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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愿配合调查但拒去美国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的律师 14 日说，
如果瑞典司法机构
重新启动强奸指控调查，阿桑奇愿意配
合，
同时将继续抗争美方的引渡努力。
阿桑奇的律师珍妮弗·鲁滨逊告诉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阿桑奇“当然乐意
回答”瑞典调查人员的问话，
“关键问题
现在是美国方面的引渡要求”
。
“朱利安从来不担心面对英国或瑞
典方面的司法审理，”她说，
“ 这件案子
一直是关于他担心被送往美国、遭到不
公正审理。
”
鲁滨逊说，阿桑奇将寻求瑞典方面
作出保证，不会把他引渡至美国。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
站。这家网站 2010 年曝光大量关联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政府秘
密文件。同一年，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和
性侵犯两名女性，受到瑞典检方调查。
他当时身处英国，遭英国警方逮捕后否
认所有罪名，拒绝前往瑞典接受调查，
理由是可能遭引渡至美国，甚至可能遭
死刑判决。

英国最高法院 2012 年裁定，可以引
渡阿桑奇至瑞典。阿桑奇同年 6 月在
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寻
求庇护。
厄瓜多尔政府本月 11 日撤销对阿
桑奇的庇护，英国警方同一天进入厄瓜
多尔使馆并逮捕他。
阿桑奇避难期间，瑞典检方先后撤
销对他涉嫌性侵和强奸的调查，缘由是
超过法律时效和他难以归案。阿桑奇
被捕后，一名指认他强奸的女性打算请
求瑞典检方重启调查。
阿桑奇被捕同一天，美国检方发表
声明，指控阿桑奇与美国陆军前情报分
析员切尔西·曼宁 2010 年“合谋”破解一
台美国国防部涉密电脑所储存的密码，
后
者继而窃取保密资料并传给
“维基揭秘”
。
厄瓜多尔总统莱宁·莫雷诺先前
说，英国政府已经“书面确认”，不会把
阿桑奇引渡至“他可能受到折磨或面临
死刑的任何国家”。
以最大在野党工党籍议员为主的
英国议会 70 多名议员 12 日发表公开

信，呼吁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优先
考虑把阿桑奇引渡至瑞典、而非美国。
美国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
14 日说，她认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事
先不清楚“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会被英国警方逮捕并受到美
国检察机关指控。
当天做客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
对 话》电 视 节 目 时 ，康 韦 说 ，
“据她所
知”
，特朗普事先不知情。
厄瓜多尔 11 日终止对阿桑奇的外
交庇护，取消后者国籍。当天晚些时
候，阿桑奇由英国警察强行带离厄瓜多
尔驻英大使馆。英国警方证实，逮捕缘
由包括美方发出引渡请求。美国弗吉
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院同一天指控阿
桑奇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电脑的密
码，
如果定罪，
最重刑罚是监禁 5 年。
康韦披露，她先前与特朗普多次讨
论阿桑奇议题，特朗普反对发布机密信
息。
“在我们看来，任何人发布机密信息
前应三思，
因为那样会危及平民。
”
新华社特稿

社会民主党
在芬兰议会选举中获胜
4 月 14 日 ，在 芬
兰 赫 尔 辛 基 ，社 会 民
主 党 主 席 安 蒂·林 内
（左二）出席活动。
芬兰司法部 15 日
宣布，14 日举行的议
会选举计票结果显
示 ，反 对 党 社 会 民 主
党（社民党）得票率最
高 ，成 为 议 会 第 一 大
党 。 根 据 惯 例 ，社 民
党赢得大选后，56 岁
的 党 主 席 安 蒂·林 内
将出任总理一职并负
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一个高级代表团原定本周赴
巴林参加国际会议，
14 日放弃出访计划，
据会议组织方说是
“出于安全考虑”
。
观察人士注意到，以色列与海湾逊
尼派君主国近来外交互动频繁，似乎意
图联手对付什叶派国家伊朗。然而，巴
林等国不少人提出质疑，反对与以色列
结盟，甚至爆发示威。
【放弃赴会】
位于美国的“全
球企业家网络”牵头
组织一场国际会议，
本月 15 日至 18 日在巴林举行。以色列
方面打算派遣大约 30 名政府官员和企
业高级主管赴会。
最近几天，巴林不少人反对以色列
代表团到访，爆发多轮小规模示威。巴
林议会上周发表声明，不欢迎“以色列
（代表团）出现在巴林领土上”
。
阿拉伯国家中，现在只有埃及、约
旦两国与以色列有正式外交关系，而巴
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海湾国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

