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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方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启中日韩合作新篇章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
方作为今年中日韩合作主席国，愿
与日、韩一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
启三国合作新篇章，打开东亚合作
新局面。

据陆慷介绍，中日韩自贸区第
15轮谈判于4月9日至12日在东京举
行。“我们期待谈判顺利推进，取得
积极成果，为最终达成一个全面、高
水平、互惠的协定奠定良好基础。”

他说，去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以来，三国合作稳步推进，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中日韩都坚定
维护自由贸易，积极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本轮自贸区谈判显示了三
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的共同决心。此外，三
国信息通讯、环境、运输物流、文化、
体育、农业、央行、卫生、知识产权等
部长级会议先后召开，进一步规划
了具体领域合作。东亚文化之都、公
共外交论坛、名记者对话会等重要
活动提升了中日韩合作影响力，夯
实了民意基础。三国还积极探讨开
展“中日韩＋X”合作，从而更好地
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地区实现整体
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20周年，三
国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作
为主席国，我们愿与日、韩一道，成
功举办领导人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
和活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三
国合作新篇章，打开东亚合作新局
面。”陆慷说。 （新华社）

事件回顾：
在美展出兵马俑手指被盗

2017年9月，“兵马俑：秦始
皇帝的永恒守卫”展在美国费
城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正式开
幕。2018年2月，媒体惊曝展览
中一件兵马俑的手指被人掰下
盗走，该博物馆直到两周后才
发现这一情况。警方通过监控
录像找到嫌犯——24岁的美国
男子迈克尔·罗哈纳，并追回被
掰下的手指。

据美国媒体报道，罗哈纳
2017年12月21日去该博物馆参
加一个派对后，溜进展厅掰下兵
马俑的大拇指并带走。此事在中

国引起极大愤怒。输出展品的陕
西文物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此恶
性事件前所未有，中方将根据

“展览协议书”相关条款严肃追
究美方相关部门责任。

嫌犯辩称：
醉酒状态下“愚蠢的错误”

这一事件走上司法程序之
后，据美国《费城问询者报》报
道，罗哈纳在法庭上对罪行供认
不讳，但称自己的行为是醉酒状
态下“愚蠢的错误”。该博物馆相
关人员作证时说，如今，兵马俑
的拇指已回到中国，但尚未被重
新修复好。报道称，被罗哈纳折

断手指的兵马俑是中国数千个
兵马俑中少数被完全复原的兵
马俑之一，保价450万美元。中国
政府严格监管兵马俑研究和复
原工作，并禁止买卖。

对于该如何给罗哈纳定
罪，该案陪审团的12人花了11
小时展开争论，但无法对罗哈
纳“偷盗和隐藏文物部件”等罪
行达成一致。9日下午，法官解
散了陪审团。

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将追究美方相关部门责任

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
生10日表示，虽然感情上很难接

受这样的结果，但我们无法干预
美国的法律程序和判决。这个事
情非常复杂，目前我方能做的
是，根据“展览协议书”相关条款
追究美方相关部门，即费城富兰
克林科学博物馆的责任，具体怎
么赔、赔多少，要看协议和保险
条款的规定。

此前，陕西省文物交流中
心已向美方博物馆发函，“目前
已启动对责任人的索赔程序，索
赔主要针对三个方面，首先是修
复过程中的人工、材料等成本，
其次是文物损伤本身造成的文
物价值的损失，最后是事件造成
的名誉方面的损失。”

（央视新闻、国际在线）

美国男子掰断兵马俑手指无罪？
当地法院：审判无效 陪审团解散

“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11日遭英国警方
逮捕，结束他在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将近7年避难生活。

英国警方证实，逮捕阿桑奇的缘由包括美方发出引
渡请求。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11日发布声明，
指控“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
国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最高面临5年监禁。

厄方批准进馆
阿桑奇由多名便衣男子架着身体抬出使馆

英国警方说，厄瓜多尔政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
“邀请”英国警方进入使馆逮捕阿桑奇；逮捕阿桑奇，依据
的是英国法院2012年因阿桑奇逃避出庭签发的逮捕令。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在社交媒体“推特”写
道：“我确认，进入厄瓜多尔使馆将近7年后，朱利安·阿
桑奇现在由警方羁押，在英国面临司法审理……没有人
能处于法律之上。”贾维德同时就厄瓜多尔方面给予“合
作”和显现“专业性”致谢。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一张照片显示，阿桑奇戴着手
铐，由多名便衣男子架着身体抬出使馆，塞入一辆警车；
一批警察在周围警戒。

