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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挥动铲斗轰鸣，打桩机突突

响个不停……这是我曾经居住了28年的

村子，如今已经面目全非。机械设备在

曾经的夜市、烧烤摊上张牙舞爪，没有

丝毫温度。每周末带儿子上美术课的时

候会经过曾经的村子，我还是会刹住电

动车，远远张望。虽然在蓝色铁皮的围

挡下，我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但我还

是乐此不疲，猜测着工期。

是的，我是一个失去了自建5层小

楼房的城镇居民，俗称“拆迁户”。鉴

于年龄不大，父母尚在，又细分成带有

一丝戏谑味道的“拆二代”。

我的小学是在村子里上的，所以小

学同学大多都成了“拆二代”。大家就

是傻乐，也没有觉得哪家穷哪家富，反

正都差不多。每家都有自建小楼，唯一

有差别的是你家有3栋，我家有1栋，你

家房5层，我家房7层。我们也和租户的

孩子一天天混在一起，不觉得谁高谁低

，没那想法，大家都是玩得拢就在一起

玩，玩不拢就算了。

小学毕业有对口的初中，当时我们

已经对所谓的“层级”有一点隐约的感

觉了。有村里户口的可以上好一点的公

立初中，没有村里户口的就去上差一点

的子弟中学。当时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户

口在外地，不得已去了子弟中学，当时

把我难过得好几天没吃下饭。

初中入学随机分班的时候，我们在

太阳底下排着队，老师念到一个名字，

那个同学就跟着老师去对应的班级。当

时有一个我们小学的同学和另一个小学

的同学重名了，老师坚持要另一个小学

的孩子。原因很简单，村里的小学基础

太差了，六年级才开英语课，教半年都

分不清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的发音有啥

区别。我看着那个被“选剩下”的同学

在阳光下窘迫的盯着自己的鞋子，第一

次意识到原来我们和别的小学的孩子还

是有差别。

初中三年平稳度过，因为我从小就

是班长，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中考进了

市里的一所一级完中，也算是村里考得

比较好的。只要是能继续上学的学生，

村里都给发800元奖励，那段时间我爸

逢人就念叨他女儿拿了村里给读书人的

奖励。

高中离我们家很远，不能住校，我

每天都要早早倒两趟公交才能赶上早自

习。物理上的距离不算距离，和城里人

的生活方式差距才是鸿沟。那时有一家

叫“避风塘”的奶茶店火遍中小学，小

小一个奶茶店承载了中学女生对于精致

生活的追求，而我却很迷惑避风塘究竟

是个什么糖。

高中时，我几乎不会跟同学说我在

什么地方住，实在被问得急了就含混地

说住在哪个区。村啊，营啊什么的，说

出来就有点烫嘴了。我有个很要好的同

学从来不说方言，我们也一直以为她是

“城里的”，直到毕业很久我才从她嘴

里偶然得知，她家也是村里的。那时的

我们似乎有种天然的自卑，总想笨拙地

学习城里人的一举一动，时髦品味，让

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土气。

大学四年我是在本地读的，但是我

从来没有邀请过舍友来我家做客，有点

失礼。但我更怕城中村不那么干净整洁

的环境，华灯初上倚在门口招揽生意的

风尘女子吓坏了我的舍友们。我的小学

同学中，算上我一共只有3人考上了大

学，其他人不是早早迈入社会工作就是

结婚生子。这没什么不好，起码每次我

们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看着他们家长

里短、儿女双全也是满满的幸福。

大学毕业后，我在父母的安排下相

了三次亲。我爸是很喜欢村里的小伙子

的。可能老人想得比较多，一来他怕我

远嫁，二来同是村里的，起码是“有产

阶级”，几层小楼一出租，也缺不了吃

喝。我是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合适的，

找个“本乡本土”的也不错。

转眼到了2018年年底，一群“消息

灵通”的大叔大妈悄悄传我们的村子要

拆迁了。嫁娶的赶紧嫁娶，生娃的提上

日程，二胎的速度跟上，反正那段日子

请柬是一沓沓收，农村小客堂流水似的

办席。我对此无动于衷，一来拆迁的消

息传了十多年不止，没一次动真格的；

二来婚结了，娃也生了，唯一让我妈遗

憾的是没有生个二胎，为家里多争取点

人头费贡献绵薄之力。

在拆迁落定之前我买了房子，工作

