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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剧情反转未来命运如何
美国前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名幕

僚11日遭起诉，涉嫌就“通俄”调查牵出的“案中
案”作虚假陈述并隐瞒事实。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指控前白宫首席法律顾
问格雷格·克雷格向司法部刻意隐瞒他为乌克兰政府
效力的“重要事实”。

克雷格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认定起诉“没有先
例、不正当”，自信法官和陪审团势必同意他的看
法。“我没有参与误导政府、隐瞒重要事实的犯罪图
谋。”

路透社报道，克雷格现年74岁，可能因虚假陈
述、违反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面临最长10年
监禁。这项游说法律1938年颁布，要求美国公民为外
国政府或政治实体作游说必须向司法部报备，故意瞒报
可判重罪。

作为首都华盛顿知名律师，克雷格曾是世达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之一。他和这家设在纽约
的律所 2012 年受雇于乌克兰政府，为后者指控时
任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政敌、前总
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撰写一份报告，帮助乌方向
欧洲人权法院证明在司法审理前羁押季莫申科合
法。

亚努科维奇是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
福特提供游说服务的“老客户”。调查人员“盯上”
克雷格，缘于针对马纳福特的调查。

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调查2017年5
月发起“通俄”调查，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在 2016
年总统选举期间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以及这名
共和党籍总统后续是否妨碍司法调查。

马纳福特3月由两家联邦法院累计判处超过7年
监禁，罪名包括为亚努科维奇及其领导的地区党游
说，获得巨额收入，却没有向美国政府报备“代理
人”身份。

世达律师事务所3个月前与司法部达成和解，承
认没有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作登记，向乌克兰
政府提供服务并收到460万美元“酬劳”。这场民事
和解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克雷格。

克雷格定于12日出庭，是第一个因“通俄”调
查吃官司的民主党人。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2日开始为期3
天的拉丁美洲四国行，先后访问智利、巴拉圭、
秘鲁和哥伦比亚，重点商议委内瑞拉局势。

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行程，蓬佩奥将访
问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那里是大量委
内瑞拉移民落脚处，也是外国援助物资试图
进入委内瑞拉的主要门户。

蓬佩奥将成为1965年以来访问巴拉圭
的首名美国国务卿。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
次象征性出访表明美国对“后院”的重视。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阿德里安娜·阿什特
拉美中心负责人罗伯塔·布拉加预期，蓬佩
奥将重申秘鲁在“利马集团”中的领导作用。

“利马集团”由13个拉美国家和加拿大

于2017年在秘鲁首都利马创建，以商讨化解
委内瑞拉危机。这一组织多数成员国主张委
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下台，承认委
反对派要员、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

“临时总统”，同时反对武力干涉委内瑞拉。
马杜罗去年5月赢得连任，今年1月开

始第二届任期。瓜伊多不予承认，1月23 日
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
和一些拉美国家承认。

按照布拉加的说法：“蓬佩奥这次行程
的优先事项中，最优先事项将是继续强化支
持瓜伊多的联盟。他还可能再次警告其他外
部势力不要干涉委内瑞拉危机。”

俄罗斯空军两架大型飞机 3 月 23 日抵

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据委内瑞拉独立
记者哈维尔·马约尔卡报道，飞机载有俄方
官兵大约100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要求俄方从委内瑞拉撤出“部队”，否则美方
不排除“任何选项”。

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方面相继驳斥俄方
军事人员在委内瑞拉投入军事行动的说法，
解释俄方人员赴委内瑞拉是为落实双方军
事和技术合作，将视委内瑞拉政府需求决定
在这一南美洲国家的停留时间。

联合国估计，大约四分之一的委内瑞拉
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本周早些时候估算，委内瑞拉经济今年可能萎
缩25%，超过去年10月所作预期。新华社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12日宣布发动春季攻势，呼
吁阿富汗政府军士兵和警察转投塔利班阵营。

过去几周，塔利班在阿富汗多个地区加
大攻势，重挫阿富汗政府军，造成数以千计政
府军和平民伤亡。因此，塔利班12日宣布发起
名为“胜利”的春季攻势，更多具有象征意义。

阿富汗塔利班发布一份声明，抨击阿富
汗政府，反对外国军队持续“占领”阿富汗。

据美国政府估算，阿富汗政府军现在控
制略超过半数的国土面积，而塔利班攻城略
地、控制范围有所增加。最近数月，首都喀布
尔等大城市的重大伤亡袭击数量虽有所下
降，但地方省份的严重武装冲突仍在持续。

据联合国数据，超过3800名阿富汗平民

2018年死于战火，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发

动阿富汗战争，推翻美方认定庇护“基地”组
织的塔利班政权。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迄今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超过2400名美军在阿
富汗丧生。

美国现阶段在阿富汗驻军大约 1.4 万
人。美国国防部官员去年 12 月告诉媒体记
者，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算从阿富汗撤军
7000人，被解读为对阿富汗战事失去耐心。

塔利班一直拒绝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
话，却与美国有过多轮对话，最近一轮于2月
25日至3月1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预
期塔利班与美国的下一轮对话很快会在多

