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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孙晓明团队在2016年的研究显示，未来

十年内，将会有2600万女性需要取环。

艺术家周雯静希望，中国女性，别带着

节育环“进坟墓”。

圆形、宫形、T形或者其他模样，

300多个铜环挂在蓝丝绒底的画框里。

艺术家周雯静特地选择了黄铜材质，在

灯光照射下金灿灿的。“看上去挺美的

。”周雯静说。

她后来发现，80%的人不知道这是

什么东西，直到看了说明才知道这是

300多个还原的节育环，“看上去很美

，但是内容很暴力”。节育环使子宫内

膜形成炎症反应，让受精卵难以着床，

从而达到避孕目的。

今年夏天，周雯静的作品《女人系

列· 节育环》在北京重新展出，这段血

淋淋的历史，又被重新提起。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孙晓明团队2016年的研究显示，未来十

年内，将有2600万名女性需要取环。

看上去很美

2011年，周雯静在四川美术学院读

研一时，她远在湖南株洲的妈妈去医院

做了个手术，取出置入二十多年的节育

环。因为置入时间过长，铜环已经嵌入

妈妈的身体，和肉长在一起，取出时不

得不切除了一小块肉。

周雯静的童年记忆里，父母很少提

到生育问题。她只知道，每家只能有一

个孩子，但她对妈妈体内的金属环一无

所知。

直到2011年，妈妈因为取环手术引

发大出血，周雯静才第一次意识到节育

环和自己生命的联系。

她开始在网络上查找节育环的资料

，原理、副作用、历史……

当时淘宝还不完善，网上买不到节

育环，周雯静只能通过图片想象它的样

子。毕业后，她去了趟法国，还去了维

也纳的避孕堕胎博物馆，博物馆里搜集

了17世纪到20世纪的避孕、堕胎工具，

她才第一次见到各式各样的节育环。

博物馆展示的节育环是个小小的金

属圈，看起来胸针大小，甚至很漂亮。

在那以前，通过网络资料，周雯静对它

已了如指掌。

她搜集了300多种历史上真实存在

过的节育环形态，用铜线按照1:1的比例

还原了它们的形状。300多个节育环摆

在画框里，看上去很美。

2500年前，人类第一个宫内节育器

诞生——阿拉伯游牧商人放在骆驼子宫

里的石头。为了防止骆驼怀孕，阿拉伯

人发现，石头不断刮擦子宫壁，造成子

宫炎症，让胚胎无法正常着床。

据周雯静介绍，到了二战时期，出

于“优化人类基因”的目的，欧美开始

采用节育环对妇女进行强制性避孕。节

育环的形状不断发生变化——早期有些

形状容易脱落，就试验出更复杂的形状

；材质也有变化——从早期的不锈钢环

发展到后来的树脂材料、激素环，总体

来说，在保证节育率的情况下，尽可能

减少身体伤害。

2600万个“环”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节育

环是广泛倡导的避孕手段。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显示，

1980—2009年，我国女性共使用宫内节育

器2.86亿次。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2/3在中国。

2012年，周雯静着手和身边的女性

做访谈。从妈妈开始，然后是妈妈的同

事、邻居、楼下商店的阿姨，后来又加

上同学的妈妈、亲戚，一有机会，周雯

静就带上本子和笔，跟这些女人聊天。

几年时间里，她完成了50多个女性

的访谈。这些女性涵盖各个年龄段，有

来自大城市的，也有乡村的，都佩戴过

节育环。周雯静发现，这些女性的经历

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因为节育环遭遇

家庭变故，而另一部分盛赞这是伟大的

发明，能让女性避免怀孕。

“她们都很坦诚，我甚至不用提问

，倾听就够了。”周雯静说。

妈妈的状况不是个例，楼下打印店

的阿姨告诉周雯静，她因为佩戴节育环

，导致脊椎疼痛，摘取过好几次。有的

阿姨当年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选择佩

戴节育环。

2016年，周雯静将节育环系列做了

二次创作，她把节育环嵌入陶瓷中，烧

制成了一个永恒的印记，再将红色颜料

注入节育环的陶瓷印记里。周雯静希望

人们能体会到这种疼痛嵌入的感觉。

（图/ 受访者提供）

