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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瑞典

英国议员发引渡阿桑奇公开信
十连休在即
多数日本人
“无感”
超过 70 名英国议员 12
日深夜向内政大臣赛义德·
贾维德发出公开信，呼吁他
优先考虑将“维基揭秘”创
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引渡至
瑞典，而非美国。
截至 13 日，瑞典方面没
有向英方提出引渡阿桑奇
的请求。阿桑奇 11 日遭英
国警方逮捕，美方提前向英
方提出引渡请求。

4 月 11 日，在英国伦敦，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坐在警车上。

该选哪国？
在公开信中签名的议员大多数是英
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籍议员，另外有数名
执政党保守党籍议员。
他们在公开信中呼吁，如果瑞典方
面重新启动对阿桑奇的调查，贾维德应
向瑞典方面“给予一切帮助”；英方应该
“发出强烈信号”，即打击性犯罪是英国
政府的首要目标。
根据英国法律，如果两个国家同时
向英方申请引渡同一人，将由内政大臣

作出最终决定。
阿桑奇现年 47 岁，是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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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受到瑞典检察机构调查。
阿桑奇当时身处英国，遭英国警方
逮捕后否认所有罪名，认定对他的指认
包含“政治动机”。他拒绝前往瑞典接受

调查，理由是可能遭引渡至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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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2017 年
获得厄瓜多尔国籍。
厄瓜多尔政府 11 日撤销对阿桑奇
的庇护，英国警方当天以阿桑奇违反保
释规定为由，对他予以逮捕。只是，英国
警方同时证实，逮捕阿桑奇的缘由包括
美方发出引渡请求。

该定何罪？
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戴安娜·阿博
特 13 日告诉媒体记者，阿桑奇违反保释
规定以及瑞典检方可能重新对他发起调
查，
这两件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但是，美国提出引渡请求，缘由是
与他泄露美国军方行动相关的罪行，”
阿博特说，
“ 这种引渡不正确，所以我们
反对。”
美国 弗 吉 尼 亚 州 东 区 联 邦 检 察 官

办公室 11 日晚些时候发布声明，指认阿
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电脑
的密码，如果定罪将面临最重 5 年监禁
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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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指认
阿桑奇强奸的两名女子之一经由律师伊
丽莎白·梅茜·弗里茨说，她已经向瑞典

检方申请重新启动对阿桑奇的调查。
这一申请的时限为 2020 年 8 月底。
依据瑞典法律，如果阿桑奇在这一日期
以前归案，
调查可以重启。
美联社报道，引渡过程通常比较漫
长，阿桑奇可以多次提起上诉；他最终引
渡至美国或者瑞典预期将耗时 1 年甚至
更长时间。
新华社

西班牙逮捕委内瑞拉前情报主管
西班牙警方 12 日依据美国方面先
前签发的缉毒逮捕令，在首都马德里逮
捕委内瑞拉军方情报机构前主管乌戈·
卡瓦哈尔。

“信息宝藏”
美国司法部当天证实西班牙警方逮
捕卡瓦哈尔的消息，说已经与西班牙方
面交涉，寻求把卡瓦哈尔引渡至美国。
卡瓦哈尔定于 13 日在马德里一家
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说，卡瓦哈尔受
到合谋向美国走私毒品等罪名指控；如
果罪名成立，他所面临的最重刑事处罚
是终身监禁。
路透社报道，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政府官员说，
卡瓦哈尔是
“信息宝藏”
。
卡瓦哈尔颇受委内瑞拉前总统乌
戈·查韦斯信任，2004 年至 2009 年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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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情报机构主管。他 2017 年与马杜罗
政府决裂，反对后者设立制宪大会。反
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瓜伊
多今年 1 月自任
“临时总统”
，卡瓦哈尔次
月予以支持。
瓜伊多获得美国政府支持和承认。
一些分析人士告诉美联社，卡瓦哈尔遭
逮捕，可能在委内瑞拉反对派中引发寒
蝉效应。

