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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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惊爆世界的一开始，
就身处舆论两端，命运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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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撤销庇护做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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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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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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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ALMA为何是“功臣相机”
世界多国科研人员参与的

“事件视界望远镜” 项目10日发
布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在该项目
用于联合观测黑洞的8台射电望
远镜中，ALMA发挥的作用至
关重要。

ALMA项目天文学家维奥
莉特·因佩利泽里直言， 这台望
远镜是“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的核心。

中科院南美天文中心主任
王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拍摄
黑洞照片，少了ALMA就不行。

专家解释说，因为这台望远
镜不是简单一台射电望远镜，而
是由66台口径7至12米的抛物面
天线共同组成一个望远镜阵列，
直径可达16公里，代表了当今国

际射电天文最先进的观测能力，
在观测效率上比此前各国拥有
的同类设备提高一个量级，分辨
率能超出哈勃望远镜10倍。

参与“事件视界望远镜”项
目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
路如森说，随着这样高灵敏度的
亚毫米波望远镜于2013年投入
使用， 黑洞成像观测才成为可
能。

“黑洞成像需要观测毫米波
和亚毫米波，这是它最擅长的。 ”
王仲说。

智利为何是“观星胜地”
智利有“星空之国”的美誉。

阿塔卡马沙漠拥有全世界绝佳的
天文观测条件， 全年晴夜数可达
320天左右， 气流稳定、 空气干
燥、 无光污染， 加之智利政府长

期、稳定的支持政策，不少国家都
将大型望远镜建在智利， 十几个
大型项目甚至同时在这里兴建。

除了ALMA， 欧洲南方天
文台筹建的下一代极大望远镜
也正在智利修建。这台望远镜由
798个六角形小镜片拼接成直
径39.3米的主镜， 集光面积达
978平方米，预计2024年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
镜。

欧洲南方天文台智利代表
克劳迪奥·梅洛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极大望远镜项目预计投资
11亿欧元。智利政府和社会各界
几十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发展天
文事业，并将‘零光污染’夜空作
为国有资源来保护，这也是我们
将大项目放在智利的重要因
素。 ”

“北半球最好的台址位于夏
威夷，南半球位于阿塔卡马沙漠。
银河系中心在南天区， 距银河系
最近的恒星星系大小麦哲伦星云
也在南天区。最近十几年，在美国
夏威夷建设大型望远镜的空间严
重受限， 全球大多数大型望远镜
都建在智利。 ”王仲说。

中国在“观星胜地”不缺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天文

观测设备在阿塔卡马投入使用，
天文科研产出取得很大进步。获
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宙
加速膨胀” 天文观测结果、2017
年的“引力波光学对应体”发现，
均由位于阿塔卡马的天文台观
测或验证。

欧洲南方天文台于1963年
开始在智利建设天文观测台，如

今在阿塔卡马沙漠已有3个天文
观测台。美国在智利也建有天文
观测台。 日本、韩国也正在智利
建设自己的望远镜。

2016年，中国国家天文台和
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签订协议，
在阿塔卡马合作建设天文观测
基地。 如今，在距离极大望远镜
仅30公里处的文特峰，中科院南
美天文中心文特峰观测台站正
在建设中，已初具雏形。

大型天文望远镜设备已成
为国家高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标志之一。前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台长、探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
首席科学家严俊对记者说：“在
智利建设以我为主的超大型光
学望远镜，是中国天文学工作者
的共同心愿。 ”

/新华社

尽管距离 2020年美国总统
选举还有超过 1年半的时间，但
截至目前已有十几人宣布竞逐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其
中女性多达 6名，引发美国舆论
高度关注和热议。

在上一个选举周期中，希拉
里·克林顿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 而在新一个选举周期
中， 民主党内多名女性跃跃欲
试，希望成为第二个希拉里。 但
就目前选情来看，她们要从党内
选战中脱颖而出，难度不小。

她们是谁
截至 11日， 已有 6名女性

民主党人宣布竞选美国总统。 据
美国罗格斯大学伊格尔顿政治
学院美国女性和政治研究中心
统计，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超过
2名女性同时竞争同一主要政党
总统提名资格的局面。