三年的积蓄加上逢年过节村里的分红，

找亲戚东拼西凑凑足了首付，在26岁时

拿下了地铁旁的一套小三居。当时我的

心态很简单，孩子虽然小，但学区房还

是要有，虽然现在吃穿不愁，但是教育

一定要抓。可能是升初中时同学在太阳

底下手足无措的样子给我太深刻的印象

了，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再因自己的居所

，没有尝试的机会就被无情拒绝。我把

楼层选在了26楼，6号房，也算是在26

岁时给自己的交代吧。

因为村子临近两个地铁口，拆迁事

宜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共同推进下进展顺

利。2019年年初召开了几次村民代表大

会，很快敲定了拆迁补偿方案。其他人

是什么心态我不太了解，我的感觉就是

“楼上的那只拖鞋终于落下来了”。接

下来的程序就是测量面积、选户型、搬

家，没什么新意。开发商承诺三年内会

建好回迁房，我惊叹于速度，更明白每

户每年10多万的过渡费也迫使开发商加

快进度。

公共区域和道路按照面积打包卖给

开发商，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梦到秽物，

周公解梦说这是财兆，没多久我卡上到

账了50多万。第一次看到那么长的数字

，我来来回回算了好几遍。

心里盘算着要买些啥，后面

想想好像有点虚，飘飘忽忽

的感觉，就做罢了。钱存在

银行里，每天看看收益也挺

好。

拆迁时我去看过曾经的村

子，破败的道路上老鼠比人

多，传出阵阵恶臭。各色搬

家公司的车辆灵活地避让着

一堆堆建筑垃圾和废弃物。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摩肩接踵

，承载着初到这座城市的年

轻人的梦想。

我家的老房子还是原来的

样子，但是窗架和门都没有

了，一片颓唐。白色的瓷砖

墙面上用红色漆喷着大大的

“拆”字，我并没有像网上

所描述的那样乐得找不着北

，相反心里空落落的。某种

我不知名的大型机械打掉了

老房子的柱子，第一根柱子

被打掉的时候，楼房微微摇

晃了一下，如同蹒跚学步的

孩子，最终还是稳住了；第二根柱子被

打掉的时候，楼房向侧边歪了歪；第三

根柱子被打掉的时候，楼房终于像一个

年迈的老者，轰然倒塌。

围观的人群发出哇啦啦一阵怪叫，

听不出悲喜。随后升腾起浓厚的灰尘，

我的心骤然一缩，我的爷爷在这房子第

二层的右边那个房间去世，这房子一倒

，似乎连和爷爷最后一丝靠近也无法实

现了。我漠然地拧动电门，骑上破烂不

堪的电动车匆匆离开。我知道，从我签

下字的那一刻，这房子与我就没有任何

关系了，难过不舍，说多了就显得矫情

了。

我最终还是没有恣意挥霍，祖祖辈

辈几代人创造的财富在我这一辈兑现了

，穷人乍富最怕的就是没有节制的消费

，我自认为没有由奢入简易的修为，也

没有好的投资渠道能让钱生钱，于是在

疫情前夕再次用手里的50多万入手了一

个小户型，虽然房贷的压力增加了不少

，但我踏实了。

在我所认识的人里，有一小部分放

弃了房子选择了补偿款，也有户口迁出

后回来要补偿的，有兄弟姐妹因为分房

分款不均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众生百态

。只不过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大部分都

是独生子女，所以为房子撕破脸的还是

少有。

我的同学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了房

子，也没有挥金如土，仍然在平凡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父母们也没有穿金

戴银，也会为便宜的菜价跑到更远的

农贸市场。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很少

聊房子、车子之类的，毕竟谁手上都

有几套，聊这些都挺没有意思的。相

反，大家还很爱聊孩子、学校、教育

之类的，毕竟我们这一代所缺乏的是

高质量的教育。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

称谓：“拆二代”，但是我们也是要

为生活奔波的平凡人。

以前我们羞于说自己是某村、某营

的，怕浓重的土气熏坏别人。现在我们

也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是城中村的，怕

听到那句浮夸到不行的：“哇，拆迁户

啊，你们家有几套房呀？”

