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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街头，双言双语是常

态。如果你不主动跟别人说粤语

，对方一般不会首先使用粤语跟

你交流。即使他们跟你说粤语，

一听到你用普通话回复，也会自

动切换到普通话频道。

早几日，一篇讨论广式粤语

和港式粤语的文章广泛流传。热

文指出，广州人到香港，只要说

粤语超过 3分钟，就会被听出来

不是香港人。

非粤语地区的朋友表示十分

惊奇，明明通用粤语的地方，口

音和用词竟有这么多不同之处。

粤语地区的朋友则更热衷于争论

，到底谁是“正音”，谁更“正

统”：香港人说广州人讲粤语像

唱大戏，不够 update；广州人觉

得香港人讲粤语夹杂英文，懒音

严重。反正，香港人来广州，一

样会被认出来。

别说香港，即使是同在广州

土生土长，西关口音和东山口音

也有轻微差别，芳村口音更容易

听出来，毕竟芳村隔壁就是南海

，按旧时可就被当做“乡下人”

了。

到广州读大学，不在宿舍里

闹几个“语言梗”笑话，肯定学

不好粤语。当年一位来自河源的

同学，母语并非白话，她问室友

“你洗咗未”（你洗了没），将

“ 洗 ” （sai2） 念 成 了 “ 死 ”

（sei2），整个宿舍瞬间爆笑。

想逗笑广东人，一句不咸不

淡的粤语就够了。在没心没肺的

语言笑料里，隐藏着一条无伤大

雅的语言鄙视链。就像操一口伦

敦河口英语的英国中产，常常模

仿粗犷的利物浦口音和纽卡斯尔

的乡音一样。

广州人去香港很方便，在语

言切换上颇有经验。到便利店充

值八达通，通常自动转到港式粤

语频道：“唔该增值一百”。

诸如充值/增值、冰箱/雪柜

、空调/冷气、吸管/饮管、手指/

U盘、充电宝/尿袋等比较常见的

用词差异，广州人都能切换自如

。但遇到一些很少接触的特定用

语，还是会露出破绽，难免一时

尴尬。如果对方说的话里有一个

英文单词你一下反应不过来，那

就更有心理压力了。

不过，倘若走在旺角一带，

广州人很快就会找回优越感——

香港年轻人说话懒音实在过分严

重。

舌根能不抬就不抬，所以前

后鼻音不分；舌面能不贴上颚就

不贴上颚，所以n/l不分；有气无

力的时候音调使人辨认不清，有

时甚至连韵尾都直接吞掉，可偏

偏粤语是以音调、韵母、韵尾类

型丰富为特征的——总之，他们

的舌头大概是懒到出汁儿，讲话

咬字松弛，少了粤语抑扬顿挫的

韵味。

其实，语言是个“势利眼”

