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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一些美国媒体反而将美国抗疫评为“世界第一”，
这既有悖于基本的人类伦理，也无助于未来的人们真实、客观地看待当
下的世界历史。鉴往知来，2021 年 8 月 9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为此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
疫真相》智库研究报告，还原美国抗疫真实状况。

● 2021 年 7 月 30 日，全美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 10 万例，
进入第四波的上升期。冰冷的数字背后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尤
其是党派斗争将疫情高度政治化，让“原本不必死去” 的美国人民失去
了生命。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联邦、州、
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以及保守派媒体和自
由派媒体之间……都充满了两党分歧。

●病毒和人祸双重打击之下，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60 多万因疫情丧生的美国人的尸骨足以堆积成山。美国流行病学家威廉 •
福格认为，“这是一场屠杀” ！

●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
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

●到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英语媒体中关于新冠病毒的假消息中约
38% 的报道提到了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是新冠肺炎假信息的最
大推手”。

●美国在 2019 年下半年暴发的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或“白
肺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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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何种研究？是否与冠状病毒相关？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何？与全球新
冠疫情起源是否有关联？这些都是新冠溯源中理应得到解答的疑问，但
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

●为了借疫情达到政治目的，美国政府打压科学家、压制专业意见。
特别是否认“实验室泄露论”的科学家遭到网络暴力、骚扰，不仅正常工
作受到影响，甚至面临人身威胁。

●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相互掣肘、层层推诿，构成了“散装美国”抗疫
格局。

●救股市不救人命。美联储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增发措施，美国股
市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触及低点以后一路飙升。从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1 月，600 多名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从大约 2.947 万亿美元增加到 4.085
万亿美元，增长幅度达 38.6%。

●美联储滥发货币，美国用一年半的时间印了两百多年来所有美元
的近一半！世界各国却不得已因此“背锅”，承受本不应承受的通胀压力、
动荡压力、“泡沫”压力。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深受新冠病毒疫情之
苦的世界各国遭遇病毒之外的经济和社会额外压力，甚至带来政治冲突
和地区混乱。

●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有毒阴谋论加剧了对亚裔的欺凌和仇恨。仅
2021 年 3 月一个月内，亚裔歧视案件就激增了近一倍。

●社会动荡堪称美国的“沉疴宿疾”，而新冠疫情则充当了“放大器”。
2021 年，美国犯罪率在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远高于英国、加拿大、西
班牙等国家，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 2020 年调查表明，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分别有 89% 和 90% 的
人认为，如果对方大选获胜，将对美国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美国两党
的政治生态在不断恶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依然有 2000 多万美国公民出国。美国对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拜登指示美国情报部门 90 天内提供疫情溯源报告的同期，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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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多位政府高官相继就疫情溯源表态，
无端制造了国际纷争。而对于本国疫情早期传播存在的疑点，美国面对
国际社会的关切却讳莫如深。

●美国对外出口新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分之一，除了
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了国际抗疫秩序。

●相比于新冠病毒，更为致命的“病毒”是在美国带领下不断滋生的溯
源恐怖主义。

●客观的事实已表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
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
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
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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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美国抗疫全球第一！”

——彭博社“全球抗疫排名”（2021 年 6 月 28 日）

“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冷酷的经济、分裂的

公众……一场强烈和无处不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已经身

患严重的基础病，却多年来得不到治疗。”

——《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载《大西洋月刊》，

2020 年 6 月号。

美国号称当今世界“第一强国”，

拥有充足的医疗资源、训练有素的公

共卫生队伍和完整的应急管理体系。

然而，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在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却

令世人大失所望。美国彭博社评“美

国抗疫全球第一”注定沦为了世界笑

柄。

更糟糕的是，“基础病”导致美

国疫情沉疴难返，不仅使美国人民

陷入重重危机，对全球抗疫大局也

产生破坏性的冲击。

在国内，美国是“抗疫失败国”，

反科学反常识，掩盖真相，将抗疫

问题政治化、抗疫措施货币化，富

者财产急剧膨胀，普通民众生活倒

退，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进一步加

剧。

在国际上，美国是“病毒扩散

国”、	 “疫情源头嫌疑国”和“全球

抗疫破坏国”。美国非但没有遏制

病毒向全球扩散，反而大搞“溯源

恐怖主义”和对他国的有罪推定、

奉行疫苗民族主义，损人利己，

制造国际人道主义灾难。

病毒不分国界，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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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蔓延一年半有余，看不到

明确的疫情终止期。而美国政府仍

在不作为、乱作为，带来不可估量

的全球危机和人类灾难。这进一步

凸显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一些美国

媒体反而将美国抗疫评为“世界第

一”，这既有悖于基本的人类伦理，

也无助于未来的人们真实、客观地

看待当下的世界历史。鉴往知来，

2021 年 8 月 9 日，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太和智库、海

国图智研究院为此发布《“美国第

一”？！美国抗疫真相》智库研究

报告，还原美国抗疫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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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党争不为生命

截至 2021 年 8 月 7 日，美国

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

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确诊病例 35,530,951 例，其中死亡

613,658 例 1，二者均名列世界第一。

7 月 30 日，全美新冠病毒单日新增

病例数超过 10 万例，这是继上一

次单日新增病例数超 10 万（2 月 6

日）近六个月以来再次刷新纪录，

进入新一波的感染高峰。冰冷的数

字背后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

尤其是党派斗争将疫情高度政治

化，让“原本不必死去”2 的美国人民

1 US CDC,“United States COVID-19 Cases, Deaths, and Laboratory Testing (NAATs) by State, 
Territory, and Jurisdiction”,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ases_casesper100klast7days（访
问时间：2021 年 8 月 7 日）。
2 Jorge L. Ortiz and Ryan W. Miller, "'An American tragedy': Biden offers incentives, mandates to 
get 90 million holdouts to vaccinate," https://news.yahoo.com/biden-announce-vaccine-mandate-
federal-080010481.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失去了生命。