我就是你们说的“拆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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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正式和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说再见，也是使他们归国流程更为

清爽的重要一步。

教育部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

消息一出，我马上回头看了眼文件箱

中各类厚沓沓的证明材料。那是我回

国后拉着长长的流程清单，奔走在留

学服务中心、单位人力部门和社保中

心等部门的“成果”。有了它们，我

才能顺利地办理就业、社保和落户。

回国以后，许多小伙伴的日程表

第一项不是抓紧找工作，而是证明自

己出国学习过，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则

是开启这一漫长“打怪升级”之路的

第一步。学成回国前，申请者要准备

好学位证书、I-20、I-94、个人护照等

一系列原件和复印件，然后在线填写

申请表，并邮寄到中国大使馆教育处

或总领馆。

我和同学曾经笑称，这一过程简直

治好了我们的拖延症和马大哈病。因为

一旦中间出了bug，无法如期拿到这一

证明，就会使此后的每一步都寸步难行

。比如，入职时正规的招聘单位都会看

你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而这一证明的

办理材料之一便是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我的一位朋友也因不知道要在回

国前申请，此后又迟迟没收到漂洋过

海而来的证明，便错失了当年在单位

的落户指标。在北京，不少留学生都

会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落户，在

“回国两年内申请”这一限定条件下

，即便紧锣密鼓地办理手续都可能刚

刚赶上，更不用说因缺少一个证明而

耽搁一年了。

其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最初

产生，有着自身的时代背景。在互联

网并不发达、政务信息共享不够普遍

的情况下，这一证明能够发挥核查和

甄别功能，防止有人在“克莱登大学

”混学位，使留学生归国就业市场更

加规范。

可是在国家加快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和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

这样重重叠叠的繁琐流程就显得有些

落伍了。我在办理回国手续时，就发

现不同证明之间的作用有着较大范围

的重合，一些材料的开具和办理必要

性并不大。比如，要认定留学事实、

质量和身份，完全可以通过国外学历

学位认证一个材料加以证明。在一些

明明可以在线办理的情况下，申请者

却必须于每个节点都到现场办理。我

的一位同学就曾因在外地工作，不得

不找黄牛帮忙领取。

对此，相关部门有必要重新梳理

流程和材料清单，以必要性要求和服

务型政府的理念加以精简，真正让留

学生们“最多跑一次”。

记得我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往往

要在工作时间跨越大半个城去排队，

来回跑过十几次。当一切落定后，我

问出了最想问的那个问题：“请问这

是不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办理了？”

工作人员以一副“很懂你”的表情答

道：“是的，恭喜你。”