全球企业家网络会长乔纳森·奥特
曼斯 1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尽管我们
告诉以色列代表团，欢迎他们参加这次
会议，但他们决定放弃参加。他们出于
安全考虑，不希望对其他 180 个参会的
国家和地区构成干扰。
”
以色列多名官员当天证实，出访巴
林的行程已经取消。

派主导的海湾各国对抗什叶派国家伊朗。
2018 年 10 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对阿曼作 22 年来首次正式
访问；同月，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长米
丽·雷格夫到访阿联酋最大的阿布扎比
大清真寺，由中东国家媒体描述为“史
无前例”
。
谈及本次放弃出访巴林计划，以色
列经济和工业部长
埃利·科亨的发言人
14 日告诉媒体，科亨
出于“政治原因”做
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巴林方 出决定。
面拒绝给予以色列代表团 3 名成员入
按照以色列代理外交部长以色列·
境签证，
其余成员“决定不去巴林”
。
卡茨的说法，科亨放弃出访巴林并非出
面对媒体记者询问，巴林政府含糊 于安全因素，而是因为“正忙着处置以
其辞地解释，最初是全球企业家网络、 色列国内政治事务”
。
而非巴林政府向以色列代表团发送邀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上
请函，巴林方面只负责“向与会代表提 周赢得议会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供安全友好的氛围”
。
选举结果预期 17 日正式递交总统，总统
【时机微妙】
随后将依据与议会各党派协商的结果，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以色列近年 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的领导人组建新一
与海湾多国增加互动，
显然有意联手逊尼 届政府。
新华社特稿

不受欢迎？以色列放弃出访巴林

奔驰母公司再因
“排放门”遭调查
新华社柏林 4 月 14 日电（毛竞）据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4 日报道，德国豪
华车品牌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因涉
嫌用软件造假方式让旗下数万辆汽车
通过尾气检测，再次受到德国汽车行业
监管机构联邦汽车交通局调查。
报道称，此次问题汽车为产自 2012
年至 2015 年的柴油版奔驰 GLK220CDI
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德国联邦汽车交

通局在 2018 年发现这款汽车的柴油发
动机涉嫌软件造假，
随即展开调查。
戴姆勒集团一位发言人当天证实，
德国联邦汽车交通局已经于数月前就
此与戴姆勒展开对话，并举行了听证
会。
德国汽车业“排放门”丑闻于 2015
年爆发。从大众汽车集团开始，宝马、
戴姆勒陆续被查实通过软件调整柴油

发动机工作状态，从而使氮氧化物排放
在尾气检测状态下达标，以掩盖发动机
在正常行驶状态下排放大幅超标的真
相。
此外，欧盟委员会本月初宣布，经
调查证实戴姆勒、大众和宝马在 2006 年
至 2014 年期间，存在非法垄断柴油发动
机清洁排放技术的行为，违反了欧盟反
垄断法规。

“看到 47 岁的儿子比 74 岁的我还要苍老，我感到很
震惊。”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英国被抓后的
第三天，其生父约翰·希普顿 14 日接受澳大利亚墨尔本
《先驱太阳报》采访，呼吁政府介入，将阿桑奇引渡回
国。希普顿表示，这件事可以有令所有人满意的解决方
案。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避难的 7 年间，希普顿每
年圣诞节都去看望阿桑奇。但据英国媒体爆料，这几年
阿桑奇在使馆中并没有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其种种出格
行径是厄瓜多尔最终放弃他的原因之一。

最糟糕的房客？
现年 47 岁的阿桑奇于 2006 年创建“维基解密”网
站。2010 年，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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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名声大噪，美国则
对他恨之入骨。同年 11 月，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典
检方调查，随后，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红色通缉令。
2012 年 6 月，阿桑奇获得厄瓜多尔的政治庇护，此后便
一直藏身于厄驻英大使馆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
道，作为一名“房客”，阿桑奇在使馆居住期间做出了很
多怪异举动，长久以来对自由的渴望已经让阿桑奇的精
神濒临崩溃，
给“房东”
制造了一系列麻烦。

