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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女篮赛场中国输日本

日本队的
“中国脸”
唱主角
前晚的东亚运女篮赛场，中国女篮一分憾负日本女篮。而连续 3 场女篮循环赛，日本队阵
中身高达到 1.89 米的王新朝喜异常抢眼。实际上，原名王岑静的这名 25 岁球员出生于中国，
10 年前赴日本留学，并于今年 8 月加入日本籍，今年初还因违规参赛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而此前日本已经归化了 5 名中国篮球运动员，
其中主要为身材高大的中锋。

A

在日本队中受重用

循环赛前两场，日本女篮分别大胜关岛和中国香港队，身着 15 号球
衣的王新朝喜表现突出，分别砍下 10 分 11 个篮板和 18 分 9 个篮板，均列
全队之首。前晚和中国女篮的比赛，
王新朝喜再次收获 12 分，
帮助日本女
篮在最后一节完成大逆转，最终以 65 比 64 赢得比赛。东亚运女篮比赛为
循环赛制，
目前日本队三战三胜。
日本女篮主帅在评价王新朝喜时说：
“日本女球员都不太高，而她在
这方面很有优势，力量和技术也都不错，我们有她之后，攻防两端都变得
更加强大了。
”
王新朝喜原名王岑静，1987 年 12 月在天津出生。王岑静初中就读于
天津市八十九中学，当时身高已异于常人，虽未接受专业篮球训练，但被
日本方面看中。2003 年，王岑静移居日本，改名王新朝喜，就读于日本岐
阜女子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篮球训练。随后她进入日本白鸥大学，2010
年加入三菱电机女篮，征战日本联赛。

B

今年 8 月份才被归化

根据官方消息，王岑静今年 8 月才刚刚加入日本籍，但本届东亚运动
会并非王岑静首次代表日本亮相。今年 6 月，日本女篮参加了在立陶宛举
行的四国赛，当时身着 15 号战袍的王岑静就有出场记录，并在与中国的比
赛中登场，那场比赛中国女篮最终以 62 比 83 惨败给了日本。
不过，四国赛后日本女篮和王岑静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原因是王
岑静当时尚未正式加入日本籍，此外，当时日本女篮阵中已经有一名身
着 5 号球衣的归化球员（菲律宾裔），日本女篮派王岑静出场的行为涉
嫌违规。
近年来，多名中国女将入籍日本。对此，在篮管中心主管青少年培养
的宫鲁鸣表示，像李莎莎（日本名：川村李沙）和李明阳（日本名：杉山美由
希）加入日本籍前，她们都曾在中国专业队训练，甚至还入选过中国国字
号球队，篮协可以向国际篮联提出异议，因此她们至今未能代表日本出
战。而王岑静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小便移居海外，未在篮协注册，可以说
是以自由身加入日本籍，篮协对此也无能为力。

C

篮协无力监管人才流失

被日本女篮归化的这几名球员，大部分是内线队员。身高 1.96 米的
李明阳、1.90 米的天津希和 1.89 米的王新朝喜，全都是具备一定身高条件
的球员，因为这正是日本女篮最稀缺的类型。宫鲁鸣说：
“这些球员有的
并没有打出很高的水平，但她们能够被外国归化，肯定是有被对方看中的
地方。
”
相比国内的篮球环境，日本对于很多女篮队员来说更有吸引力。首
先国内女篮的收入水平不高，相比男篮有很大的差距。其次，在发展机会
上也比在国内好，像王新朝喜和天津希这样的选手在国内几乎可以肯定
无法进入国家队，甚至都不一定能够成为专业球员，但是在日本女篮就可
以成为国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优越条件，所以很多人才更倾向于去日
本发展。
被日本归化的女篮球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李莎莎和李明阳这样，
曾经在专业队训练，甚至入选过国字号球队的，篮协有她们的资料可以监
管，
因此她们至今都无法代表日本女篮参赛。而另一类就是像王新朝喜和
天津希这样的，
她们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
从中学后便移居海外，
从未在篮
协注册，可以说是自由身，加入日本国籍后，只要日本队征召，她们随时可
以代表日本队参加国际比赛。
“现在这种情况很多，男子有去西班牙的，女子有去日本的。他们中
有的是从小去外国读书，然后入籍。有的是父母在海外做生意，随父母一
起移居海外，情况比较复杂。”宫鲁鸣坦言，像这种从小就移居海外并入籍
的情况，篮协根本无力监管。他说：
“如果他们经过专业队训练，在各省市
体育局有过注册，那么我们比较好管理，但是这些从中小学就流失的人
才，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们没有他们的信息。
”