但周雯静的妈妈不愿意聊这个话题

。对她来说，这是件伤害她的事。2014

年，周雯静研究生毕业，她的“节育环

系列”作为毕业作品展出，妈妈去了现

场，表现得很平静。“我本来以为她会

不适，很多观众站在作品前会说这个挺

好的，她也就觉得挺好的。”周雯静说

。

2018年，周雯静第一次办个展的时

候，妈妈又来了。展出前有个座谈会，

周雯静介绍了每个作品的经历，妈妈建

议她做得“震撼一点”，将一个个节育

环拼接，组成一个巨大的节育环，或者

做成成倍放大的雕塑。

直到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年

轻女性使用节育环。然而，让周雯静震

惊的是，很多人对节育环的运行机制和

使用注意事项一无所知。

周雯静遇到过一个30多岁的80后女

性。这个女性已经不受限于政策，但她

因为亲人的建议，给自己戴上了节育环

。

“其实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查到这些

信息，但她们没去搜索，而是听亲戚、

医生说几句，有了非常模糊的概念，就

做了手术。”周雯静说。

周雯静发现，法国的观众很好奇，

他们想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法国

，节育环的历史更长，但女人们在选择

节育环前，大都咨询过医生，对节育环

有了充分的了解；也查过资料，了解自

己是否适合，才自主选择是否佩戴节育

环。“节育环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关

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显

示，2018年全国放环数量为184.2万个，

只有34.7万个被取出。也就是说，仅仅

一年，就有近150万个环停留在女性体

内。

孙晓明介绍，根据他们团队的测算

，仅在我国农村地区，就有约1/4已绝经

的中老年妇女没有将避孕环适时取出。

在孙晓明看来，长期以来，基层计

划生育服务以降低生育率为导向，侧重

提高妇女生育后的上环及时率；却没有

任何工作指标要求为绝经后的妇女及时

安全取环。

“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

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环时间。”孙

晓明说。

87%的节育措施用在女性身上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

育抽样调查显示，有87%的节育措施用

在妇女身上，而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

“上环”）的比例达到41.4%。

一旦节育环超期服役，会产生很多

健康隐患。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

杨秀兰曾对多地近千例绝经后上环妇女

进行调研，她发现，绝经不满两年者，

取器顺利比例达96.1%；而绝经超过两

年以上者，取出困难比例达43.9%。

女性绝经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

，子宫开始萎缩、变小，子宫口也会变

紧。而节育环的大小是不变的，与子宫

内壁摩擦，可能会出现出血、腹痛等现

象，并且可能会发生“嵌顿”——通俗

点说，就是环长到了肉里。

一旦发生嵌顿，取出就很困难，而

且可能出现大出血等危险状况，甚至出

现异位——环穿透子宫壁进入腹腔，可

能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一名女性戴了

26年的节育环，环伸进膀胱里，环的末

端还长了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结石。

有媒体曾报道，北京一位医生被叫

去给一位离世的老人“取环”。老人的

儿子请求医生一定要把环取出来，“他

说他妈妈最不喜欢戴那个环，最大心愿

就是以后环不要跟她在一起”。

周雯静的妈妈取环之后，每年会去

医院做检查。周雯静曾在重庆一家医院

帮妈妈排队，眼前一边是妇科患者，一

边是堕胎者。

她看着妈妈，妈妈神情严肃，不和

任何人说话。有男子带妻子来检查，妻

子已经是恶性肿瘤晚期，医生问：“为

什么不早点来？”男子说：“我们生意

很忙，没有时间。”