其实，让群众少跑腿听起来很抽

象，却切切实实地关系到他们的真实

生活，对于回国后要忙于求职、创业

的留学生们来说更是如此。尽量减少

对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干扰，

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

技术赋能，打通信息孤岛，打破不同

地区、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积极

推进一网通办，真正实现“让信息多

跑路”。比如这几年，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已实现公派留学、学历学位认

证、留学存档等业务的在线办理。比

起事事需要本人现场办理的不必要要

求，这一改变显然更为人性化，也有

利于相关部门的高效运转。

这一次，留学生们正式和留学回

国人员证明说再见，也是使他们归国

流程更为清爽的重要一步。

取消留学证明，让留学生回国之路更通畅

出于污名化和遏制中国的企图，美

国一些政客竟将反华舆论战烧到了教育

行业，连续对正常的中美教育交流进行

干扰和阻挠。近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关闭所有大学

校园内的中国孔子学院，并指责中国对

美国学校进行渗透；美国北得州大学要

求中国公费留学生离境、一些美国学术

机构和大学对中国公派留学生采取歧视

性做法；等等。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径是

中美建交40多年来所罕见的。

蓬佩奥之流在教育行业所制造的反

华气氛，不但严重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

发展，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

正如美国众多公司企业与地方政府一样

，很多美国学校和学术机构依然在持续

推进和中国更为深度的交流合作。中美

教育交流与合作过去、现在、未来都是

互利共赢的，美国一些政客对中美教育

交流的干扰和阻挠，在中美两国都不得

人心。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本已使

美国教育界损失巨大，蓬佩奥等人此番

阻挠破坏中美教育正常交流，算起账来

更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中国教育及

其对外开放领域本身体量巨大，中美教

育交流产生的波动对中国影响很有限。

然而，中国留学生却给美国高等院

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一直是美国

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中的重要部分。中

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第一

大生源国，以2018年为例，在美中国留

学生达37万，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

3，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200亿美元。与

此同时，中美建交40多年来，总计有超

过33万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成为

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

中美两国人文交往广泛深入，教育科研

交流合作更是成果丰硕，中美之间每年

的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

美国的科技进步也离不开中国智力

资源。比如，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

全球领先地位，就与来自中国的人才供

给密不可分，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

“马可· 波罗”智库今年6月中旬发布的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

中国的大学为美国研究机构培养了近三

分之一的相关人才。哈佛商学院商业管

理学教授威廉· 克尔在其著作《全球人

才的礼物》中介绍，如今美国超过10%

的发明是由华裔科学家创造的。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中美互为

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象，相互依

赖度远超其他国家。

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打压则更加荒诞

无理。在世界范围内，德国有歌德学院

、法国有法国文化协会、英国有英国文

化协会、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意大

利有但丁学院、葡萄牙有卡蒙斯学院等

等，都是旨在促进本国语言学习和跨文

化理解的常规操作。面向中国这个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各

国包括美国在内对于学习汉语、了解中

国文化都有着巨大的需求与浓厚的热忱

。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机构成

为美国制造反华舆论的目标。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美国曾在世界上最早推行国

际理解教育，主张青年一代要理解、尊

重和共享多元文明。未曾想到几代之后

，美国一些政客却如此煽动仇恨和排外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希望

美方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如果

不能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至少要少添乱。

蓬佩奥曾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

所谓“全盘否定中美关系”的言论，仍

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是全世界的“自由灯

塔”。现实是，在蓬佩奥之流的折腾之

下，美国以制造谣言、煽动仇恨、搞单

边主义、大规模退群闻名于世。现在，

连最远离经济政治竞争的教育人文交流

领域也未能幸免。众所周知，公派留学

生大多来自政府间的协议互派，而美国

驱赶中国公派留学生可以说是置国家百

年信誉于不顾，这种做法将全面伤害美

国的软实力，长远战略损失难以估量。

因此，美国政府显然需要恢复理性思维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多做有利于中

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正确认知、

更加友好合作的事情——这有利于中美

和世界的共同长远利益。

应该看到，互利且根基深厚的中

美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是蓬佩奥之流

说脱钩就能脱钩的。中美两国在教育

领域的分歧和差异并没有这些美国政

客叫嚣得那么大，我们要对中美两国

在教育领域的巨大和长远共同利益有

信心。更重要的是，中国教育体量巨

大，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大国”

，深挖内在潜力练好内功，足以在未

来行稳致远。中国基础教育之坚实，

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面旗帜。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 8亿多人脱

贫，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在高教与科研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

国家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

当下，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克时艰。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也坚定明确了

中国致力于深化拓展与世界各国在教

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的基本

方向，明确了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雄

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

支持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清晰

发展路径。这是中国底气、自信、蓬

勃生机和大国担当的彰显，也是推动

全球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持续动力

所在。

破坏中美教育交流
是荒诞无理的失信行为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

局发布通告说，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

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

持当前签证。签证新规一经公布就引发多

方批评，被指“残酷且毫无必要”，是通

过向学生施压迫使学校当局尽早重开校园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8日提起

联邦诉讼，以阻止美国政府实施将令部分

留学生面临被迫离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是对中美教育合作的又一次

打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频

频对中美教育合作发难，导致两国人员正

常的留学、访学活动受到干扰。中美在教

育领域的合作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教育合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往中起到了积

