经
济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托米奇于去年年底向
中国足坛发出了一封公开求助信，他在信
中写道：“我在足球圈不属于高收入人群，
而且还要养活一家人，起初也不好意思向
大家开口，但我实在无法承担这笔治疗
费，只能向原来工作过的俱乐部求助了。”
托米奇希望通过中国足坛的帮助，能早日
战胜病魔，健康地回到中国继续工作，“那
里有我热爱的一切和球迷。”

意外降临 去年回国探亲，他被查出急性白血病

跨国爱心 中国足坛踊跃捐款，他承诺好好活下去

在袁野将这封求助信扩散开后，很快
在中国足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北京人和俱
乐部向托米奇捐款30万元，球队队员又自
发筹款27.8万元，帮助他治病。

北京国安是托米奇效力时间最长的俱
乐部，但在托米奇被国安解聘时双方曾一
度闹得很不愉快。托米奇曾炮轰国安俱乐
部在通知自己不再续约时，竟然让俱乐部
的大巴司机打来电话，而不是俱乐部主
席。国安俱乐部的高层当时回应说，2008
年托米奇向国安推荐了一名马其顿球员
斯托扬，后者在没有试训的情况下签约，
后来被认为有水货之嫌，令国安高层非常
生气。这件事情也成为当时国安解聘托米
奇的导火索。

不过，时过境迁，在托米奇面临人生难
题时，国安方面也积极向他伸出援手，俱乐
部工会倡议球队和工作人员为托米奇捐款，
帮助他战胜病魔，捐款活动也获得了球队和
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另外，河南建业门将
吴龑、大连一方门将陈俊林等人也分别以个
人身份向托米奇捐助了金额不等的善款。

据北京人和俱乐部透露，托米奇在塞
尔维亚的整个治疗费用需要至少200万人
民币，来自中国的捐款在很大程度上让他
能够继续得以治疗。托米奇在听到中国足
坛为他踊跃捐款的消息后，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流下了眼泪，他说：“你们在我最黑暗
的时候点亮了一盏灯，我一定要好好活下
去，回到北京亲自向你们道谢！”

不幸去世 弥留之际仍不忘感谢中国足坛

2013年4月14日，贵州贵阳，2013年中超第5轮，贵州人和VS江苏舜天。当时的人和守
门员教练杜什科·托米奇迎来在中国的第350战，他举着纪念球衣亮相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