“在医院，你常常能看到一个人社

会性和生物性冲突的时刻。”周雯静说

。

周雯静还记得一个穿着华丽的女性

来做检查，她化浓妆，做了漂亮的发型

。拍了片子后，医生告诉这个女性，子

宫里的血管已经粘在一起，很难治疗，

让她回去。出医院的时候，周雯静看到

她坐在树荫下，神情落寞地发呆。

“我发现这背后有家庭的矛盾、性

别的歧视，或者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不够，它是复杂的机制最终导致的一系

列问题，像一块石头一样，‘咣’地砸

到了我脑袋上。”

后来，周雯静对节育环系列做了改

变，选择了一种最接近皮肤材质的陶瓷

材料，把300多个绝育环的形状嵌在里

面，再把陶泥烧制成瓷片，形成了永恒

的印记。

“原本作品中讽刺的感觉减弱了，

但它更接近我的

初衷，展现节育

环嵌入、取出之

后在身体上留下

的印记。”

陪妈妈去医

院看病的经历，

让周雯静看到了

人身上残酷、生

物性的一面。此

后，她完成了一

系列关于疾病和

身体的作品，比

如主题包含血液

、经期、生育和手术刀的“红色系列”

，其中之一，是被红色墨水浸染的石膏

女性躯体。

她用实心石膏创作了12个女性的身

体，去掉了头、手和腿，一切可以标示

身份、地位的部位都没有了，只留下女

性性征：胸、隆起的腹部。

周雯静把这些石膏躯体放进红色墨

水里。45斤重的石膏在红色颜料里放了

一个月，从记录影像中能看到明显的变

化——最开始石膏表面是粉红色的，像

温柔的云；干了以后红色从毛细孔里渗

出来，越来越强烈；最后，石膏表面长

出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像疾病纹理。

“红色有非常多的隐喻意义。第一

个意象就是血液。流血可能是女性身体

在生物层面上最频繁的一种经历：经期

、生产、疾病、受伤……”同时，红色

充满了强烈情感，周雯静尝试了各种各

样的红，从偏粉红到偏深红，甚至细化

到334号红到318号红之间。

这些作品展出时，观众的反馈特别

直接——“哇，这个好看”，或者“怎

么这么刺激，这么暴力”，也有人觉得

“很血腥，不想看”。

2020年 6月，“广西90后夫妻生9

娃”的新闻引起外界关注。有记者问丈

夫韦国则：“有没有想过去做节育手术

？”韦国则说：“老婆有病，上不了环

。”

韦国则自己也没有去做结扎。他听

说村里有人做了结扎后没力气打工，自

己如果做了结扎，就打不了工、养不了

孩子。

因此，他们不间断地生了9个孩子

。

电视剧《金婚》里，女主角让丈夫

佟志做结扎，佟志问他的“老铁”大庄

要不要做。大庄说：“千万不能结扎，

男人结完扎就是阉人，太监。”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男人说起

结扎，依然离不开男性尊严。为此，网

上有人调侃：结婚的条件不再是你有车

、有房，而是“你愿意为我结扎吗”。

当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危机、全面放

开二孩政策之后，各地计生机构不用

“督促”生育后的女性放“环”，全国

宫内节育器放置手术比上一年减少了

300 万例。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盐城市盐都区

从1995年开始就把绝经期妇女的取环工

作纳入计划生育服务的范围内。他们利

用育龄妇女信息系统获得相关信息，及

时通知妇女取环。

重庆市江津区更是把为绝经期妇女

取环作为计生技术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与日常工作一样纳入考核范围。

时任长沙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刘激扬曾说，长沙每年都会组织妇女群

众进行生殖道疾病免费普查。“在普查

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围绝经期妇女和绝

经多年的女性，宫内节育器一直没有取

出，也导致了嵌顿、腹痛、出血及炎症

等诸多问题。”

这种说法让同为妈妈的刘激扬感觉

“心里不好受”，学医出身的她“想为

妈妈们做点事”。刘激扬告诉记者，她

听过一种说法：“外国女性戴着十字架

进坟墓，而中国女性戴着节育环。”