阿桑奇遭英国警方逮捕后，莫雷诺在“推特”说，阿
桑奇“一再违反国际惯例和日常生活规定”，厄瓜多尔方
面撤销给予他的庇护。

是否引渡未定
美方先前向英方发出引渡请求

莫雷诺说，应他的要求，英国政府已经“书面确认”，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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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指认阿桑奇强奸的女子经由律师伊丽莎白·梅
茜·弗里茨告诉多家媒体，将寻求瑞典检方重新启动对
阿桑奇的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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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说，“将尽一切努力”，争取检方能重启调
查，继而把阿桑奇引渡至瑞典接受审理。

英国警方11日证实，美方先前向英方发出引渡请求；
阿桑奇被带至警局后，英国警方“代表美国当局”“再次逮
捕”他。阿桑奇定于11日晚些时候在英国一家法院出庭。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就阿
桑奇被捕，俄方暂时不发表看法。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4月10日报道称，阿桑奇在厄瓜
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避难期间受到了“大规模”的监视，相
关记录可能被交给了美国政府。

据《今日俄罗斯》4月
11日消息，在厄瓜多尔政
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
后，该国外长宣布，厄瓜多
尔 已 剥 夺 了 阿 桑 奇 于
2017年底取得的厄瓜多
尔公民身份。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
外长表示，阿桑奇将继续
获得“澳大利亚政府一般
的领事支持”，澳大利亚领
事官员将寻求在他的拘留
地点探访阿桑奇。

阿桑奇和曼宁、斯诺
登等“告密者一道，不计后
果地搅动世界，引发了极
大的争议，也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

被控向“维基揭秘”泄
露大量机密文件的布拉德
利·曼宁2013年因间谍罪
被判35年监禁。被判刑后，
布拉德利·曼宁改名为切
尔西·曼宁，并宣布自己变
性为一名女性。据外媒此
前报道，曼宁在判刑后一
直被关押在阿肯色州的一

所男性军事监狱，曾两次
自杀未遂。所幸，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在卸任前夕，宣
布减免了对209人的刑罚，
同时赦免64人，其中包括
曼宁。

阿桑奇此前曾宣称，
假如曼宁重获自由，他就
自愿赴美。2017年5月曼
宁出狱后，阿桑奇却未践
行诺言。

阿桑奇被捕前，近7
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5层
的使馆建筑，居住在一间
不到20平米的改装后的办
公室里，里面最重要的设
施是一盏日光灯。使馆没
有花园，阿桑奇与外界的
联系只有通过电话和电
脑，每天从一家酒馆订餐。
去年3月，阿桑奇又被切
断了网络、电脑与手机设
备。阿桑奇曾表示，如果他
被英国警方逮捕，美国就
会立即公布对他的指控，
为他的引渡铺平道路。

相比之下，揭发“棱

镜门”的斯诺登这几年生
活相对充实。2013年，斯
诺登向《华盛顿邮报》和
《卫报》披露了关于美国
国家安全局及英国情报
部门网络监控计划的机
密资料，斯诺登因此遭到
美国和英国的通缉。在斯
诺登逃往俄罗斯的途中，
美国政府注销了他的护
照，后来斯诺登一直留在
俄罗斯至今。

斯诺登的律师称，演
讲费是斯诺登的主要收入
来源，斯诺登经常以视频
的形式在各大高校演讲，
有时露一次面可以拿到超
过1万美元。然而，如果回
国，斯诺登可能遭到和曼
宁同样的法条起诉。根据
《反间谍法》，斯诺登被美
国以3项罪名通缉，至少
可被判入狱30年。

阿桑奇、曼宁、斯诺登
各自付出的沉重代价，给
互联网时代的“告密者”们
敲响了警钟。

被捕
英国伦敦警方11日说，“维基揭

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于当
日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被捕。

细节
伦敦市警察局当天发布声明说，警

察局有义务代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
执行逮捕令，并在厄瓜多尔政府撤销对
阿桑奇的庇护后由大使邀请进入使馆。

“维基揭秘”
“维基揭秘”认定，阿桑奇被捕，缘

于一些“强大势力”的“复杂”操作，包括
美国中央情报局。阿桑奇及“维基揭秘”
的代理律师珍妮弗·鲁滨逊在“推特”发
帖，说阿桑奇被捕不仅因为他违反保释
规定，而且缘于“美方的引渡要求”。

阿桑奇
告密者

朱利安·阿桑奇出生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6
岁时成为一名黑客，并成
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破坏
者”的黑客组织。据称该
组织曾入侵美国国防部
等政府机构网站。

阿桑奇创建“维基
揭秘”网站，将大批
各国政府未公开的
信息曝光。

2006年

“维基揭秘”公开大量美国
政府涉及阿富汗和伊拉克
战争的秘密文件，文件由美
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提
供，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遇
前所未有的打击，引发轰动
和争议。

2010年

瑞典检方指控阿桑
奇当年在瑞典逗留
期间涉嫌性侵犯两
名女子，当时身处
英国的阿桑奇随后
遭英方逮捕。瑞典
一直寻求将阿桑奇
引渡至瑞典。2012
年5月，英国最高法
院裁定，可以引渡
阿桑奇至瑞典。