美国精英层操弄政治、制造对

立，美国两党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

切为了政治利益”。这是标榜“人权

至上”的美国政府对人民“生命至上”

的漠视——只为党争，不为生命！

（一）美国第一：抗疫失败国

作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家，

美国的卫生支出规模也长期高居世

界第一。详见图表 1 所示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 2018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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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美 国 卫 生 支 出 占

GDP 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且远超其

他国家。以如此之高的卫生支出比

例，美国取得的抗疫成绩本应是名

副其实的世界第一，但实际上却是

另一个排序的“第一”。

图表 2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疫情统计图 3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图表 1 2018 年各国卫生支出占 GDP 比例（%）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 WHO, “Situation by Region, Country, Territory & Area”,https://covid19.who.int/table ( 访 问 时 间：
2021 年 8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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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表 2 所示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WHO）的统计数据，美国的

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都

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并且，

美国的疫情曲线从未“拉平”，而是

呈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走势，

详见图表 3：

图表 3：美国全国每日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趋势 4

数据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 US CDC,“Trends in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in the US Reported to CDC, by State/
Territory”,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trends_dailytrendscase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5 US CDC,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ases-updates/burden.html#whycdcestimate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根据图表 3 中的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

自 2020 年以来，美国已经历了三

波新冠肺炎疫情，现在第四波疫情

正在开启。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年 5 月 29 日估计，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若包含潜在未发

现病例，美国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约

为	1.202亿，住院病例约为620万例，

死亡 76.7 万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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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e Biden, "My Plan to Reopen America After the Coronavirus", https://www.nytimes.
com/2020/04/12/opinion/joe-biden-coronavirus-reopen-america.html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

（二）不断坐失抗疫窗口期

一波又一波疫情接踵而至，为

何美国一次次错过抗疫窗口期？

疫情初期，共和党主政的各州

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小，保持美国经

济和就业增长有利于稳固共和党基

本盘。因此，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视

疫情警告，试图淡化疫情风险。事

实上，

——2020 年 1 月初，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收到分别来自美国国务

院传染病学家和美国国防情报局下

属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的报告，预测

新冠疫情将蔓延至美国并可能发展

成“全球大流行”；

——2020 年 1 月 18 日和 1 月 30

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

扎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通报疫情的

潜在严重性；

——2020 年 1 月 29 日，白宫国

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

瓦罗提交备忘录，警告疫情可能导

致多达 50 万人死亡，造成数万亿美

元经济损失。……

起初，白宫基调一直是“不要恐

慌”，联邦政府几乎未采取任何具体

防范措施，特朗普甚至多次公开表

示疫情不会在美国大暴发，美国感

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非常低”，认为

新冠病毒和普通流感没什么两样。

对此，2020 年 4 月，时任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拜登发表署名文章，批评

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计划、没

有准备、没有诚实地评估和传达（病

毒）对国家的威胁，导致了灾难性

的后果……”6

2020 年，新冠疫情在民主党主

政的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扩

散较快。但是，民主党人在“打嘴仗”

上花费的精力高于实际抗疫。例如，

—— 以 纽 约 州 州 长 科 莫 等 为

代表的民主党人致力于指责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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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不作为，科莫的支持率一度

飙升，CNN 甚至称他可能是“现在

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7 但是，

2021 年 1 月底，纽约州总检察长公

布调查报告，发现科莫曾经大量瞒

报养老院死亡病例，并曾在疫情初

期将 9000 多名正在康复中的新冠患

者送回养老院。8

——虽然将自己的抗疫不力归

咎于白宫，但在特朗普政府被迫宣

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前，纽约州

等民主党主政州并未承担其应当承

担的基本责任，包括未能预警民众，

也未能筹集充足的抗疫物资等。

所以，在党派斗争的基本逻辑

下，疫情初期的美国没有形成两党

共识与合作，反而淡化疫情风险、

拖累抗疫救助步伐，错过了第一波

疫情防控的“黄金窗口期”。

同样的党争，在第二、第三波

疫情上演。抗疫政策沦为政党政治

博弈的筹码，两党缠斗成为防控疫

情的最大障碍，两党漠视了美国人

民的整体利益和生命健康，甚至连

紧急纾困法案（Cares	Act）都沦为

两党政治营销的新战场。

尽管两党协同出台了紧急纾困

法案（Cares	Act），通过了数轮纾

困措施，但是，两党为此争论不休，

争相试图在救助方案中写入大量对

己方更有利的条款，拖累了救助方

案的及时通过，延迟了抗疫措施实

施和抗疫资源的分配。

在疫情沦为华盛顿政治舞台上

的讨价还价筹码之时，美国社会爆

发由种族矛盾引起的抗议骚乱，也

成为两党鼓动选票的政治营销手

段，其结果是美国社会陷入“抗疫 -

抗议 - 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事

实已证明，2020 年起，先有从密歇

7 Chris Cillizza, "Andrew Cuomo may be the singl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America right now," http://
lite.cnn.com/en/article/h_987b700fd14b83fc4b71ca7afe6b150e（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 Bernard Condon and Jennifer Peltz, "Over 9,000 virus patients sent into NY nursing homes," 
https://apnews.com/article/new-york-andrew-cuomo-us-news-coronavirus-pandemic-nursing-homes-
512cae0abb55a55f375b3192f2cdd6b5（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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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rge L. Ortiz and Ryan W. Miller, ‘An American tragedy’: Biden offers incentives, mandates to get 90 
million holdouts to vaccinate. COVID-19 updates, https://news.yahoo.com/biden-announce-vaccine-
mandate-federal-080010481.html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 Doyle Mcmanus, “Column: Catastrophes normally bring Americans together. Why not now?”,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0-04-19/trumps-disunited-states-of-america ( 访 问 时 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根州开始、蔓延到多个民主党主政