极作用。美国政府将教育交流政治化害人

害己，是逆潮流而动之举。

近期美国政府和国会频频对中美教育

合作发难，导致两国人员的正常教育交流

、访学活动受到干扰。5月29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签署公告，禁止与“中国军民融

合战略”有关的中国公民持学生或访问学

者签证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

事博士后研究。无独有偶，来自阿肯色州

的保守派参议员汤姆· 科顿提出禁止中国

留学生来美学习科学、技术、数学等专业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政府预计

将对允许国际生以学生身份就业的选择性

实习培训计划（OPT）进行限制。美国多

数高校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美以国家安全

为由禁止中国人员来美学习交流，实际上

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中国的顶尖科研人才

拒之门外，危害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

平。

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签证收紧以及毕业后在美就业的不

确定性已经让中国留美学生的处境雪上加

霜。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

研究所主任傅瑞珍表示，美国政府限制中

国留学生签证和反移民立场已经对来美留

学的国际学生产生抑制作用。但实际上美

国大学的很多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当前美国大

学面临财政困难，失去国际生将是额外的

沉重打击。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利

福尼亚州是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最佳目的

地。加州多个高校担心美政府近日颁布限

制中国学生、学者来美深造的新规将使加

州高校失去优秀的科研人才。美国前助理

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

淑丽表示，“我确实担心，美国的政策会

在很大程度上阻止有才华的中国学生来美

攻读研究生或从事研究，从美国科技创新

的角度来看，这将适得其反。”据福克斯

新闻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前总裁埃里克·

施密特表示，目前美国禁止中国学生来美

留学的立法努力可能会“违背美国自身的

利益”。这位现如今担任美国五角大楼国

防创新委员会主席、国会人工智能国家安

全委员会主席的技术大亨近日在接受一家

军事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很多顶级的

研究生都是在国外出生，而且通常都是中

国人。”

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上海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王星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中美教育合作遭遇“逆流”，教育交

流已被政治化。美政府限制中国学生、学

者的签证显示出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崛起

的不自信心态，将可能导致众多中国优秀

学生不再将美国作为留学首选地，即便在

美国未被驱逐的中国留学生也将难以安心

从事科研工作。王星星指出，中美在教育

领域的合作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

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较大不同，过去40年

来中美在教育合作领域的波动性相对较小

。教育合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往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王星星认为，中美教育合作的

内生动力强大，未来合作的潜力和空间仍

然巨大，并能继续为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

展发挥积极影响。王星星通过在美访学

以及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经历

感受到，美国高校不同于政府，他们对

华交往合作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最近

两年美国多个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莱斯大学等学校的校长，纷纷发

声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

学生和学者。比如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就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以及信件中明确表示

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王星星在约

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采高级国际

研究院的前同事就很愿意与中国学者交

流和讨论，愿意倾听中国的真实情况。

他们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

制，强调中美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性，认为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这种对

话与合作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王星星所言，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6月2日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

部执行部长沃尔夫，敦促美国政府重新考

虑对国际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员的非移民

签证限制，特别是不应该对选择性实习培

训计划（OPT）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STEM）领域的国际学生进行限制。

巴科强烈建议美国政府避免采取针对某些

国家学生的强硬限制措施，因为这有悖于

美国的建国宗旨和公开、包容的宪法精神

，也将在科学研究的关键领域把美国和世

界其他国家割裂开。除了哈佛大学，美国

其他高校负责人也就美签证限制政策表达

反对意见。5月29日康奈尔大学副教务

长沃尔福德在代表该校发表的声明中表

示，康奈尔大学因为有优秀的中国学生

、出色的中国研究人员和热忱的中国校

友而更为强大。我们强烈主张在所有学

科领域继续为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

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康奈尔学生和研究人

员发放学生和学者签证，并继续发放毕

业生临时工作许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

长古特曼6月23日在学校网站发表声明

，为美国政府针对某些国际学生和学者

进入美国的限制措施深感不安。声明说

，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总是被他人怀疑

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动机，但自1896年

第一位中国学生到校学习以来，中国学

生、教师和员工对该校世界领先的研究

和教育至关重要。宾大将竭尽所能继续

欢迎来自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学生学者。

中美教育界人士呼吁：国际教育交流不应该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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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特朗普確診後副總統彭斯和第二夫人特朗普確診後副總統彭斯和第二夫人
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白宮顧問霍普·
希克斯（Hope Hicks）與特朗普總統星期三一
起前往明尼蘇達州德盧斯（Duluth）集會後，星
期四對冠狀病毒測試呈陽性。