她说，希望“不让中国女性戴着节

育环进坟墓”。

节育环纪事：别让女人戴着节育环进坟墓

周雯静搜集了300多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节育环形态，用铜线，按照1:1的比例还原出了它们的形状。300多个节育环摆在

画框里，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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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老师是课

堂的焦点，他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

课，学生在台下默默的听课。现如今，

很多学生都希望去美国学习，那么，了

解美国的教育方式以及课堂氛围非常重

要。

在美国，教授的授课方式有两种：

演讲（Lecture）和研讨(Seminar)。但是

无论是这两种授课方式中的哪一种，都

与中国授课方式大不同。那么，要先了

解美国的课堂上课方式，必须要先了解

美国大学的课堂文化。

课程纲要

或许对中国学生来说很陌生，但是

它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每一门课都会有一份课程纲要

Syllabus，在正式上课之前，学生就会

得到这份课程纲要。最重要的是，学生

必须要学会研究这份资料，上面有教授

的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他可以预约的

时间，必须要的课本，选读的课本，并

且还有每节课的预习内容，上课内容，

计分方式，各类作业，完成作业的方式

以及提交due的时间。每个学期开学的

第一周也被称为“Syllabus Week”。当

学生研读了每份Syllabus之后，他们就

大致了解了要怎么上这门课，要准备什

么资料，作业内容，作业什么时间做，

怎么做之类的。学生可以根据这份Syl-

labus来决定是否要继续选择这门课或者

这位教授。

课堂积极性

不像中国课堂的死气沉沉，美国学

校的课堂都是鼓励学生踊跃发言的。当

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学生可以随时打断

他的讲话，并且分享提出自己的观点，

或者是对自己不明白的内容提出疑问。

这个是跟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

，咱们从小就被教导别人讲话的时候不

能随意打断，要等到别人讲完之后，才

应该说话。

美国是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同时

他们认为两个成年人之间是平等的，没

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而且，作为一个

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可以给教授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明你对于今天所

学习的内容是预习了的，同时也表明你

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同时，教授

认为作为学生你为这节课买单了，你就

有权利在任何时候通过他来得到你应该

知道的答案。虽然可以随时提出疑问，

和分享观点，甚至可以直接称教授的名

字，但是绝不意味着美国课堂是随意，

没有规矩的。上课不能迟到，听课不开

小差，不能玩手机，不私下进行交流，

这些基本的事情是展示一个学生对于老

师以及其他同学的尊重。

考试方式大不同

考试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才不

会用Exam成绩去衡量一个学生，想想也

是，因为除了Exam,我们还有quiz，test,

essay, paper, assignment, individual proj-

ect, group project, presentation,lab re-

port,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多样化

的考试形式能够全面的提高一个学生的能

力。而在这些考试形式之中，Teamwork

应该是美国课堂之中的“老大哥”。

美国教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有足够

学习能力的学生，而是希望培养一个具有

学习能力 以及领导能力的学生，Team-

work就可以很好的展现一个学生的能力

。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总会有几个作业是

通过小组来完成的。有些甚至在开学第一

节课就分好了小组，然后这一个学期就是

固定的小组成员来完成几个不同的项目。

小组成员课上或者课后进行讨论，分工协

作，最后汇总成果。当一个项目完成了之

后，小组成员都需要在台上做presentation

，向教授以及学生展示你们讨论的结果，

同时台下的学生以及教授会提出他们的问

题。这一项的比重占Final Grade很大一

部分，有的甚至直接能决定你是否通过了

这门课，因为很多课程是不设有课堂考试

的，Teamwork以及presentation就是这门

课的Final。同时这项作业是没有对与错

之分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教授希望看

到小组成员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学术能力

以及合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与教授

预约，在与教授的课下见面讨论中，让

教授记住你，如果学生能够利用好这段

时间，向教授展示自己的学习态度也是

非常不错的选择。

考试分数

算分方式也不同。不像咱们国内的

学校，不管什么时段，都是根据各科课

堂考试成绩来决定你的成绩。有些中国

学生在中国的成绩不理想，但是却能在

美国拿到A的成绩。美国考试方法有那

么多，所以算分方式当然也不会那么死

板了。一般在Syllabus上会标明每一门

课成绩组成的部分以及所占最后分数的

比 例 ， 一 般 包 括 Class 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 Quiz 等 ， 而