州的要求取消居家隔离令的抗议活

动，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后有民主

党借弗洛伊德事件，支持“黑人的

命也是命”运动，组织遍布全美的

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发生大量骚

乱行为。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坦言，“美

国的悲剧”还在持续 9。漠视美国人

民基本人权的政治操弄还在持续，

这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还在美国

大地上蔓延。

（三）政治利益高于民众生命

2020年4月，美国《洛杉矶时报》

刊文发问：“重大灾难通常会让美

国人团结起来，但为什么现在却不

是这样？”10 原因就在于新冠肺炎疫

情被党派政治所绑架！党派利益在

牺牲美国人民的生命利益！

2020 年美国大选年，新冠病毒

疫情从一开始就和选举政治和两党

各自的政党利益纠缠在一起。

时任总统特朗普谋求连任。在

美国，影响选票的关键是经济指标，

淡化疫情、迅速重启经济有利于特

朗普阵营的选情。共和党人指责民

主党人为了获得政治利益散布恐惧。

在野的民主党人谋求夺回总统

位置。因此，民主党人以隐瞒疫情

攻击特朗普政府，批评其“用美国

人的生命发展经济”，并指责其防

控不力、领导无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从核

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

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联邦、

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

司法各部门之间，以及保守派媒体

和自由派媒体之间……都充满了两

党分歧，让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

内耗”。美国冠状病毒危机小组委

员会主席詹姆斯·克莱本指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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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美国暴发六个月后，联邦政

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以保护

人民健康。11

美国精英层既没有尽可能多地

动员美国社会资源，也没有团结起

来形成整体性抗疫战略，当然无法

尽快并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相

反，政治和资本精英们竭力满足各

自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甚

至联邦最高法院等司法系统也卷入

其中，各种权力斗争日益公开化。

这些操弄政治的美国精英层选

择性遗忘了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即有效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也遗忘了作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美

国政府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保障美

国公民的生命权。

这种选择性遗忘导致美国一而

再、再而三地坐失控制疫情的窗口

期。哥伦比亚大学疾病研究人员通

过模型分析显示，如果美国政府

2020 年 3 月 13 日发布的疫情防控

措施能够提前两星期，那么到 5 月

3 日时，美国有 5.4 万人的生命本

可因此得救。12

这种选择性遗忘导致美国疫情

防控政策混乱、行动迟缓，任何与

疫情相关的行动或表态都有可能被

两党党争所捆绑。病毒和人祸双重

打击之下，新冠病毒疫情至今未能

得到有效控制，60 多万因疫情丧生

的美国人的尸骨足以堆积成山。美

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认为，“这

是一场屠杀”！ 13

11 Select Subcommittee o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Hybrid Hearing On 'The Urgent Need For A 
National Plan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https://coronavirus.house.gov/subcommittee-activity/
hearings/hybrid-hearing-urgent-need-national-plan-contain-coronaviru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12 James Glanz and Campbell Robertson, “Lockdown Delays Cost at Least 36,000 Lives, Data Show”,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20/us/coronavirus-distancing-deaths.html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3 Nicholas Kristof, “America and the Virus: ‘A Colossal Failure of Leadership”, https://www.nytimes.
com/2020/10/22/opinion/sunday/coronavirus-united-states.html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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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科学反常识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因党争而

被过度政治化，反映在疫情控制上，

表现为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

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

常识。这也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

的直接原因。

（一）严重违背科学常识

2020 年春季，在全球科学家的

共同努力下，人类对新冠肺炎已有

一定的科学认知。2 月中旬，中国 -

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

合考察报告明确指出，该新型病毒

“既不是 SARS，也不是流感”，且“在

任何环境下”都会对公共卫生与社

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世卫组织也

不断调升全球疫情风险的警示，并

明确指出积极检测并隔离病例是切

断病毒传播、进行有效疫情防控的

关键。14 美国政府——特别是时任

总统特朗普——却无视科学事实，

通过白宫疫情发布会、大众媒体和

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散布反智主义

的虚假信息。康奈尔大学一项研究

认为，到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英

语媒体中关于新冠病毒的假消息中

约 38% 的报道提到了特朗普，“美

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是新冠肺炎假信

息的最大推手”。15 这些言论不仅极

大误导美国民众，低估疫情风险，

不少民众还因轻信其荒谬言论而受

到严重伤害。

在疫情初期，特朗普称新冠肺

14 WHO,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16 March 
2020,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
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6-march-2020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5 Aaron Blake, “Study shows Trump is a super-spreader-of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10/01/study-shows-trump-is-super-spreader-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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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是“流感”、很快就会出现“针对它