希克斯是特朗普總統的顧問，她與特朗普一
起乘坐空軍一號參加了星期二晚上的辯論，並於
星期三前往明尼蘇達州的集會。

據一位政府官員說，希克斯星期四的冠狀病
毒測試結果呈陽性，因討論私人健康信息，她在
匿名的情況下發言。

白宮發言人賈德·迪爾（Judd Deere）在一
份聲明中說：“總統非常重視他本人以及為支持
他和美國人民所做的事情的每一個人的健康和安
全。”

迪爾說：“白宮行動機構與總統的醫師和白

宮軍事辦公室合作，以確保所有計劃和程序均納
入CDC當前的指導意見和最佳方案，以最大程
度地限制在複雜環境中以及總統出差時接觸
COVID-19的機會。”

希克斯是總統最受信任的助手之一，此前曾
擔任白宮通訊總監，並於今年大選前重新加入政
府。

白宮的許多工作人員對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
，其中包括凱蒂·米勒（Katie Miller），副總統
邁克·彭斯（Mike Pence）的新聞秘書以及總統
的一位私人客服人員。到目前為止，希克斯是最
接近特朗普總統的助手，她剛剛測試冠狀病毒呈
陽性。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特朗普的親密助手霍普特朗普的親密助手霍普··希克斯希克斯
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唐納德·特朗
普總統宣布他和第一夫人檢測呈陽性之後數小
時，副總統彭斯的發言人周五說，副總統邁克·
彭斯和第二夫人凱倫·彭斯都對冠狀病毒進行了
陰性檢測。

副總統新聞秘書德文·奧馬利（Devin
O'Malley）在推特中說：“按照慣例，幾個月
來，副總統彭斯每天都要接受COVID-19的檢
測。”

奧馬利在推特上寫道：“今天早上，彭斯
副總統和第二夫人對COVID-19的測試結果為
陰性。彭斯副總統身體狀況良好，並希望特朗
普康複。”

彭斯副總統排名在總統之後，今天成為在
特朗普因冠狀病毒隔離期間的美國臨時總統。

特朗普在午夜後發送的一條推文中宣布，
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妮婭·特朗普對該病毒測試呈
陽性，他們將立即開始“隔離和恢複過程”。

特朗普的醫師肖恩·康利（Sean Conley）
在白宮官員分享的備忘錄中說：“總統和第一
夫人目前都很好。”

康利說：“我放心，我希望總統在恢複的
過程中繼續履行職責而不會受到幹擾。”

在星期四晚上，媒體報道說，特朗普的最
親密的助手之一霍普·希克斯對Covid-19的測
試呈陽性。據NBC新聞報道，希克斯在周三晚
上開始表現出症狀後，在周四早上測試了冠狀
病毒呈陽性。據報道，當總統從明尼蘇達州的
一次競選活動飛回華盛頓特區時，她已在空軍
一號上隔離。

特朗普本週四晚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的肖恩·
漢尼蒂的採訪中證實了希克斯的診斷。

特朗普說：“她確實測試過陽性。她是一
個勤奮的人，戴著很多口罩，她戴著很多口罩
。她測試過呈陽性。我剛參加了測試，我們會
看到結果的。”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第一夫
人也接受了測試。我們是否是感染，是否隔離
，我們目前不知道。”

兩個小時後他在推特證實他和第一夫人梅
拉妮婭冠狀病毒呈陽性。

拜登剛發推特，對特朗普總統表示問候。
他說：“吉爾和我將思想發給特朗普總統和第
一夫人梅拉尼婭·特朗普，以迅速康複。 我們
將繼續為總統及其家人的健康和安全祈禱。”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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