Class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

tion,这两项是占比最多的，有的时候这

两项的总和会超过总分的50%。而这两

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是软肋，所以中

国学生需要在进入美国课堂的时候做好

心理准备，加强这两个方面的锻炼。

学术诚信

对于学术诚信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份Syllabus的最

后都会指明不能抄袭，需要学术诚信。

不论是在哪个阶段的学习，诚信在美国

的教育 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学生可以

没有拿到好的成绩，但是绝对不可以有

抄袭作弊的行为。抄袭，作弊在美国人

眼中就是学术犯罪，严重的话可以开除

学籍。因为还是那句话，学校希望每一

个学生的答案以及提交的paper能够反

映他的个人理解，并无对错之分。这个

也是跟中国的课堂不太一样，学生抄袭

了，作弊了，只是简单的处罚一下，并

没有非常严厉措施。而在美国，学生写

paper的时候，做PowerPoint的时候，在

最后都需要标出引用的出处，包括作者

，出版时间，文章、书籍名字，网址等

等比较详细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是表明

学生是用其他人的观点为他自己的观点

来做支撑。所以中国学生必须要在了解

这项规则之后才能开始学习。

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美国课堂是

陌生而又有趣的，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和

积极的态度来适应美国课堂的文化，就

能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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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一个多月。

截至目前，不少留学生已经在海外

开始学业；有些却仍滞留国内。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见停

歇之势，有些国家甚至面临第二波疫情

的冲击。留学生们怎么样了？

出现感染案例 中使馆紧急提醒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16日在网站发布

关于严防第二波疫情冲击的紧急提示。

公告中指出，目前，已有近百名旅意侨

胞、留学生感染，其中不乏重症患者，

受冲击之严重远超第一波疫情。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截图。 公告

称，近期，欧洲第二波疫情来势凶猛，

多个国家单日确诊人数连续攀升，其猛

烈程度已超第一波疫情。意大利近来单

日新增确诊人数屡创新高，过去一周患

者死亡人数较前增加近40%。

专家表示，第二波疫情尚未见顶，

何时好转仍无定数。意大利政府已就此

紧急出台严格的防控举措。为此，中国

驻意大利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全体旅意

侨胞、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人员，请提高

警惕，加强防范，确保健康和安全。

其实不只在意大利。报道显示，近

来国外出现多起学生聚集性感染案例，

其中亦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0日发布公告，

提醒留学生务必防范聚集性感染。

驻加拿大使馆称，9月底，12名在

渥太华的中国留学生放松警惕，前往当

地一家卡拉OK厅参加同学生日聚会，

期间既未佩戴口罩，亦未保持社交距离

，导致发生新冠肺炎群体性感染事件。

其中9人确诊，1人被送入重症监

护室(现已出院)。这不仅给自身和公共

卫生健康安全带来严重风险，让国内亲

友担心不已，令人痛心，也给所有留学

生等在加中国公民敲响了警钟。

海外线上课程居多 留学生做好个人计

划

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生王艺霏的专业

是电影摄影与媒体。一年多以前，她到

达利兹开始上预科，今秋正式入学。

受欧洲第二波疫情强势反弹的影响

，王艺霏的唯一一节线下课程被取消，

通过看提前录好的课程视频的方式来上

课。

在对留学生涯的规划里，王艺霏原

本准备多参加社团活动、认识新朋友，

在大二申请公司实习机会。现在计划不

得不做出调整，她转而将目光放在了一

些线上实习上。

“这些实习的申请人数非常多，竞

争压力很大，可以看出很多学生都在迫

切地寻找机会，提升自身实践能力。我

也一直在密切关注行业内的线上实习岗

位。”王艺霏说。

当地时间10月 14日，英国新防疫

限制措施“分级封锁令”生效，为自英

国第二波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严封锁令。

“分级封锁令”依据疫情状况，将英国

各地分为“中等”“高等”“非常高”