按照宣布参选的时间顺序，
这些女性竞选者分别是马萨诸
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

伦、 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基尔斯
滕·吉利布兰德、 加利福尼亚州
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夏
威夷州联邦众议员图尔西·加巴
德、 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娜·威廉
姆森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
艾米·克洛布彻。

这些女性竞选者政治立场
大多偏左， 具体主张各不相同。
比如说， 沃伦主张经济平等、加
大对政府问责和大企业监管；吉
利布兰德则是“全民医保”的支
持者；哈里斯着眼于提高美国工
薪阶层的家庭收入；克洛布彻则
看重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应对气
候变化、降低药价等。

美国舆论认为，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女性竞选者数量增加主
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是受到女性参选者在先
前两次重要选举中突出表现的激
励。 2016年大选时，虽说希拉里
最终输给了共和党对手特朗普，
但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主
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女

性， 而且还在普选中获得了比特
朗普更多的票数。 而在去年的中
期选举中， 女性无论是参选还是
胜选，均在数量上创下历史新高。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一些性
别问题上的表态和立场备受争
议，引发民主党人以此为突破口
对其发起挑战。

第三，民主党在梯队建设方
面更加注重性别平衡，并对女性
从政提供了更多支持。

前景如何
就目前的选情来看，这些女

性总统竞选者想要从民主党初
选阶段“杀出重围”难度不小，最
终获得党内提名更是难上加难。

美国莫宁咨询公司 4 月初
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尚未正式
宣布参选的前副总统拜登和“卷
土重来” 的 2016年大选民主党
竞选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
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支
持率暂时位列前二，分别为 32%
和 23%，哈里斯的支持率为 9%，

位列第三，沃伦、吉利布兰德和
克洛布彻的支持率也跻身前十。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民主党
女性总统竞选者在支持率上明
显不如拜登和桑德斯。 不过，早
期民调结果更多取决于知名度，
拜登和桑德斯在这一阶段优势
明显， 但随着选战逐步展开，民
调排名势必重新洗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竞选者
众多，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初选
辩论设置了“门槛”。 截至 11日，
这 6 位女性参选者当中只有此
前没有从政经历的威廉姆森尚未
迈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设的

“门槛”，但她有望在 5月前达标。

影响几何
美国有研究显示，在选民眼

里，女性竞选者不如男性擅长处
理军事和经济事务。 罗格斯大学
政治学助理教授凯利·迪特马尔
认为，现在有更多的女性竞选总
统， 她们的背景也更加多元化，
这有助于挑战对女性参选总统

的固有认知和偏见。
在 2016年大选期间， 美国

媒体高度关注希拉里的任职资
质，很多时候的关注角度明显带
有性别色彩， 比如她的着装、言
谈举止等。 而多名女性竞选总统
的积极效应之一就是竞选者的
性别标签不再像以往那么突出，
女性竞选者的政治主张能够得
到更多关注。

美国民主党策略师丽贝卡·
卡茨表示，女性竞选公职并不是
都打“性别牌”，她们倚仗的是个
人履历和远见。 迪特马尔指出，
女性参选者数量多的意义在于
能够在不同议题上提供新视角。

目前判断这些女性总统竞
选者能走多远为时尚早， 不过，
美国沃克斯网站刊文认为，她们
的存在或可激励更多女性未来
竞选总统或其他公职。 前希拉里
竞选团队成员克里斯蒂娜·雷诺
兹表示，每一位女性参选都在为
其他女性未来涉足政坛创造更
好条件。 /新华社

“拍摄”黑洞照片的功臣“相机”为何在智利
近日，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由计算机处理天文望远镜所获数据而得到的图像）轰动世界。 但少有人知道，“拍摄”黑洞照片的大功臣“相机”———阿塔卡马大

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望远镜（ALMA）是什么样子，它所在的智利为何是国际天文学界公认的天文观测绝佳之地。
如今世界各国都将大型望远镜建在智利。 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中心文特峰观测台站也正在那里建设，未来可能在大型的天文国际合作中为中国增光添彩。

角逐美国总统 她们有戏吗？

阿桑奇：反转的剧情 不能掌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