哈重启，阿富汗多个派别将参加，阿富汗政
府仍会缺席。

塔利班指认阿富汗政府是美国扶植的
“傀儡”。美方多次尝试让阿富汗政府加入
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遭到塔利班拒绝。
不少政治观察人士批评，美国政府阿富汗
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没有
说服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是“失
败之举”。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2月
中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塔利班愿意在外国
军队撤离后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媒体解
读，这是这一反政府武装首次就阿富汗内部
对话表露积极意向。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苍白的肤色、花白的头发和
络腮胡子、后移的发际线……4 月 11 日，当
47岁的朱利安·阿桑奇被伦敦警方从厄瓜多
尔驻英国大使馆架着出来的时候，不少人惊
讶，这位“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体型大变，
老态尽显，同2012年寻求庇护时判若两人。

2010年因公布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而轰动世界，随后因
涉嫌强奸受到瑞典检方调查并在英国被捕，
2012年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
寻求庇护……无论是“互联网斗士”，还是

“最危险的泄密者”，阿桑奇从9年前惊爆世
界开始，就身处舆论两端，命运辗转。

失去庇护失去庇护
2012年6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

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两个月后，他在
使馆阳台上对着媒体和支持者公开露面。近
7年来，他从未离开厄瓜多尔驻英使馆，过着
与世隔绝般的生活。

4月11日，厄瓜多尔撤销了对阿桑奇的
政治庇护。随后，他被英国警方逮捕，迎接他
的是手铐和另一处无法自由出入的小房间。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当天发布视频，对
撤销庇护作出详细解释。他说，因阿桑奇一
再违反“外交庇护公约的明确条款”，厄瓜多
尔对阿桑奇的庇护“不可持续、不再可行”。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过去近7年，厄瓜
多尔曾一直抗拒来自美国等国的压力，拒绝
驱逐阿桑奇。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曾无条
件支持阿桑奇，并向他提供庇护。

2017年厄瓜多尔政府更迭，改变了阿桑
奇的命运。莫雷诺认为，“维基揭秘”公布的材
料导致厄瓜多尔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陷入

“尴尬境地”。阿桑奇还常就国际议题发表言
论，令厄瓜多尔政府不得不出面“灭火”。

2018年3月，厄瓜多尔开始限制阿桑奇
访问互联网，并坚持要求他遵守规定，包括
停止在网上发表言论。而到了今年，厄瓜多
尔似乎终于失去了耐心。

英国《卫报》评论说，显然，莫雷诺视阿
桑奇为前总统科雷亚时代的“遗留问题”，把
他当成“改善厄瓜多尔与美国关系的障碍”。

美国的美国的““危险敌人危险敌人””
阿桑奇曾辗转多地，命运多舛。但不管

如何变化，这个澳大利亚人的命运之轴一直
与美国息息相关。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
2010年，这家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其中
曝光的“虐囚”事件骇人听闻，让美国的外交
形象遭到巨大打击。

该网站还曝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及
各种黑客工具和秘密黑客基地等的机密文
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担任中央情报
局局长时就曾说，“维基揭秘”是“非国家的
敌对情报机构”。美国司法部还将逮捕阿桑
奇列为“头等大事”，认为阿桑奇所涉案件是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案之一。

在阿桑奇被捕后，他的律师对媒体说，
阿桑奇被捕同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

“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说，阿桑奇在被
英国警方带走时，还一度对公众喊出“英国
必须抵抗（美国）”的口号。

未来命运如何未来命运如何
接下来，阿桑奇的命运之轴将怎样转

动？没有了阿桑奇，“维基揭秘”又将走向何
方？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11
日发布声明，指控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
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如被判有罪，他将最
高面临5年监禁。

据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负责阿桑奇
案件的一名英国法官的话说，美国须在
今年 6 月 12 日前立案并正式提出引渡申
请。

不过，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
公开反对向美国引渡阿桑奇，称他是因为

“曝光了美国暴行的证据”而被追捕。
厄瓜多尔当局则表示，英国对厄方保

证，不会将阿桑奇引渡到一个他可能面临酷
刑或死刑的国家。

尽管阿桑奇及其支持者一直认为，“维
基揭秘”追求“激进的（信息）透明”合乎国际
法，但分析人士指出，“维基揭秘”多年来游
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是非对错，争议从未
消停。

阿桑奇未来命运如何，答案尚待揭晓。

英国伦敦警方英国伦敦警方1111日说日说，“，“维基揭秘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网站创始人朱利
安安··阿桑奇已于当日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被捕阿桑奇已于当日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被捕。。

新华社电 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
本·奥夫11日宣布推翻总统巴希尔政权。联合国及俄
罗斯、美国、土耳其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就此表示，希
望苏丹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与和平手段解决
问题。

伊本·奥夫 11 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总
统巴希尔政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巴希
尔已被逮捕，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还宣
布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在两年的过渡期内管理
国家。伊本·奥夫已于当天宣誓就任该委员会主
席。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11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苏丹局势表示，各方应保
持“冷静和最大限度的克制”，“苏丹人民的民主愿望
将通过恰当和包容的过渡进程来实现”。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1 日说，俄方
呼吁苏丹有关政治力量和武装机构尽快采取行动稳
定局势，防止局势继续升级，并呼吁苏丹有关各方
在广泛对话的基础上采取和平民主手段解决国内问
题。

美国国务院 11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密切关
注苏丹局势，呼吁苏丹过渡权力机构与各党派合
作，尽快将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美方还呼吁所有
武装派别保持克制，避免冲突，保护苏丹人民生命
安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日在记者会上说，希望
苏丹能渡过难关，实现民族和解与和平。土耳其外交
部当晚发表声明说，土方希望苏丹的政权交替和平进
行，满足苏丹人民的期望，符合宪政民主框架和民族
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