三个封锁等级。图为英格兰西北部的利

物浦中央车站。 9月初，在乌克兰国

立冶金大学对外经济管理专业大四学生

李博文的课程表上，一些人数较少、恢

复线下教学的小课被显著标记。然而，

仅仅几周之后，受乌克兰新冠肺炎疫情

恶化影响，大学暂时转为线上学习。

进入毕业年，李博文需要完成论文

、申请实习、考察研究生阶段目标院校

等一系列工作。“自己无法改变疫情，

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推进

自己的学业计划，尽量将不利影响降到

最低。”

国内上网课存诸多困难 教育部疏通留

学生就读路

许多滞留国内的留学生上网课面临

多时差、缺少实践等诸多困难。

李一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的博士一年级学生，今年秋季新学期本

该是她去往美国开始学业的第一年。但

受疫情影响，她只能滞留在上海的家中

，通过线上上课方式来开展课程学习。

她所在的学校在新学期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的复课方式。对于像她一样

无法返校进行实地上课的学生，也可以

申请全部课程都转为远程线上上课。

由于身处国内的李一和学校存在12

小时的时差，参与老师的直播授课变得

十分困难。李一的上课时间是北京时间

晚9点到凌晨3点，有时还需要在早上5

点参加研讨课。“有时候会看直播课程

的回放，但是网络实在太慢了，常常需

要加载三四个小时才能看。”

新学期课程全部转为线上给李一的

学习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她所学的材料

工程专业需要开展大量实验，无法回到校

园使她在学习时不能同步开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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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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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学期开始月余，留学生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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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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辦公廳主任馬
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週三表示，隨著特朗
普政府官員和民主黨領導人希望在未來48小時內就
另一輪緊急援助計劃達成協議，冠狀病毒救援談判
已進入“新階段”。

梅多斯說：“我很樂觀。” “我們確實有一個
目標，希望在未來48小時左右能達成某種協議。”

盡管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普遍認為，有必要通
過另一項法案來幫助經濟複蘇，但是他們在規模和
範圍上存在嚴重分歧，提案相差數十億美元，無法
調和諸如冠狀病毒測試、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以
及對中低收入家庭的減稅等關鍵政策上的分歧。

佩洛西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與特朗普政府最高談
判代表、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分別進行了大約一
個小時的交談。

佩洛西在星期二晚上寫給眾議院民主黨議員的
信中說：“今天的截止日期使我們看到可以達成協
議並可以進行語言交流，這表明雙方都在認真尋求
妥協。”

佩洛西的辦公室說，他們正在“接近達成協議
”，並將在周三再次發言。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執行主席泰勒·古德皮斯德
（Tyler Goodspeed）表示，盡管“重大”問題仍然
存在，但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和眾議院議長南
希·佩洛西正在“越來越接近”達成冠狀病毒刺激協
議。

梅多斯說：“我可以告訴你，談判已經進入了
一個新階段，這更多地是在技術層面上，如果我們
可以就數字達成共識，則要使用正確的語言。”
“我們仍然相距遙遠，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但是最近24小時已經把球踢進了球場。”

在冠狀病毒救援計劃中，姆努欽提出了1.88萬
億美元，而佩洛西則提出了2.2萬億美元。但是，參
議院部分共和黨議員卻走在完全不同的軌道上， 前
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在一些共和黨參議員中發聲
，聲稱他們將投票反對1.88萬億美元左右的救援計
劃，理由是上次已頒發了這筆現金。

作為一個普通的中低收入的美國人民，在大流
行期間，誰不在等待這筆來之不易的、每人1200美
元的救援金呢？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冠狀病毒救援談判進入美國冠狀病毒救援談判進入““新階段新階段””
白宮希望在未來白宮希望在未來4848小時內達成協議小時內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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