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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提示
!!!!!!

美国总统奥巴马
"&

日给一名已故波兰抵抗运动英雄颁奖时口误!把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建在波兰的集中营称为"波兰集中营#$ 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

基称这一口误显现"无知和无能%!要求白宫道歉$ 美方官员急忙出面"灭火%$

致辞表述错误
!!!!!!

在白宫
"&

日举行的自由勋章颁

奖典礼上! 奥巴马向波兰裔美国人

扬"卡尔斯基追授奖章# 这名波兰流

亡政府地下工作者曾乔装乌克兰籍

看守!潜入纳粹集中营!随后向世人

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

奥巴马在颁奖辞中说!卡尔斯基

$在二战最黑暗时期担任波兰抵抗力

量的信使# 他穿越敌军封锁线前!抵

抗战士告诉他犹太人正遭到大规模

谋杀!并把他悄悄送入华沙犹太人社

区和一座波兰死亡集中营!使他亲眼

得见% 纳粹暴行# 从集中营脱身后!

$扬把这些信息告诉&时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 提供关于大屠杀的首批口

述!恳求全世界采取行动%#

波兰政府密切关注国际媒体提

及纳粹集中营时是否用$波兰%!因为

即便用$波兰%表示集中营地理位置!

也可能使人误以为波兰应为纳粹大

屠杀担责# 波兰人说!奥巴马应该用

$位于纳粹所占据波兰的德国集中

营%!以区别地点和犯罪者#

波兰裔美国人慈善组织科斯久

什科基金会主席斯托罗钦斯基说!奥

巴马这番话$吓着了在白宫现场和观

看政府新闻卫星有线电视台转播的

波兰人((卡尔斯基当年如果听到

这句话!恐怕会畏缩不前%#

卡尔斯基二战后移居美国!在乔

治敦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

!&($

年入

美国国籍!

"%%%

年去世!享年
'#

岁#

波兰要求道歉
!!!!!!

白宫颁奖仪式后!波兰总理图斯

克立即要求外长西科尔斯基了解情

况!要求美驻波大使作出澄清#

西科尔斯基当地时间
)%

日上午

在微博中写道
1

$白宫必须为这一令

人难以容忍的错误道歉#无知和无能

使这样一场庄重的典礼失色!令人遗

憾# %

他在微博中贴出链接!指向英国

)经济学家*周刊一则报道
1

因纳粹占

领者在他们祖国犯下的罪行而承受

指责!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波兰

人生气#

$多年来!波兰媒体+外交官和政

治家努力劝说外界停止把,波兰集中

营-作为奥斯威辛及其他纳粹野蛮行

径和大规模谋杀案例的简称# %他说!

$不幸的是! 奥巴马的幕僚们显然没

有注意到这一点# %

西科尔斯基认为
2

奥巴马口误并

非出于恶意!$严重错误%应归咎于总

统演说辞起草人和白宫新闻处#

科斯久什科基金会主席斯托罗

钦斯基说
1

$奥巴马似乎是看着讲词

提示器念出这个词#总统必须承认他

的错误并道歉# %

白宫急忙灭火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

人维托
"&

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承

认奥巴马$口误%# $他是指在波兰的

纳粹集中营#我们为这一错误表述表

示歉意# %

维托希望这件事不要转移人们

对奥巴马表彰卡尔斯基的注意力#他

说
1

$总统用语言和行动展现对我们

与波兰紧密同盟关系的承诺如磐石

般坚定# %

波兰
!&&&

年加入北约! 在阿富

汗驻军约
"(%%

人#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

强调!奥巴马重视美波关系!去年访

问波兰时专程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

且多次向二战时参与解救犹太人的

波兰人致敬#

$据%京华时报&'

若案件未获重审可能被引渡至瑞典

!"#$%&'()

!!!!!!