的流感疫苗”，并且幻想新冠疫情

将在 4 月份随着天气变暖而“突然

消失”。16 在普通民众是否应当佩戴

口罩预防病毒传播的问题上，美国

政府也未能正确传递信息。17

在疫情出现第一轮暴发后，特

朗普开始极力推广高风险的“抗新冠

神药”。3 月 21 日，他在推特上宣

称羟氯喹具有抗新冠病毒的潜在好

处。但 4 月 24 日 FDA 就警告羟氯

喹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更新后的

美国新冠肺炎临床诊疗指南甚至反

对使用该药。18 特朗普还在检测问

题上混淆视听。检测不足是导致美

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被严重低估、

传染链条难以被切断的重要原因。

但特朗普无视科学，宣称美国检测

太多才导致病例飙升，并要求“放

缓检测”。19 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疫情

防控决策过程中的反科学反常识。

（二）掩盖真相

美国官方正式公布的第一例新

冠肺炎病例出现于2020年1月21日。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实际

出现疫情的时间远远早于这一时间

点。疫情在美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出

现的？早期的真实传播路径究竟是

什么？疫情起源与美国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无关联？美国政府至今讳莫

如深。

早在 2020 年 3 月份，美国疾控

16 Tommy Beer, “All The Times Trump Compared Covid-19 To The Flu, Even After He Knew Covid-19 
Was Far More Deadly”,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mmybeer/2020/09/10/all-the-times-trump-
compared-covid-19-to-the-flu-even-after-he-knew-covid-19-was-far-more-deadly/?sh=1c2e16d2f9d2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7 Alexandra Kelley, “Fauci: why the public wasn’t told to wear masks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egan”, https://thehill.com/changing-america/well-being/prevention-cures/502890-fauci-why-the-public-
wasnt-told-to-wear-mask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8 NIH, “Covid-19 Treatment  Guidel ines(Last  updated July8,  2021)” ,   h t tps: / /www.
covid19treatmentguidelines.nih.gov（访问时间：2021 年 7 月 28 日）。
19 Kevin Freking, “Trump suggests US slow virus testing to avoid bad statistics”, https://apnews.com/
article/virus-outbreak-donald-trump-ap-top-news-joe-biden-tulsa-476068bd60e9048303b736e9d7
fc6572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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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eri N Althoff, Advid J Schlueter, et al., “Antibodies to SARS-CoV-2 in All of Us Research Program 
Participants, January 2-March 18, 2020”,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15 June 2021, https://academic.
oup.com/cid/advance-article/doi/10.1093/cid/ciab519/6294073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1 Enjoli Francis, “‘Respiratory outbreak’ being investigated at retirement community after 54 residents 
fall ill”,https://abcnews.go.com/US/respiratory-outbreak-investigated-retirement-community-54-
residents-fall/story?id=64275865（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2 Diana DiGangi, “Army germ lab shut down by CDC in 2019 had several ‘serious’ protocol violations 
that year”, https://wjla.com/news/local/cdc-shut-down-army-germ-lab-health-concerns （ 访 问 时 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23 Stephen Kinzer, “The Secret Histroy of Fort Detrick, the CIA’s Base for Mind Control Experiments”,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9/15/cia-fort-detrick-stephen-kinzer-228109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中心主任就公开承认，2019 年的一

些流感病例可能实际为新冠感染者。

2021 年 6 月 15 日，医学期刊《临

床传染病》发表了美一研究团队对

24000 例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其中

9例呈现新冠抗体阳性，7例出现的

时间早于美国在当地正式报告病例。

这表明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 2019

年 12 月就在伊利诺斯州、马萨诸塞

州、密西西比州、宾夕法尼亚州和

威斯康辛州等多地出现传播。20

事实上，美国疫情时间线还有

可能进一步前移。根据美国媒体报

道，2019 年 7 月，弗吉尼亚州一家

养老院曾经出现症状与新冠肺炎高

度相似的“呼吸系统疾病暴发”。21

几乎同一时期，美国军方的生

物实验中心——德特里克堡不久之

后就因为当年曾出现多起包括“严重”

级别的违规操作行为关闭。22 德特

里克堡曾是美国“最黑暗”的生物实

验中心，秘密进行生物与化学武器

开发。2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披露，

靠近德特里克堡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的一个实验室、得克萨斯大学的一

个实验室正在进行冠状病毒相关实

验。24 美国在全球有 200 多个生物

实验室。

另外，2019 年 10 月 3 日，美国

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报告显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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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15 个州出现 18 人死亡于病因不

明的严重肺部病症。确认或疑似感

染病例累计达 1080 个，这种病症由

于拍片时肺部出现白化现象（新冠

肺炎也有这种现象）而被称为“白肺

病”，当时认为病因可能与使用雾化

型电子烟有关。*

这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

病”或“白肺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

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

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是否与冠

状病毒相关？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

何？与全球新冠疫情起源是否有关

联？这些都是新冠溯源中理应得到

解答的疑问。

美国政府理应澄清，却一直拒

绝被调查，徳特里克堡到底有什么

不为人知、不能为人知的秘密？美

国政府究竟想掩藏什么？

（三）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搞有

罪推定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与

医学问题，旨在防止下一次大流行

疾病的出现，保护各国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病毒溯源也是一项艰巨的

科学与医学任务，需要各国科学家

依循证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

究。美国政府却在这个问题上搞有

罪推定，预设“武汉实验室起源”的

结论，阻挠科学溯源工作的开展。

根据	“政客”（Politico）网站报道，

美国疫情暴发后，白宫与国家安全

委员会坚持，病毒起源问题与拯救

生命同等重要，“特别是因为这让美

24 Katherine Eban, “The Lab-Leak Theroy: Inside the Fight to Uncover COVID-19’s Origins”, https://
www.vanityfair.com/news/2021/06/the-lab-leak-theory-inside-the-fight-to-uncover-covid-19s-origins（访
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 CDC, States Update Number of Cases of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E-cigarette Use, or Vaping,

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19/s1003-lung-disease.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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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rin Banco and Daniel Lippman, “Top Trump officials pushed the Covid-19 lab-leak theroy: 
Investigators had doubts”,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15/wuhan-lab-trump-officials-
covid-494700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6 Ibid.