，谁有钱有势它就跟谁走。

历史上，广东最有钱的是广

府地区，广府最有钱的是广州地

区，而广州最有钱的就是西关一

带。所以，西关音成为强势语言

标准，几乎理所当然。因十三行

兴盛缘故，西关甚至比香港更早

讲起“番话”，此时的省城可比

小渔港洋气得多。

香港开埠以后，大量广府人

下香港谋生，使广府白话迅速成

为这里的主流语言。早年看TVB

，有一系列香港电台制作的粤语

正音节目，明显以广州西关口音

为标准音。

时移世易，后来西关的“最

富”地位丧失，而香港凭借强盛

的经济地位和文化输出，使大量

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成功番位上

升，反过来强势而深度地影响了

粤方言的流变。你如果留意听，

现在广州年轻人那一口粤语，懒

音也越来越严重了。

但今时今日，比起口音是否

标准、哪种口音更高级，其实广

州人更忧虑的是越来越少人讲粤

语。

根据 2001 年到 2011 年香港人

口普查，广东话为香港的压倒性

通用语言，89.5%的人以此为常

用语言，次位的英语占3.4%，普

通话为1.4%，位列第三。

相对而言，广州人母语为单

一粤语的比例呈代际下降的趋势

。2017年，一份关于广州人语言

态度与粤语认同态度的问卷收到

300 份样本，调查数据显示，被

调查对象母语为单一粤语的比例

只有 78.28%，使用两种或以上语

言（方言）者的比例为90%。

普通话在学校环境占据了绝

对优势，即使是课后，粤语使用

的最高比例也不到一半，并且正

在 进 一 步 萎 缩 。 调 查 显 示 ，

52.8%的广州人对粤语的未来持

悲观态度，他们忧虑粤语的使用

人数逐渐减少，活力也将逐渐丧

失。

广东向来是全国人口大省，

而且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快，拥有

数量庞大的跨省流动人口。

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广州市在2018年初共有常

住人口1449.84万人，其中户籍人

口 897.87 万人，外来人口 551.97

万人。而且，由于珠三角各地先

后降低户籍准入门槛，非粤籍

“新广州人”连年增加。

因此，“我是广州人，不会

讲广东话”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现

象。家中若夫妻双方或夫妻一方

不讲粤语，那么小孩大概率不会

讲粤语。即使夫妻双方都讲粤语

，一旦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普通话

学习环境，父母很容易在家庭交

流中迁就孩子讲普通话，粤语交

流的语言环境会越来越少。

广州人已经感受到语言竞争

对粤语带来的冲击，这种忧虑反

而加深了他们对粤语的强烈情感

。实际上，广州人对母方言的认

同感和忠诚度具有普遍性和全民

性。

面对众多街访或问卷调查，

他们一般配合度很高，认为广州

人要支持粤语，有的甚至还会主

动提出“我能做些什么？”可见

，广州人把粤语作为身份认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

广东是中国汉语地区少有实

行双语制的省份，尽管全国各地

都有方言，但只有广东主流电视

台、电台以粤语为主。一项调查

资料显示， 82.86%的广府人、

39.18%的客家人和 38.18%的潮汕

人认为各自民系的方言较其他方

言更好听，表明了广府人对自己

语言的强烈热爱。

坊间还一直流传这样一种说

法，当年民国建立之初，粤语一

票之差成为国语。对广州人来说

，粤语不是方言，而是正宗汉语

。它不是粤人古语，而是中原夏

朝官话。粤语在演化过程中，吸

收了百越语言成分，但它的主要

来源和特点，还是古代中原一带

的“雅言”。

粤语在语音方面保留了最多

古汉语发音，声调方面则保留了

古汉语平上去入之外，还衍生出

一个中入调，一共有九个声调，

是古汉语入声保留最完整的语言

。大学读中文系的粤籍同学，考

古代汉语的“平仄”部分简直身

轻如燕，答案呼之欲出，语感中

的自动分辨能力堪比“作弊”。

高晓松在《大城晓聚》中提

到一个哈佛教授朋友，研究杜甫

的，会讲汉唐古音。这位美国人

到香港坐出租车，说普通话和英

文司机都听不懂，最后急了就用

汉唐古音跟香港司机讲话，结果

两人完全交流无障碍。

所以，用粤语念古典诗特别

好听，广州人自幼读诗背诗都用

粤语，普通话里押不上的韵，在

粤语里全能押上。

对粤语炽热的积极情感，还

反映在行为上：

八成以上广州人较常使用粤

语文字，就算在“乜都要快”的

时代，也不惜为了准确表达自己

而拖慢一点输入速度；

公司饭局转战KTV，总有一

个广东人执着地点几首粤语老歌

，就算在场没几个人听得懂，自

己也要唱爽了才心满意足；

很多新兴网红食肆或咖啡

馆，爱用粤语文字作招牌或品

名，谓之“粤潮”，味道至上

的广州人，通常也愿意买账。

总之，在粤语文化不再风

光如昨的今天，粤语依然为广

东人提供文化上的认同感和精

神上的归属感。粤语，就是广

东人的乡愁。

广东人对粤语认同感最高

，但不等于他们排斥其他语言

。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如何

看待广东人对粤语的执着？”