英国最高法院
)%

日裁定!"维基解密% 网站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可引渡至瑞典$ 引渡不会立即执行!阿桑奇
!$

天内

可就这一裁定结果提出异议$美国 '新闻周刊(指出!这意味着

到
#

月
!)

日前!阿桑奇将一直处于新的司法战争中!并且)战

争%还可能延续更长时间$

阅读

提示

存争议
!!!!!!

英国最高法院
3

名法官当天表

决!以
(

票对
"

票的结果同意引渡#

法院院长尼古拉斯"菲利普斯说
1

$&瑞典' 提出引渡阿桑奇先生的要

求合法! 因而驳回他拒绝引渡的申

诉# %

阿桑奇
"%!%

年
!"

月在英国被

捕! 后获保释# 瑞典检方指控他先

前访问瑞典时犯强奸和性侵犯罪#

"%!!

年
!!

月!瑞典经由国际刑警组

织 对 阿 桑 奇 发 出 欧 洲 逮 捕 令

&

405

'#

伦敦地方法院和英国高等法院

先后裁定准予引渡# 阿桑奇不服!一

路上诉至英国最高法院# 阿桑奇的

律师认为!逮捕令由瑞典检方发出!

而不是像英国所要求那样的由法官

或法院签发!因而无效# 瑞典方面则

说! 根据达成共识的欧洲逮捕令版

本!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程序#

英国最高法院
)%

日认定!瑞典

检方是正当司法当局! 有权签发逮

捕令#

可抗辩
!!!!!!

阿桑奇当天没有现身听证会#他

的一名支持者+记者皮尔格称!阿桑

奇$遇上交通堵塞%.他的多名同事先

前说!阿桑奇在英国相当于遭软禁#

英国最高法院给阿桑奇的律师

!$

天时间提出异议!寻求重审案件#

这期间!将搁置任何引渡进程#

阿桑奇的律师认为!法官们当天

裁定时!多数人所依据的论据先前从

未在法庭上讨论过#主要辩护律师加

雷思"皮尔斯在法庭外告诉媒体记

者!辩护团队将考虑是否申请重审案

件#

法新社报道!这一辩护方异议的

论据是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

读# 皮尔斯说
1

$多数法官根据)维也

纳公约*作出裁决!但那从未在听证

会上提及过# %

两选项
!!!!!!

根据英国法律!最高法院是阿桑

奇的终极上诉场所#如果案件在英国

没能获重审!他仍有最后选项!即向

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的欧洲人权

法院提出申诉# 欧洲人权法院需在

!$

天内决定是否受理# 这期间!阿桑

奇需同时申请这家法院签发临时命

令!禁止英国把他引渡至瑞典#

英国刑事检察院一名女发言人

告诉法新社记者!如果欧洲人权法院

拒绝签发临时命令!阿桑奇仍可向英

国法院申请引渡禁令!以便等待欧洲

人权法院决定是否受理他的申诉#

无论案件重审或欧洲人权法院

接受申诉!只要其中一项成功!阿桑

奇的引渡进程便能拖上数月或数年!

以待最终裁决# 如果二者皆失败!根

据欧洲逮捕令条例!英国有组织犯罪

重案局须在阿桑奇最后申诉到期后

!%

天内把他移交给瑞典#

扯美国
!!!!!!

阿桑奇担心! 引渡至瑞典后!最

终可能被移交给美国#他一周前在伦

敦出席一场活动时说
1

$这或许是我

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

$维基解密%网站发言人克里斯

廷"赫拉凡松
)%

日指认美国插手英

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不是最终结

果#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美国的报

复%#

$维基解密%网站一天前曾发表

声明称!$过去
"!

个月以来! 美国华

盛顿特区有一个大陪审团几乎每个

月会面一次!商讨如何起诉阿桑奇犯

有间谍罪#%声明还宣称!网站其他工

作人员$在美国和英国机场遭扣留或

审问!随身设备被扣留!甚至被诱使

充当告密者# %

$据%新闻晚报&'

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自由勋章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