27 Mark Mazzetti, Julian E. Barnes, Edward Wong and Adam Goldman, “Trump Officials Are Said to 
Press Spies to Link Virus and Wuhan Lab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30/us/politics/trump-
administration-intelligence-coronavirus-china.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8 Natasha Bertrand, Pamela Brown, Katie Bo Williams and Zachary Cohen, “Senior Biden officials 
finding that Covid lab leak theory as credible as natural origins explanation”, https://www.cnn.
com/2021/07/16/politics/biden-intel-review-covid-origins/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9 Julian E. Barnes and David E. Sanger, “U.S. Is Said to Have Unexamined Intelligence to Pore Over 
on Virus Origin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7/us/politics/coronavirus-origins-intelligence.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对北京的优势”。
252020 年 4 月 30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就在记者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

自己“看过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证

据”；5 月 3 日，国务卿蓬佩奥也对

媒体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来

自武汉实验室。但是，包括直接参

与政府溯源调查的政府官员却表示，

证据并不能支持这些说法。26《纽约

时报》报道说，白宫高级官员向情

报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其将新冠病

毒与武汉病毒所联系起来，以便让

溯源问题变成特朗普政府甩责中国

的政治武器。27

2021 年初上任的拜登政府不仅

延续了前任的这一思路，并且进一

步鼓动盟友、绑架世卫组织，炒作

所谓“证据”、给中国“定罪”。2021 年

收集和分析可以更接近新冠病毒来

源明确结论的信息并提供“明确结

论”，并要求在 90 天内给出说法。

虽然并未出现新证据，但这一次美

国情报部门改口“实验室泄露论”的

可能性至少和“自然起源论”一样。28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还呼吁

盟国“将自己的情报工作集中在检查

新冠病毒可能意外从实验室泄露的

理论上”，希望借溯源“加强美国与盟

国的情报合作”。29 世卫组织秘书处

单方面提出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再度把调查焦点指向“实验室泄露论”，

这与中国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此前

的结论相抵触，背后又究竟发生了什

么？截至 2021 年 7月 25 日，60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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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致函世卫组织，认同第一阶段溯源

研究成果，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四）打压科学家

为了借疫情达到政治目的，美

国政府打压科学家、压制专业意见。

否认“实验室泄露论”的科学家遭到

网络暴力、骚扰，不仅正常工作受

到影响，甚至面临人身威胁。

2021 年 4 月，因反对使用特朗

普吹捧的抗疟疾药物，美国生物医学

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里克·布莱特

被免职。30 被称为美国“抗疫队长”的

福奇博士，也因为批评特朗普屡次拒

绝及早实施社交隔离措施、错失抗疫

时机，以及多次在媒体上纠正总统发

表的虚假信息而受到打压。特朗普公

开攻击福奇“犯了很多错”，31 要在大

选后“解雇”福奇。32

在拜登政府上台后，针对福奇

的政治攻击也未缓解。2021年 5月，

福奇在疫情应对早期的大量相关邮

件被公布，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失

职，共和党中要求将其解职的呼声

却越来越大，福奇再一次被迫在疫

情起源问题上站队表态。33 不仅美

国国内科学家受到打压，一些国际

科学家也受到攻击。2020 年 8 月，

《柳叶刀》杂志签署公开信，反对

病毒实验室起源论的英国病毒学家

彼得·达扎克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研

究基金时被附加无理条件，要求他

从武汉实验室获取用以确定病毒基

30 Michael D. Shear and Maggie Haberman, “Health Dept.  Off ic ia l  Says Doubts on 
Hydroxychloroquine Led to His Ouster”,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2/us/politics/rick-bright-
trump-hydroxychloroquine-coronavirus.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1 Rebecca Shabad, “Trump says Fauci ‘made a lot of mistakes’”,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
politics-news/trump-says-fauci-made-lot-mistakes-n1233402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2 Zeke Miller, “Trump threatens to fire Fauci in rift with disease expert”, https://apnews.com/article/
trump-threatens-fire-fauci-rift-disease-57c804db048aa7f1c99f227b495f52e6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3 Jill Colvin and Zeke Miller, “Republicans aim to revive Fauci attacks after email trove released”, 
https://chicago.suntimes.com/2021/6/5/22520346/gop-revive-fauci-attacks-email-trove （ 访 问 时 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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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序列的病毒样本，并要求其所在

机构安排美国政府对武汉实验室进

行检查。34 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

尔·安德森为武汉实验室正名后，

被“溯源极端分子”在网络上疯狂抹

黑，甚至不得不报警。35

34 Nidhi Subbaraman, “‘Heinous!: Coronavirus researcher shut down for Wuhan-lab link slams new 
funding restriction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473-4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5 Wendy Tuohy, “‘Eat a bat and die’: Vile threats against Wuhan lab conspiracy-buster”, https://www.
smh.com.au/national/eat-a-bat-and-die-vile-threats-against-wuhan-lab-conspiracy-buster-20210701-
p5861i.html (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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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失灵使疫情难控
美国疫情失控背后是两党“为了