二度落网
这是卡瓦哈尔第二次遭逮捕。美联
社报道，西班牙警方所持逮捕令与荷兰
属地阿鲁巴岛先前逮捕他时依据的逮捕
令相同。
2013 年 5 月，纽约州联邦检察机构
指控卡瓦哈尔 2004 年至 2008 年帮助哥
伦比亚贩毒组织走私大约 5600 千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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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因。卡瓦哈尔 2014 年在阿鲁巴岛遭
逮捕。他当时已获得任命，出任委内瑞
拉驻阿鲁巴岛领事，在等待荷兰方面认
可。荷兰方面随后认可卡瓦哈尔有外
交豁免权，他获释后回国，受到马杜罗
欢迎。
美国政府 2008 年把卡瓦哈尔列为
制裁对象，指认他协助哥伦比亚反政府
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贩毒，包
括保护运毒船只不受委内瑞拉缉毒部门
缉查、向这一组织提供武器和可以出入
委内瑞拉的身份文件。
卡瓦哈尔今年 2 月接受美国《纽约时
报》采访时说，他是情报主管，一些时候
调查贩毒案件，美方因而怀疑他贩毒；作
为政府谈判人员，他 2001 年接触“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寻求对方释放
一名遭绑架的委内瑞拉商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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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4 月底至 5 月初将迎来连续
10 天假期，但调查显示，多数日本民
众对这次超长假期不兴奋。
时事通讯社 13 日发布调查结果，
显示 41%的调查对象对十连休“不兴
奋”
；
21%的人
“不关心”
。
依据 3 月调查 2000 名 18 岁以上
群体成员所获数据为依据，不兴奋的
理由中，
“没有工作，所以不关心”
占比
最高，达 28%；其他理由包括放假期
间家务等方面的负担加重。
在 30 岁及以上年龄段和 40 岁及
以上年龄段的群体中，对十连休不兴
奋的人数占比最高，分别为 46.9%和
45.9%。虽然回答能 10 天全休的人占
比最大，达 32%，但 15%的人“完全不
能 休 ”；将 近 23% 的 人 只 能 休 1 至 3
天。男性调查对象中，将近 10%的人
回答“完全不能休”；这一比例在女性
中更高，
达 21%。
据新华社

常吃巧克力或有助
减缓中年人听力损失
先前有研究显示，
适度吃巧克力有
益健康。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中年
人常吃巧克力还有助减缓听力损失。
首尔大学医院一个研究小组从
2012-2013 年“韩国国家健康与营养
调查”中提取 3575 名 40 岁至 64 岁研
究对象的信息进行分析。这些男女全
部接受过体检、医疗面谈、听力评估、
耳鸣调查和营养状况检查。研究人员
发现，不吃巧克力的研究对象出现听
力损失问题的比例约为 36%，而常吃
巧克力的研究对象出现听力损失的比
例约为 26.8%。
研 究 报 告 由《营 养 素》杂 志 刊
载。英国《每日邮报》14 日援引报告
内容报道，研究人员认为，可可中含
有的抗氧化剂多酚或对保护听力起
到了作用。
据新华社

美航空公司
缩小客舱座椅后仰角度
飞机客舱座椅间的狭小空间令人
感到局促，前排乘客调低座椅靠背、让
椅背后仰更会让后排乘客的飞行体验
大打折扣。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因此改
装客机座椅设置，减少每排座椅椅背
的后仰角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达 美 航 空 自 13 日 起 改 装 62 架 空 客
A320 客机座椅，
计划减少座椅靠背后
仰角度。改装之后，
座椅靠背顶部后仰
与垂直位置距离从 10 厘米缩短为 5 厘
米、
头等舱从14厘米缩短为9厘米。
达美航空公司发言人萨瓦纳·赫
德尔斯顿说，希望缩小椅背后仰空间
能改善旅客乘机体验，同时让他们在
机上做其他事情更容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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