阿桑奇七年“糟糕生活”
厄瓜多尔内政部长在阿桑奇被捕后发表声明，历数
阿桑奇在避难期间的种种“劣迹”，说他缺乏“最基本的
礼数”。美国沃克斯新闻网（VOX）称，阿桑奇曾有很多
“扰民”之举，比如大半夜玩滑板，音乐开得震天响，穿着
内衣在使馆内四处流窜，甚至对劝阻他的使馆工作人员
骂骂咧咧，在几次对峙中，阿桑奇曾与安保人员发生肢
体冲突，有一次甚至在使馆墙壁上涂了粪便。不过，最
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阿桑奇的卫生习惯，据称他很少洗澡
或换洗衣服，并且用手吃饭，其房间内的恶臭在使馆内
弥漫，对自己养的猫也疏于打理。随着双方关系日益紧
张，使馆方面曾为他立规矩，并实施系列“制裁”——比
如掐断他的网络。
英国《太阳报》称，供养这样一位特殊的客人花费不
菲，厄瓜多尔 7 年间在他身上投入了 650 万英镑（约合人
民币 5700 万元），其中安保措施占据了大部分开销，一小
部分用于他的食品、医药以及法律咨询等服务。英国当
局也丝毫不敢懈怠，这些年在警力部署和秘密监控等活
动上花了 300 多万英镑。

阿桑奇的猫是间谍？
其实在“入住”早期，阿桑奇和使馆人员的关系相处
得还算融洽。他在 2013 年的一段采访中表示，当时他们
共进午餐，为同事庆生，还一同防范英国当局部署的严
密监视。闲暇之余，他能看看电视剧或电影；为排遣寂
寞，使馆方面还允许他养了一只猫。阿桑奇“隐居”期间
住在大使馆内一间办公室改成的小卧室里。平日，他可
以使用设施简单的小厨房，可以打电话和上网，和使馆
其他工作人员共用卫生间。但他父亲希普顿表示，阿桑
奇受到严密监控，
连上厕所的自由也没有。
自阿桑奇被捕以来，他的猫也备受外界关注。据
“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马尚暗示这
只猫在使馆期间一直从事间谍活动，
“（阿桑奇的）猫可
以在每个房间里行走，我们怀疑它可能携带了一个装置
来监视我们。”这番话很快引起了外界的群嘲，维基解密
主编克里斯汀·哈弗森称，厄瓜多尔高级官员正在编造
有关阿桑奇在大使馆的各种奇葩行为，以及编排他的猫
是间谍。他同时指出，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及其团队疯
狂传播有关阿桑奇精神错乱的消息，只是为了掩盖“这
场可耻的驱逐行动”。
“维基解密”13 日在推特上确认，阿
桑奇的猫已于去年 10 月从使馆中被安全救出。

命运未卜
英国《每日邮报》称，阿桑奇的被捕可直接归因于一
项由美国、国际金融机构和莫雷诺政府三方达成的“交
易”。厄瓜多尔经济连年低迷，新政府亟待一场大规模
的“救市”举措，在美国方面的斡旋之下，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为厄瓜多尔提供总计 100 多亿美元
的贷款。而厄方撤回对阿桑奇的庇护，是这笔交易的主
要条件之一。据称，美国副总统彭斯 2018 年出访厄瓜多
尔时曾在双方的“贸易谈判”中提到“逮捕阿桑奇”的细
节问题。
没有了厄瓜多尔方面的庇护，阿桑奇重新走到命运
的分叉口。据了解，阿桑奇不但患有肺病，肩部也有旧
伤，需要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但使馆内根本不具备这样
的医疗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目前美国已提出了临
时引渡请求，阿桑奇将在 5 月出庭，面临美国对他窃取国
家机密的相关控诉。同时，瑞典也正在考虑是否重启对
阿桑奇强奸和性侵的调查，而英国内政大臣将决定阿桑
奇被引渡到哪个国家。有分析认为，如阿桑奇最终被引
渡到美国且罪名成立，
最高可被判处 5 年刑期。
据《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