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格局，两党制政

治架构和联邦制、三权分立制之间

的相互掣肘，政治和经济寡头们把

持政策制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服从

于资本利益等制度性缺陷，导致美

国抗疫过程政令不一、无法实现全

国抗疫一盘棋。

上述制度失灵植根于资本主义

的逐利本质：口头上号称“人权至上”、

行动中实行资本利益至上，采用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应对公共

卫生危机。

（一）“散装美国”抗疫格局

美国 50 个州全部因新冠病毒

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客观上

要求美国整合所有公共卫生资源并

尽可能动员全体社会资源进行有效

应对。但是，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

相互掣肘、层层推诿，构成了“散

装美国”抗疫格局。

联邦制是一种纵向分权制度。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实行联邦、

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层治理，各州

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类似新冠

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务属于

内政，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

理。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联邦政府

统一调配医疗战略储备和给予地方

政府补助等。

当党派斗争遭遇联邦、州和地

方政府权力的分工，新冠病毒疫情

防控工作就陷入明显的分歧、矛盾

甚至是对抗中。

一方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

斗争此起彼伏。联邦政府无权用强

制手段干预州政，除非各州愿意让

渡一部分治权，联邦政府无权统一

部署旨在切断病毒传播链的强制性

措施。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民主

党主政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围绕疫情

防控冲突不断，例如：

——2020 年 3 月，特朗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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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ergei Klebnikov，“Cuomo: New York Quarantine Would Be ‘Federal Declaration Of War’”，
https://www.forbes.com/sites/sergeiklebnikov/2020/03/28/cuomo-new-york-quarantine-would-be-
federal-declaration-of-war/（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37 Alex Sherman, "Three West Coast states announce pact on reopening economy," https://www.cnbc.
com/2020/04/13/coronavirus-latest-update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38  Stephanie Kelly, Doina Chiacu,“U.S. states, cities desperate for coronavirus help, military 
prepares”,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adams/us-states-cities-desperate-
for-coronavirus-help-military-prepares-idUSKBN21A27M（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39 Tim Fitzsimons and The Associated Press, “These states are rolling back Covid restrictions, 
including mask mandates and indoor capacity caps”,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these-
states-are-rolling-back-covid-restrictions-including-mask-mandates-n1259751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0 CELINE CASTRONUOVO，“Cawthorn: Biden door-to-door vaccine strategy could be used to 
'take' guns, Bibles”,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562372-cawthorn-biden-door-to-door-vaccine-
strategy-could-be-used-to-take-guns-bible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3 日）。

考虑以联邦政府名义下达对纽约州

等三个疫情严重州的强制隔离。纽

约州州长科莫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联

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36

——2020 年 4 月，纽约州等美

国东部海岸 7 个州组建“多州协定”，

加利福尼亚州等美国西海岸 3 个民

主党主政州组建“西部州协定”，不

接受联邦政府领导，自行组建联盟

协调防疫和复工等问题。37

——美国联邦政府在医疗物资

保障上行动迟缓，对防疫物资的指

导“缺位”、筹措调配混乱，导致联邦、

各州和地方政府陷入抢夺防疫物资

大战，联邦政府甚至与多个州政府

竞价抢夺他国物资。联邦政府调配

防疫物资以党派考量为重，优先照

顾共和党主政州和对共和党选举比

较重要的州。38

民主党的拜登担任总统以来，

大力推行“口罩强制令”和疫苗接种

等举措，但共和党主政州和联邦政

府之间深陷冲突。例如：

—— 以 得 克 萨 斯 为 首 的 11 个

共和党主政州宣布开始“全面解封”。

在得克萨斯州长宣布完全开放后，

拜登批评其为“粗鲁莽撞的思维方

式”。39

——一些共和党主政州对疫苗

的抵制导致拜登政府力推的疫苗接

种计划进展缓慢，有共和党议员甚

至表示，“拜登政府扩大疫苗接种的

计划可能会被民主党用来没收人们

的枪支和圣经。”40



  23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41 MAYOR'S OFFICE PRESS RELEASE: Mayor Turner Asks Houstonians to Follow "Stay Home, 
Work Safe" Order,https://www.houstontx.gov/mayor/press/2020/stay-home-work-safe-order.html（访问
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2 Meagan Flynn andMarisa Iati，“Georgia Gov. Brian Kemp sues Atlanta over mask requirement as 
coronavirus surges in the state”，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0/07/16/kemp-georgia-
mask-mandate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另一方面，两党各自主政的州

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的指令

不一。

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人口构

成等因素决定了美国东西海岸与内

地之间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城市、

郊区与小镇以及内陆农村对新冠病

毒威胁的态度存在巨大鸿沟。例如，

——2020 年 3 月，由于共和党

主政州的疫情防控措施整体偏松懈，

位于共和党主政州的休斯顿等民主

党主政城市先于所在州的州政府宣

布居家隔离禁令，形成“共和党主政

州 - 民主党主政城市”的对立格局，

凸显出美国各州内部的城乡差异。41

——2020 年 7 月，佐治亚州的

共和党州长对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

大市的民主党市长提起诉讼，试图

阻止市长颁布的“强制戴口罩令”。42

从上述两个方面不难看出，党

争与联邦制的结合使得分层治理催

化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机构

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疫情防控

缺乏统一协调领导，各州各地各自

为政、一盘散沙。

（二）权力制衡变成权力游戏

三权分立制是美国的横向分权

制度设计，一贯被奉为圭臬的这一

权力制衡、自我纠偏机制，在新冠

病毒疫情期间，非但没有发挥有效

作用，反而在党争操弄下从权力的

制衡演变成权力的游戏。

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众议院由

民主党把控，行政当局和参议院由共

和党控制，特朗普任命了三个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这一权力架构

中，党派斗争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时任总统特朗普和众议

院、尤其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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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例如，在紧急纾困法案出台后，

2020 年 4 月 2 日，佩洛西宣布成立

由两党组成的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

特别委员会，专门监督特朗普政府

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措施。对此，

白宫表示这是“政治迫害”，声称正

因为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调查使得

特朗普政府无法有效进行疫情防控。

第二，国会内部众议院和参议

院的斗争。民主党借助众议院打击

和牵制特朗普政府，在绝大多数涉

及疫情的政策上，共和党利用参议

院平衡、回击众议院以策应白宫。

第三，号称“独立”的司法系统

被频繁卷入两党恶斗。疫情期间，

两党之间难以妥协的矛盾越来越诉

诸于各级法院，例如“州长诉市长”