，黑粤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刻

板印象。高赞评论中有不少人

现身说法，为广东人说话。其

中一位湖北网友，到东莞生活

了 8 年，至今没学会粤语，但

并不影响他的日常交流和生活

。

起初，他也不喜欢粤语，

而且觉得本地人排外，但生活

久了，他才发现自己是被惯坏

了。在他老家武汉，老一辈武

汉人绝对不会跟你讲普通话，

面对外地人都是满满的不屑。

对比广东，排外现象比内地好

很多，外地人来了都是客，一

个一辈子没出过家门的老人，

都能努力学习普通话，方便跟

不懂粤语的人交流。

另外一位知乎用户则认为，

与广东相比，川渝地区对方言似

乎更执着。上到政府企业，下到

路边市民，但凡接受采访，统统

使用西南官话，却无人对此有意

见。

在广东街头，如果你不主动

跟别人说粤语，对方一般不会首

先使用粤语跟你交流。即使他们

跟你说粤语，一听到你用普通话

回复，也会自动切换到普通话频

道。

比如在广州读大学的北方同

学都会感受到，只要有非粤籍同

学在场，广东人就不会自顾自说

粤语，反而一边说普通话一边乐

呵呵地自嘲自己的“广谱口音”

，并请教北方同学纠正自己的普

通话发音。

这与广东开放包容的心态是

分不开的。自汉唐以来，广州一

直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

广州人长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少排他性，所以具有灵活变通、

开放兼容的精神。

20世纪 80年代，许多其他省

份人涌入广州务工，本地人确实

对粤语产生过优越感。但多年过

去，流入广州的人群更为多样，

加上其他省份经济发展也很快，

广州人看到了外地人对广州经济

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看到了其他

省市的广阔市场。

他们打从心里觉得，学习和

使用普通话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

必要途径，也是在多元城市中生

活交际的必要语言技能。这就是

为什么，90%的广州人都是“双

言双语”人。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广州人

对普通话和英语的评价均为正向

，务实的他们认为，要多元获取

知识、资讯，就要多懂一门语言

。

所以，广东人对粤语并没

有想象中那么倔强，执着程度

可能还没他们对美食的要求那

么高。总之，广东人在百分之

百支持粤语的同时，也始终对

普通话保持开放兼容的心态。

当然，如果有人表现出一

丁点对粤语的兴趣，他们的内

心就会开出花来。如果你很努

力讲出一句不咸不淡的粤语，

绝对可以把他们逗得十分开心

，而且还一边乐一边给你正音

呢。

这样温和的倔强，大概称得

上可爱了吧。

说
粤
语
，
是
广
东
人
最
后
的
倔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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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改变

了很多人的生活，有的公司因为疫情破

产，有的却从危机中嗅到商机，抓住机

遇，开拓出自己的一片事业。海外华侨

华人和留学生在疫情中经历了什么？他

们的事业受到什么影响？人民网美西记

者采访了在疫情中将事业转“危”为

“机”的中国留学生王入平。

从“金融”到“健康”的职业转型

线上健康平台Caravan Wellness的合

伙人王入平(Lisa Wong)在纽约已经6年

。Lisa从高二开始来美国留学，高中毕业

后到波士顿大学修读经济数学专业，因

为从小梦想是在华尔街工作，因此一开

始给自己定的职业方向是金融。在大二

的时候，因为一次偶然的实习机会，进

入了华尔街的公司，之后便如愿转学到

更靠近华尔街的纽约大学。本科毕业后

Lisa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金融数学硕士。

2017年，Lisa在实习工作中认识了

Caravan Wellness的联合创始人Itay Bla-

senheim。Lisa说，当时 Itay邀请她加入

Caravan Wellness的创始团队，但由于与

自己所学的专业领域不一样，确实有过

挣扎。而公司举办的一场活动改变了她

。 当时公司推出了一个名为“正面进

食”的活动，参照的是佛教的进食修行

法。在活动结束时，Lisa意外收到患有

精神进食障碍的Lucy发来的感谢邮件，

Lucy在邮件中感谢活动给了她一个这么

好的机会和平台，让她可以通过“正面

进食”的活动，治愈多年的进食障碍。

Lisa说，在收到感谢邮件的这一刻，很

有成就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是多

么的有意义。“比起金融，这个工作对

社会的影响更直接，也坚定了我选择健

康产业作为事业的决心。”

Lisa说，“健康领域是一个朝阳产

业，拥有无限的可能。参与公司创业过

程中，涉及到战略、商务、销售等方面

，虽然现在仍处于创业初期，报酬也没

有金融行业高，但我认为年轻人能够获

得经验和机会，平衡现阶段所需，就是

最好的选择。”

疫情中的创业路面临“危”与“机”