已有 5 名篮球队员
被日本归化
川村李沙：
原名李莎莎，1982 年出生
于辽宁，身高 1.85 米。曾在 WCBA
云南队等球队效力，2009 年获得
日本国籍并于 2010 年入选捷克
世锦赛日本代表团。但由于她此
前曾经入选中国国家女篮二队，
最终无缘世锦赛。

王新朝喜

天津希：
原名赵希，1984 年出生于天
津，身高 1.90 米。中学后移居日
本，
2010 年获得日本国籍，
之后曾
在 2012 年 3 月以替补身份进入日
本女篮 20 人集训大名单，备战伦
敦奥运会落选赛，
最终未能获得参
赛资格。

河北跳水中心
否认克扣王克楠慰问金

杉山美由希：
原名李明阳，1994 年出生于
吉林，身高 1.96 米。曾效力于北
京青年女篮，入选 U17 中国青年
女篮。2012 年加入日本国籍。

王新朝喜：
原名王岑静，1987 年出生于
天津，身高 1.89 米。中学后移居
日本，2013 年 8 月获得日本国籍，
10 月代表日本女篮参加东亚运
动会，成为首位代表日本女篮参
加正式国际比赛的华人球员。

张本天杰：
原名张天杰，1991 年出生于
辽宁，身高 1.97 米。小学六年级
随父母移居日本并入籍，2008 年
入选日本青年男篮，并出战亚青
赛，成为首位被日本归化的华人
球员。

最新消息：

中国队夺冠
靠的是得失分率
原以为输掉与日本队的比赛，
中国女篮已无缘本届东亚女篮比
赛的冠军，
但由于最终日本、
中国、
中华台北三支队伍胜率相等，
最终
中国靠得失分率意外获胜。
昨日消息，东亚运动会女篮
比赛，中国女篮 86 比 31 战胜中
国香港队。拿下本场胜利后，中
国队、中华台北队和日本队同为
3 胜 1 负(中国队输给日本队但是
赢了中华台北队，中华台北队又
赢了日本)，在计算三队得失分率
后中国队处于领先，因此中国女
篮最终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日
本队获亚军，
中华台北队获季军。
新民晚报 北京青年报

王克楠

前 天 ，香 港
媒 体 爆 出 ，在 东
亚运动会前因车
祸丧生的跳水裁
判王克楠一事再
出纠纷。报道中
爆出河北省游泳
跳水中心欲克扣
东亚运动会方面
给王克楠的百万
慰 问 金 ，只 给 王
克 楠 家 属 2/5 作
为补偿。对于这
种 说 法 ，河 北 省
游泳跳水中心主
任白云峰对记者
表示：
“ 克扣情况
并 不 存 在 ，只 是
目前还没有做出

最终的补偿决定。
”
在王克楠出事之后，他的家属与东亚运动会组委会方面进
行了沟通，虽然王克楠事发在半夜，而且是在东亚运动会开始
之前，但最终组委会还是决定给予王克楠家属 100 万元的慰问
金。对于这笔慰问金，港媒爆出：
“河北跳水队并没有打算将这
笔款项直接给受害者家属。他们先企图以组委会和河北跳水
队的名义一起给王克楠的家属一部分赔偿。在知道具体情况
后，河北跳水队的相关领导一开始只打算给这笔款项的 2/5 作
为补偿，但是遭到了王克楠家属的拒绝；在双方多次交涉中，最
终答应再增加一部分赔偿，但是河北跳水队本身将不再对此做
任何的赔付。
”
对于这种说法，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中心主任白云峰说：
“我还没注意到香港媒体的报道，关于河北队这边躲避补偿、克
扣慰问金的说法，是完全不存在的。只不过目前警方还没有公
布对事故的最终认定，所以我们还没有做出对王克楠的补偿决
定。王克楠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和教练员，为我们省里做出了那
么多的贡献，我们不会在他走了之后，完全没有表示的，只不过
现在还在研究最终的补偿方案。
”
目前王克楠一案的另一主要争议是肇事司机。撞人逃逸
后，肇事司机第二天投案自首，当时检测他酒精含量并不超
标。重要的是，王克楠家属一直都没能见到肇事司机，他们只
从警方那里获得了一些简单的信息：该肇事司机是天津当地
人、离婚两次、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存款，甚至肇事的越野
车也是租借而来，无力赔付。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王克楠
家属满意，而这个司机是否就是肇事司机也让王克楠的家属感
到怀疑。不过，
目前天津警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北京青年报

会计培训★专本学历
中学辅导★电脑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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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国示范
金晚学校

★会计证
★电算证
★初、中级职称
★会计、纳税实
训
★小学、初中、
高中辅导
★自考、成考、
电大、网络教育
★电脑入门、办
公、考级、设计
★英语基础、新
概念、口语、考
级，日语
▲南门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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