案等。到卸任之时，特朗普任命了

多达 200 多名保守派法官，并且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与自由派

大法官的对比呈 6:3 的压倒性优势。

美国司法系统的政治化是对政治责

任的放弃。

拜登上任以来，尽管民主党能

够主导国会，但是拜登政府面临司

法沉默、立法对峙和行政无能的“三

权分裂”困境。

2020 年 12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以“没有司法可认知的利益”的理

由拒绝审理由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

领衔、全美 17 个州联名参与的选举

司法诉讼案。美国司法系统的集体

缺位，产生了“如果一个案件连发挥

天平和裁决作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都无法审理，还有哪个司法机构

可以审理”的制度性疑问。

民主党对共和党做出利益妥协，

共和党在参议院可以继续行使“阻挠

议事程序”，搁置或推翻拜登政府的

立法。例如，共和党议员一再阻挠

拜登政府的疫情纾困法案和基础设

施建设法案等。

权力的游戏之下，美国至今疫

情数据混乱，一方面未对确诊病例

及时全面收治，另一方面因缺乏统

一有效协调而浪费大量宝贵医疗资

源。

因此，美式抗疫失败是从信息、

决策到执行，横跨两届政府、贯穿

各个环节的治理失败，党争正在使

三权分立基础陷入塌陷式破坏。如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题为《美国

的新冠病毒危机是民主的失败》的

评论文章所称，“虽然新冠病毒被称

为是一次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但

这场导致美国民众大量死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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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avid Lift,“The Coronavirus Crisis in the U.S. Is a Failure of Democracy,” http://time.com/5839195/
coronavirus-democracy-failure（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4 Forbes, "American Billionaires Have Added More Than $1 Trillion In Wealth During Pandemic,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mmybeer/2021/01/26/report-american-billionaires-have-added-more-
than-1-trillion-in-wealth-during-pandemic/?sh=5ab2f0e02564（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机会急速流失的疫情，本质上并不

是公共卫生应对上的失利，而是一

次民主的失败。”43

（三）一切为了资本

美国《独立宣言》提到的“人人

生而平等”的立国基本原则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荡然无存。彭博社排名

所鼓吹的行动自由和社会“正常运行”

等维护的不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而是资本需要自由流动、攫取超额

利润的利益诉求。

—— 救股市不救人命。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美国股

市曾发生数次暴跌和剧烈震荡。对

此，美联储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

增发措施，美国政府和国会又通过

多个救助法案，前后释放的新增货

币数量达数万亿美元，这些钱大部

分流入了美国股市，刺激其不断膨

胀。因此，美国股市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触及低点以后一路飙升。

美国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在新

冠病毒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美国大

企业通过各类经济刺激计划获得巨

额帮助。大量低收入人群却在获取

食物、保持工作岗位和获得基本卫

生保健方面困难重重，但同时他们

又将自己的救济金投入股市、将此

作为仅有的投资渠道，导致海量资

金涌入美国股市，而股市的上涨进

一步使美国顶级富豪们的财富暴增。

根据《福布斯》年度亿万富翁

报告和实时数据，从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1 月，600 多名美国亿万富

翁的财富总额从大约 2.947 万亿美元

增加到 4.085 万亿美元，增长幅度达

38.6%。2020 年 3月至 2021 年 1月，

最富有的五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从

3580 亿美元增至 6610 亿美元，增长

幅度达到了 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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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就是生活”。45 由

于美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保险大都

属于私营部门，长期存在医疗费用

昂贵问题，美国各级政府既没有意

愿也缺乏能力改变大医疗资本和私

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所以，

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充斥着“选

择性救治”，穷人治不起病、老人看

不上病。这是旨在保护资本利益、

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

美国有多达数千万新冠肺炎病

患，却很少出现医疗挤兑现象，疫

情震中之一纽约的方舱医院收治少

数病人后就相继关门了。医疗资源

充足，但分配显失公平；急救床位

宁可空着，也不给穷人治病。46

——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

里克 2020 年 4 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网采访时多次表示，“宁愿死也不愿

看到公共卫生措施损害美国经济”，

称“年长者要为国牺牲，以拯救美国

经济”。47

——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

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

率远高于美国新冠感染的总体死亡

率，并非出于生理或基因原因，而

是黑人由于社会因素更易被感染。48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的“死

亡鸿沟”充分说明了美国人“生而不

平等”。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表示，“可能，这就是生活”。49

—— 对外输出通货膨胀。为了

45 ‘Perhaps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life’: Trump on why professional athletes are getting tested for 
coronavirus and others aren’t, https://news.yahoo.com/perhaps-story-life-trump-why-175424586.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46 "Need a Coronavirus Test? Being Rich and Famous May Help," New York Times, https://www.
nytimes.com/2020/03/18/us/coronavirus-testing-elite.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7Adrianna Rodriguez, "Texas' lieutenant governor suggests grandparents are willing to die for US 
economy,"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20/03/24/covid-19-texas-official-suggests-
elderly-willing-die-economy/2905990001/（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8 Juana Summers, "U.S. Surgeon General: People Of Color 'Socially Predisposed' to Coronavirus 
Exposure," https://www.npr.org/sections/coronavirus-live-updates/2020/04/10/832026070/u-s-surgeon-
general-people-of-color-socially-predisposed-to-coronavirus-exposure（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49 Nathan Francis, "Donald Trump Asked Why Rich People Appear To Get Coronavirus Testing First: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Life'," https://www.inquisitr.com/5950475/donald-trump-rich-coronavirus-
testing/（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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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防控措

施的失败，美联储靠滥发货币，以

“大水漫灌”来缓解危机。若以货币

发行量排名，美国“第一货币滥发国”