艰难的初创阶段之后，公司慢慢开

始有起色，一场疫情又令情况变得复杂

起来。 3月纽约爆发严重疫情的时候，

家人很担心，也曾劝Lisa回国，而她也

不是没有动摇过。

Lisa告诉记者，疫情爆发初期的居

家令，对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特别是纽约

人来说，其实是一件特别难以接受的事

情。他们公司调查发现，在美国，53%

的人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收到了疫情负

面影响。 其中36% 的人们的睡眠受到

了影响。

面对疫情中人们“Stay at home”

状 况 ， Caravan 顺 势 而 为 推 出 了

“Healthy at home”线上宣传活动，收

集到30多个来自全球世界各地的网红以

及支持者发声，鼓励大家一起面对难关

、支持彼此，走出疫情。“Healthy at

home”线上宣传当时就得到了很多积极

的反馈，Lisa深深感受到“原来自己的

努力和工作是可以为社会带来帮助和正

能量！”

这是公司的一个机遇， Lisa 说，

“作为合伙人，在这次线上宣传活动中

，我与社区的很多用户和品牌大使都保

持着直接的交流。我逐个联系所有大使

并与她们解释我们宣传的初衷和意义，

促使了宣传活动的成功。”随后，Lisa

也把想法和工作成果分享给家人，家人

也表示支持她留在纽约。

再好的机遇，实际上也是要突破重

重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无论公司的团

队以及用户，都没有办法面对面交流。

“在疫情期间，及时的沟通很重要。不

管是内部还是外部。”Lisa说。

Lisa解释，几乎所有活动都在线上

进行，其实很难达到线下活动时的效果

，更难实现与用户深入的交流，而且用

户之间的交流也有所阻碍。因此团队需

要做出一些额外的努力，提高用户参与

度。Lisa说：“现在我都会定期和用户

通话，这对活动反馈和刺激灵感都很有

好处。”一次活动反馈的通话中，一位

用户无意中向她提及自己喜欢在早上运

动，因为可以让时间安排得更合理更有

效率，并且心情也会更好。这一番话触

动了Lisa，她决定推出一个周期为10天

的早安运动系列。在早安系列中，程序

将连续10天安排用户每天参加不一样的

运动，比如瑜伽、冥想等，鼓励大家利

用好早上的时间，积极正面的开展一整

天的工作。“因为疫情，我们要做到更

加贴心，才能赢得自己的客户。”

Lisa说，现在看来，疫情对Caravan

来说，不算是危机，更多的是机遇，线

上活动令公司不再局限当地，开始拓展

其他城市和国家。因为坚持，公司现在

已经步入正轨。线上健康平台在疫情中

为人们熟悉和了解，她也有信心在未来

被所有人所接受。

被当地媒体采访成为“网红”

“在疫情期间，全世界都在转变自

己的生活习惯和养生习惯，也越来越注

重身心健康。这方面的需求是在不断扩

大。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广泛的平台，比

如健身、普拉提、瑜伽、还有各种关注

心理健康的课程，比如如何提高自信等

内容。”Lisa说。 疫情中，Lisa公司推

出的这一新鲜的运动方式也被《纽约时

报》等当地媒体采访报道。这令她更加

有信心和干劲儿。

Lisa说，作为留学生，在创业路上

遇到过很多困难，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

专业性。她说，当初在大学学的专业和

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有一定的区别，但

是作为合伙人，必须随时与公司不同团队

交流，就会经常被新领域的知识难倒，比

如用户体验、养生知识等。采访结束之际

，Lisa用自身的体验分享给创业中的年轻

人，创业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必须时刻保持好奇心、保持不断学习的

毅力。而这也正是创业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年轻人要敢于去尝试新事物，大胆

地追求与兴趣相关的事情，就算不是令人

看好的职业，也要投入努力与坚持，便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Lisa表示，很多人都觉得海外创业

很难，因为要克服文化差异等问题。其

实作为留学生，拥有两个不同文化的背

景，也有很多机会去其他国家和地区交

流，有着比很多人更广泛的视野和阅历

，也会更包容。因此，留学生创业虽然

有很多困难，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谈到公司的愿景，Lisa说，希望把最

顶级的养生教育以视频方式传播给全世

界。Caravan是心怀世界的公司，会一直

发展业务、完善产品，把产品带到不同

行业、机构，包括带到大学课堂上。而

自己作为中国人，希望可以把课程带回

中国，创造以中文进行教学的课程。

疫情下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创业
“危“中求“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彻底打

