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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恩霆 整理

新冠病毒逼近拜登

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社交盛会，备受政界、商界、传媒界、娱乐界名流青
睐，此前因新冠疫情停办两年。今年晚宴于4月30日
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偕妻子吉尔出席。晚宴过后，
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等
多家媒体的与会嘉宾等相继报告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截至目前，尚未统计出确切感染人数。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诺亚在席上的插科打诨竟
然一语成谶。当晚，面对高级政要、媒体记者、企业高
管及社会各界名流等2600多名宾客，诺亚在讲台上
笑言，这场晚宴将成为“最无与伦比的超级传播事
件”，而在场的政界和媒体人士“花了两年时间告诉
所有人戴口罩和避免大规模室内集会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4日发表声明说，国
务卿布林肯当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症
状轻微，将暂时居家隔离并远程办公。他说，布林
肯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和加强针，过去数日未与
总统拜登见面。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奇克斯5月5日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上，他就坐在拜
登夫妇中间，且三人都没有戴口罩。

晚宴主办方要求宾客入场前出示新冠疫苗接
种证明及当天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报道说，
奇克斯出席晚宴前确已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并打过
加强针，而且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5月4日表示，拜登出席
晚宴过程中未戴口罩，他5月3日接受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阴性。普萨基还说，布林肯不是拜登的
密切接触者，布林肯“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总统了”。

“第一夫人”吉尔近日前往中东欧国家访问，是否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及结果不得而知。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本
应作为嘉宾出席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但他说在
评估“个人风险”后，决定不出席此次活动。出席晚宴
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杰达·袁（音译）事后确认感染
新冠。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宴会厅的情景
就像“恐怖片”，“没有出口，被困在桌与桌之间。害怕
在人附近呼吸，但到处都是人。就像你是唯一一个
知道这很疯狂的人，这种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被无视的前车之鉴

据美国媒体报道，4月2日的格里迪隆俱乐部年度
晚宴后，超过70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美
国司法部长加兰、商务部长雷蒙多、农业部长维尔萨
克、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民主党籍联邦
众议员卡斯特罗和纽约市长亚当斯等美国政界要人。

美国商务部4月6日发表声明说，雷蒙多在出现轻
微症状后当天在家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结果呈阳
性。雷蒙多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针，将居家隔
离5天，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再返回办公室。

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加兰在得知自己
可能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后要求接受检测，结果其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呈阳性。他没有症状，此前已完全接种
新冠疫苗和加强针，将居家隔离至少5天，其间远程办
公，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再返回办公室。

美联社4月6日援引格里迪隆俱乐部主席汤德弗
兰的话报道，无法确定这些宾客感染的时间，但他们
确实在晚宴上与他人互动了。“我们得实事求是地预
计，会出现更多人感染。”另据法新社报道，多名出席
晚宴的媒体工作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纽约市政府4月10日发表声明说，市长亚当斯
当天早上出现声音沙哑，随后进行的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他未出现其他症状，已进行隔离并
将取消公开活动，以远程方式继续工作。那一天恰
逢亚当斯出任纽约市长100天。

格里迪隆俱乐部创建于1885年，是华盛顿历史最悠
久的记者组织，自19世纪90年代起，这一俱乐部每年一
度的春季晚宴就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外交界、工业界
和娱乐圈要人聚会娱乐的盛会，美国总统也时常参加。

格里迪隆俱乐部年度晚宴因新冠疫情停办了
两年，今年参加宴会的宾客须提供新冠疫苗接种
证明，但无须提供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约有630人
盛装出席晚宴，但现场几乎无人戴口罩。美国总统
拜登没有出席那场晚宴，但近来参加多场人员密
集的活动，许多同场人员也未戴口罩。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莱纳说，格里迪隆
俱乐部晚宴“超级传播活动”不仅证明变异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2的强传染性，以及在当前疫
情还未结束时就简单解除所有防疫措施是多么严重
的错误。人们在密闭空间聚集却不戴口罩的行为是不
安全的，要求人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联邦经费快用光了

除了两场“超级传播晚宴”，白宫4月6日证实，
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西蒙斯感染
新冠，哈里斯为密切接触者。哈里斯办公室说，哈
里斯将遵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南并咨询

医生，但打算“继续她的既定日程”。4月7日，美国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发言人在社交媒体
上说，佩洛西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她没有
症状，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针。

4月26日，哈里斯的新闻秘书艾伦发表声明说，
哈里斯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声明说，哈里
斯没有出现症状，此前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和两剂
加强针，她将在副总统官邸隔离并继续工作。哈里斯
最近没有同总统拜登或“第一夫人”吉尔密切接触，
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返回白宫。

拜登前任特朗普曾在2020年10月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并一度入院接受治疗，成为美国抗疫不力
的一大标志性事件。福奇日前表示，美国新冠病例
可能在未来几周上升，并有可能在秋季出现激增。

拜登在近期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目前处在新
冠疫情的一个新时刻，但并不意味着病毒消失了。
此外，他施压国会为联邦政府下一阶段防疫措施
拨款。当前，一项100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法案因党派
分歧卡在国会参议院。据美国媒体报道，如果没有
联邦资金支持，没有医保的美国人进行一次新冠
病毒检测要被收取125美元，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拜登政府两名高级卫生官员3月底在《纽约时报》
上联名刊文写道：联邦政府为美国人特别是无医保群
体提供新冠疫苗、检测和治疗的经费快用光了。如果
资金不到位，美国将处于不利境地，难以跟上持续变
异的病毒，让我们的健康、经济和心态受到威胁。