2010年11月

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
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
庇护。之后，他一直留在厄
瓜多尔使馆内。

2012年6月

瑞典检方宣布终止对阿桑
奇性侵指控的调查。不过伦
敦警方当时表示，由于阿桑
奇5年前躲进使馆寻求庇护
的行为违反了保释规定，如
果他离开使馆，英国警方依
然有权逮捕他。

2017年5月19日

英国警方宣布，在厄瓜多尔
政府撤回了对“维基揭秘”
创始人阿桑奇的庇护后，警
方将其逮捕。

随后，厄瓜多尔外长宣布，
厄瓜多尔已剥夺了阿桑奇
于2017年底取得的厄瓜多
尔公民身份。

2019年4月11日

被捕
近7年未踏出使馆一步
美国指控其涉嫌破解美涉密电脑密码

阿桑奇

新闻透视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
新闻、国际在线、新京报等）

阿桑奇事件最终
会以什么方式画
上句号，人们正拭
目以待。

“陪审团意见不一，法院宣布审判无效”，据美国媒
体9日报道，针对美国男子迈克尔·罗哈纳折断并偷走在
当地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秦始皇兵马俑手指一案，因陪审
团在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当地法院周二判
决审判无效，陪审团解散。当地检方表示，将在5月15日
前决定是否重启该案件。如检方的指控罪名成立，罗哈
纳面临最长达20年的刑期。

据报道，12名陪审员中有7人认为该男子无罪。检方
则要求陪审团考虑：如有人将位于费城美国独立大厅的

“独立钟”偷走一块，他们会怎么看——在中国人看来，
罗哈纳的罪行相当于此。

欧盟同意灵活延长
英国“脱欧”期限至10月底

经过数小时闭门讨论，欧洲理
事会主席图斯克11日午夜举行新闻
发布会说，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将
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

图斯克表示，“脱欧”期限延长至
10月底意味着英国有了额外6个月的
时间来寻找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

欧洲理事会在随后发表的声明
中说，英国在10月31日前，不能做出
破坏欧盟及其机构正常运作的行
为。如果英国到5月22日还没有批准

“脱欧”协议，则必须根据欧盟法律
参与欧洲议会选举。欧洲理事会将
持续处理英国“脱欧”事宜，并将在6
月的会议上审查进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随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坚持认为
英国应该立刻按照协议“脱欧”，并
对此前未能说服议会通过“脱欧”协
议而让英国顺利平稳“脱欧”，感到
十分遗憾。

欧盟27国领导人10日在布鲁塞
尔举行特别峰会，讨论英国“脱欧”
问题。特雷莎·梅在峰会前致信图斯
克，要求进一步延长《里斯本条约》
第50条的期限，将英国“脱欧”日期
推迟至6月30日。 （新华社）

苏丹军方推翻总统巴希尔

苏丹国防部长阿瓦德·伊本·奥
夫11日下午发表电视讲话，说军方
已经逮捕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并推
翻他领导的政府，全国实行宵禁。

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上，伊
本·奥夫身穿军装，坐在一把扶手椅
上。“作为国防部长，我宣布推翻（巴
希尔）政权并把总统关押在一处安
全地点。”他说，在苏丹全境停火、暂
停宪法效力的同时，“全国进入3个
月紧急状态，关闭边境和领空，直至
另行通知”。按照他的说法，一个军
事委员会将代为管理国家，两年后
举行总统选举。

伊本·奥夫“出场”以前，苏丹国
家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军方将
发布“重要声明”，呼吁民众“等待”。

11日晨，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苏丹政府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军
方已经迫使巴希尔下台，正在商讨
组建过渡政府事宜。

一些目击者告诉媒体记者，从
那一时段开始，军方加强首都喀土
穆一些主要场所和设施的安全保
卫，一些装甲车和坦克停在街道上
以及横跨尼罗河的桥梁附近。

官方媒体苏丹通讯社报道，国
家情报安全局宣布将释放全国所有
政治类在押人员。国家情报安全局
没有提及何时落实这一举措。

面临食品涨价和通货膨胀等难
题，苏丹多座城市自去年12月以来
爆发示威，矛头指向巴希尔。

然而，军方宣布接管后，一些非
政府团体11日反对“政变”，要求组
建一个由非军方人士领导的过渡政
府。“自由和变革联盟”声明：“我们
反对（国防部）政变声明中提到的内
容，呼吁民众继续在军队总部和附
近地点静坐示威。”

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3月以涉
嫌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名对巴希
尔发出通缉令，遭到一些非洲国家
谴责。 （新华社）

在美国展览中一件兵马俑的手指被人掰下盗走
图据国际在线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1日，英国伦敦，“维基揭秘”创
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圈内）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被
警方逮捕 图据东方IC

不计后果搅动世界

“告密者”们
付出惨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