乱了在读中国留学生的计划和节奏，也

给准留学生们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疫情下的求学之路怎么走下去？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

网络授课有利有弊

考虑到防疫和交通的诸多限制措施

，海外高校纷纷推出网络课程。

留守西班牙马德里的留学生小夏介

绍说，他就读的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已

关闭了校区，把授课尽可能地安排到网

上进行，以减少师生染疫的风险。针对

一些学生担忧网课影响成绩的问题，学

校也表示，各科目的老师会根据教学内

容调整考试和评分方式。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研究的

悠悠表示，上网课后因为作业增多，反

而更忙碌。她最近除了到超市采购外几

乎不出门，但是宅家避疫的生活很充实

：上课、写论文、找实习、还通过手机

和语言学习伴侣练习口语。

比起已在异国安顿下来的留学生们

，新生奇安有更多的担忧。她认为网络

课堂会影响教学质量，缺乏参与讨论的

氛围，也不能为部分科目必需的实地考

察提供条件。她说，“最差(的可能性)

就是上一个学期的网课，但我还是想能

10月份到英国。”

乔治城大学宣布，减免不返校本科

生10%的学费，返校生减免20%的住宿

和伙食费。(美国《世界日报》/张筠

摄) 被巴黎政治学院录取的宇宏则决定

留在中国，因为“即使去到法国，很大

概率还是线上授课。”宇宏表示，自己

的项目为期两年，因此可以接受远程学

习一学期。她指出，参加线上课程也有

优势，可以同时在国内实习，实现时间

的最大化利用。

在新加坡读书的晶晶也被疫情打乱

了留学计划，原定今年6月前往澳大利

亚的交流学习取消了，8月开学后在新

加坡的课程全部改成线上教学，导师的

毕业论文指导也改为线上沟通。晶晶的

硕士项目下半程无需再踏入校园，她和

一些情况类似的同学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

晶晶认为，虽然提前离开校园会觉

得留学生活留有遗憾，但是网上学习的

课程门类更多，开放的门槛更低，也是

一个多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延迟入学带来变数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延迟入

学也成为越来越多留学生的选择。全球

高等教育咨询机构QS的调查报告显示

，48%受访中国留学生计划推迟到下一

年出境留学。

原计划入读芝加哥大学的宋风考虑

到疫情影响了短期内的就业形势，他担

心这会对今后在美实习及求职带来不利

的影响，于是选择延期观望。宋风计划

用“间隔年”提升自己，学习一门语言

，找两份实习。宋风坦言，看到同学们

已经入学，也将比自己早一年进入职场

，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心理。此外，“间

隔年”的留学生身份较尴尬，已经从原

学校毕业，没有学生身份，不好找实习

；一年后又要放下工作出国，较难获得

一份全职工作。

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郭子轩因为

不喜欢网课的方式，曾在今年年初休学

一学期。秋季开学季来临，看到国外的

疫情尚未平稳，美国的签证政策又几次

变动，他和家人都很担忧。郭子轩无奈

地表示，“可能下下个学期都不一定能

回去。”为了早些毕业，他又回到电脑

前，开始上网课了。

由于申请“间隔年”和远程学习的

学生人数众多，哈佛大学秋季学期只有

25%申请入住宿舍。(美国《世界日报》/

唐嘉丽 摄) 原本在美国读高中的卢锦

堂因为疫情的缘故，回到中国。他仍在

考虑出国读大学。“今年准备出国留学

的学生确实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我希望

能够找到一些留学生和专业机构的老师

，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学生应不应该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国，”卢锦堂说，

“就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坚定要出国留

学，我会选择再等待一年。”

从事留学咨询的葛老师表示，具体

的选择还是要根据个人的留学需要：

“如果留学是为了学历提升，我会建议

先上online课程；如果学生非常在意上

课体验或希望体验异国文化，那么延期

入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南京一所高中负责学生海外留学

规划的程妍建议学生利用好上网课和间

隔年的这段时间，“提前尝试一些实习

来接触社会，或者为未来的研究学习做

一些准备，一方面可以减轻压力，另一

方面也达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果

。”