美国《国会山》5月8日报道说，白宫记者协会
年度晚宴相关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凸显新冠病毒
仍持续威胁美国、全国范围内病例数正在攀升的
现实。尽管美国急于“摆脱新冠病毒”，但大型室内
集会确实存在风险。

报道指出，参加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的人
大多是享有特权、人脉广泛的人，他们比一般美国
人更容易获得抗病毒药物等治疗、带薪假和其他
福利。从晚宴开始的新冠病毒传播不会停止，人们
可能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报道援引美国匹兹堡
大学医学教授热拉的话说，最受影响的不是参加
活动的人，“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其他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月5日发布的疫情周
报显示，全美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和住院病例数都在
上升。美国疾控中心指出，“奥密克戎”毒株亚型BA.2
仍是目前美国国内主要流行毒株，但新亚型BA.2.12.1
导致的感染病例正快速上升。（资料来源：新华社）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多位美国政府和国会高
层官员近期造访乌克兰，比如国务卿布林肯、国防
部长奥斯汀、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5月8日，在事
先没有对外宣布的情况下，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
登突然出现在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乌日霍罗德，
令全球深感意外。

当时，吉尔正在访问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
斯洛伐克，她当天从斯洛伐克边境进入乌克兰西
卡尔巴阡州，走访了该州首府乌日霍罗德一处安
置避难人员的学校，受到乌克兰第一夫人叶莲娜·
泽连斯卡娅的热情迎接——— 这也是俄乌爆发冲突
后泽连斯卡娅首次公开露面，吉尔一行在乌克兰
境内停留了大约两小时。

美国第一夫人进入战区很罕见，上一次类似
情况发生在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的夫人
劳拉·布什2008年秘密访问阿富汗，停留了大约10
小时；2005年劳拉再次访问了阿富汗。

今年2月和4月中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
多次邀请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但白宫均表

示拜登暂时没有访乌计划。不过，这
并非吉尔第一次替夫“出征”。去年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也是吉尔率
领美国代表团前往日本。

与以往美国总统配偶专职于第
一夫人不同，吉尔是第一位拥有博
士学位和带薪全职工作的美国第一
夫人，她现在仍任教于弗吉尼亚州
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作为英文
教授全职授课。

吉尔可谓“读书改变人生”的典
型代表，如果不是当年考入大学，她
或许不会认识拜登，也不可能成为
大学教授。吉尔出生在美国东北部
的新泽西州，高中时就一边读书一
边工作，高中毕业后，她进入一所社
区大学学习时尚商品推销专业，但
她对此并不满意，后来离开了学校。
吉尔不到20岁就结了婚，但那段婚姻
只持续了5年。婚后不久，吉尔考入特
拉华大学英语专业，1975年获学士学
位。正是那一年，吉尔经拜登的哥哥
介绍，认识了年长9岁的拜登。

当时的拜登已是特拉华州的联
邦参议员，但他的家庭几年前遭遇了
不幸。1973年，拜登的妻儿遭遇严重车
祸，第一任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不幸去世，两个儿子也受了伤。吉尔对
拜登的第一印象很好，两人第一次约
会后，她告诉母亲：“妈妈，我终于遇到
了一位绅士。”与此同时，吉尔也追求
着个人事业，她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当
老师，后来又到高中做全职英语老师，
还在拜登的参议员办公室帮过忙。

1977年1月，拜登和吉尔结婚。其
实，之前拜登已多次求婚，但吉尔更专
注于事业，对她来说，成为参议员的妻
子意味着要进入公众视野，她对此非
常谨慎。吉尔与继子博·拜登和亨特·
拜登相处得不错，博·拜登生前曾说，
吉尔“帮助我的父亲重建了家庭，她是
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吉尔还以博·拜
登为灵感，写过一本儿童读物。

婚后，吉尔一边教学，一边攻读
硕士学位，1981年获西切斯特州立学
院（现为宾夕法尼亚西切斯特大学）
教育学硕士。她和拜登的女儿艾什莉
也在那年出生，随后吉尔暂停工作，
专心在家抚养三个孩子。

两年后，吉尔重返工作岗位，继
续当老师、教英语，还教过一些患有
精神疾病的年轻人。1987年，她又从维
拉诺瓦大学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2007年，她获特拉华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吉尔在特
拉华州的公立高中和当地社区大学教了十几年书，
2009年拜登成为副总统后，她开始担任北弗吉尼亚社
区学院的全职英语教授，这所学校紧邻华盛顿。

吉尔热爱教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老师
不是我的职业，我本来就是个老师。”她在采访中
说：“当我走进教室，人们接受我做他们的英语老
师，那就是一份礼物，他们给我的礼物。”她说，自
己下班后曾在学校的卫生间里换上酒会礼服和高
跟鞋，无缝切换去参加白宫晚宴；也曾在陪拜登出
差时，在副总统专机“空军二号”上批改试卷。

吉尔也得到不少学生的好评，2017年上过吉尔英
文课的朱丽叶·罗索说，吉尔从不摆架子，“她很真
诚，又谦逊。”吉尔很关注美国社区大学，奥巴马时
期，她参与了多个社区大学相关项目。当时，吉尔就
表示，就算成为第一夫人，自己也会继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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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场
场名流如织、欢
声笑语、觥筹交
错的高端晚宴，
正成为新冠病毒

“ 超 级 传 播 事
件”。继4月2日的
格里迪隆俱乐部
年度晚宴之后，4
月30日的白宫记
者协会年度晚宴
被证明是又一场

“ 超 级 传 播 活
动”。连日来，不
断有与会人员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包括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多家主流媒体
人士。一个多月
前 的 那 场 晚 宴
后，已有包括多
名美国政府部长
在内逾70人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两场晚宴
叠加，导致新冠
病毒正一点点渗
入白宫、接近拜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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