教育部疏通求学路

为了切实帮助海外学子解决求学路

上的诸多问题，中国教育部近期出台了

系列举措，为留学生疏通就读出路，提

供更多就学选择：

允许高校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下

，通过与境外合作高校签订交换生协议

等方式，接收出国留学生先行在国内借

读学习；

允许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以及内地(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

考核招录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

生，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为学生提供

国内求学机会。

2020年秋季学期，上海纽约大学就

将迎来来自纽约大学和纽大阿布扎比校

园的约3100名中国学生。他们将与原本

上海纽约大学的1700名大学生一同在上

海开启新学期。而位于江苏昆山的昆山

杜克大学同样将在秋季学期接收约120

名杜克大学的学生。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如果

无法按时抵达美国，可以申请在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高

校借读。学生们将接受“线上+线下”

的混合课程，使用本地学校的设施和服

务，还可以与康奈尔大学的同辈共同参

与课外活动。

同时，为了简化留学回国人员的办

事程序，教育部宣布，自2020年11月1

日起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自10

月1日起，驻外使领馆不再受理开具申

请。

疫情下，留学生的海外学习时间被

缩短，不少人担心这会影响到学历学位

认证。对此，教育部回应称，对留学人

员受疫情防控影响无法按时返校而通过

在线方式修读部分课程，以及因此导致

的其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

况，不作为影响其学历学位认证结果的

因素。

秋招求职季线上线下齐发力成应届

生求职常态。(中新视频截图) 此外，

教育部还积极推进同海外教育部门、高

校的联系，协力解决留学人员学业受阻

问题，同时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支持

指导……

这一年，海外学子们经历了不少波

折和困难，也遇到很多帮助和感动。希

望大家无论身在何地，都要平安健康，

都能拥抱梦想。

疫情下求学路在何方？留学生们还好吗？

第二批中国留学生赴英复学包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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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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喬·拜登總統競選團
隊10月15日宣布，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參議員
卡馬拉·哈裏斯的通訊主任和一名非機組航班成員已
測試對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

拜登競選經理詹·奧馬利·荻龍（Jen O'Malley
Dillon）說，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的所有面對面
競選活動，包括計劃於今天在至關重要的戰場州北
卡羅來納州進行的競選活動，都已在本周和週末的
其餘時間內取消。

荻龍說，競選團隊在周三晚間獲悉，艾倫和一
名非機組航班成員的COVID-19均呈陽性。

獲龍在聲明中宣布：“哈裏斯參議員在CDC的
定義中未在陽性測試前兩天與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親
密接觸，即使在飛機上也保持15英尺的距離，而且
哈裏斯一直戴著N95口罩，因此，不需要檢疫。”

但是她強調說：“無論如何，出於謹慎的考慮
，並根據我們競選活動對最高級別的預防承諾，我
們將取消哈裏斯參議員在10月18日星期日之前的
旅行，但她將保持強有力且積極的虛擬日程表。這
次活動將覆蓋全國的選民。”

荻龍說，哈裏斯在周三對COVID進行了陰性測
試，週四將再次進行測試。

她強調說：“自測試呈陽性以來，或在測試結
果呈陽性之前的48小時內，這些人都沒有與拜登副
總統，哈裏斯參議員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員聯繫。”

狄龍強調拜登今天將繼續執行他的時間表。
兩週前，特朗普總統，第一夫人梅拉妮婭·特朗

普，以及白宮和部分特朗普總統競選官員對冠狀病
毒的檢測均呈陽性。

總統在沃爾特·裏德國家軍事
醫療中心住院治療三天出院，並
在競選過程中做了短暫地停留。

但是總統已經恢複舉行集會
，和支持者擁擠在一起，許多人
沒有戴口罩，這違背了國家和地
方公共衛生官員的警告。

拜登和哈裏斯以及他們的代
理人一直在小規模的競選活動中
與支持者保持社交距離並戴著口
罩。

狄龍說，新聞圍繞哈裏斯
“表明了我們對COVID的重視程
度，自3月以來我們如何盡一切力
量來確保員工、志願者和選民的

安全，並將繼續這樣做。” “我非常注意COVID-
19，我們非常注意本地準則。我們在進行的任何活
動中都始終遵循本地準則。”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卡馬拉卡馬拉··哈裏斯因競選團隊的哈裏斯因競選團隊的22位成員位成員
冠狀病毒呈陽性後停止外出活動冠狀病毒呈陽性後停止外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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