当之无愧。

2020 年初，美元广义货币发

行量（M2）为 15.41 万亿美元，这

一数字在 2021 年 6 月达到了 20.39

万亿美元（近 18 个月占总发行量

25%）；如果以狭义货币（M0）来看，

这一比例更为惊人，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横跨特朗普、拜登两

届政府），美国印发了所有狭义美

元货币总量的 43%——换句话说，

美国用一年半的时间印了两百多年

来所有美元的近一半！

如此一来，世界各国却不得

已因此“背锅”，承受本不应承受

的压力。

一是通胀压力。美元滥发导致

国际物价上涨，世界各国往往只能

被动接受。

二是动荡压力。美元滥发等于

向各国输出不稳定因素，多国资本

市场动荡，投资者遭殃。

三是“泡沫”压力。许多中小国

家的美元资产贬值，进而引发本国

货币贬值。

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深受

新冠肺炎疫情之苦的世界各国遭遇

病毒之外的经济和社会额外压力，

甚至带来政治冲突和地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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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加剧社会撕裂

50 George Packer.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
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ng-conditions/610261/.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51 Heather Long,Andrew Van Dam.U.S. Unemployment Rate Soars to 14.7 Percent, the Worst 
Since the Depression Era. The WASHINGTONG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business/2020/05/08/april-2020-jobs-report/.（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不是新冠病毒撕裂美国，而是

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裂。”50 美国《大

西洋月刊》杂志 2020 年 6 月刊文如

此评论道。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人民

的生命健康权得不到平等保障，社

会伦理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使不同

人群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严重失衡，

维持美国社会凝聚力的纽带正在被

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层固化、

种族冲突、地区矛盾、代际矛盾等

因素撕裂。

美国的两党和精英层却还在炒

作和放大上述撕裂，要么为了博取

选民支持，要么为了固化政治和经

济寡头的既得利益结构。越来越多

美国民众将美国政府视为少数既得

利益群体的代表。

（一）失业率陡升和贫富悬殊

恶化

疫情暴发，美国企业倒闭和

失业潮发生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

底层民众及其他弱势群体面临更高

的失业风险。《华盛顿邮报》网站

2020 年 5 月 9 日报道，短时间内，

2050 万人失去工作，几乎是 2007 年

至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高

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失业率 2020

年 4 月飙升至 21.2%，创美国大萧条

以来历史最高水平。51 盖洛普公司

2020 年 4 月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受

新冠疫情影响，将近三分之一的美

国人经历了临时裁员、永久性失业、



  29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52  ZACH HRYNOWSKI. COVID-19 Disrupts 30% of Americans' Jobs or Finances.GALLUP. https://
news.gallup.com/poll/309299/covid-disrupts-americans-jobs-finances.aspx.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53 Lauren Bauer Wednesday.The COVID-19 crisis has already left too many children hungry in 
America.Brookings.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0/05/06/the-covid-19-crisis-has-
already-left-too-many-children-hungry-in-america/.（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54 Nina Lakhani, Maanvi Singh.'No end in sight': hunger surges in America amid a spiraling pandemic.
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d/2020/nov/25/us-hunger-surges-spiraling-pandemic.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55 Stan Dorn.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ESULTING ECONOMIC CRASH HAVE CAUSED 
THE GREATEST HEALTH INSURANCE LOSSES IN AMERICAN HISTORY.FAMILIESUSA. https://
familiesusa.org/resources/the-covid-19-pandemic-and-resulting-economic-crash-have-caused-the-
greatest-health-insurance-losses-in-american-history/.（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56 Transcript: Joe Biden's DNC speech.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0/08/20/politics/biden-dnc-
speech-transcript/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工时减少或收入减少，而这种影响

在收入较低人群中更为明显。52 许

多底层美国民众处于连食物等生活

必需品都难以为继的窘境。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 2020 年 5 月 6 日发布调

查结果显示，在有 12 岁及以下孩子

的受访家庭中，17.4% 的家庭选择了

“我家孩子吃不饱，因为我们买不起

足够的食物”的选项。而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时，这个数字只有 5.7%。
53 英国《卫报》网站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报道，美国食物救助需求比疫

情流行前高出 60%。2020 年感恩节

期间，高达数百万美国人不得不依

靠慈善机构的救助才能避免挨饿。54

失业冲击让美国医保制度缺陷愈加

突出。美国消费者权益组织“美国家

庭”2020 年 7 月发布报告显示，2020

年 2 月至 5 月间，有 540 万美国人

失去了医疗保险，超过国际金融危

机期间的 390 万人。55 美国现任总统

拜登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民主党全

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讲说，当年美

国已有 5000 多万人申请失业，近六

分之一小企业倒闭，逾 1000 万人将

失去医保 56。

财富加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今日美国》

网站 2020 年 12 月 1 日报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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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位亿万富翁的集体净资产在疫情

期间增加了 9310 亿美元 57。芝加哥

大学和圣母大学等机构研究显示，

美国贫困率从 2020 年 6 月份的 9.3%

快速上升到 11 月份的 11.7%。58 美

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英国《卫报》发表评论

文章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美国

面临的重大道德、经济和政治危机。

美国正迅速走向寡头政治，少数亿

万富翁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工

薪家庭却在以自美国大萧条以来从

未见过的方式挣扎。59

（二）种族矛盾激化

种族矛盾问题在美国历来比较

突出。2020年以来，弗洛伊德事件、

亚特兰大SPA枪手造成8人死亡（其

中6人为亚裔女性）案、布莱昂纳·泰

勒在家被警察枪杀等是这一年多来

最刺眼的几个种族事件，但这恐怕

仅仅是美国种族矛盾激化现状的冰

山一角。美国少数族裔长期以来都

是遭遇暴力、歧视以及其他不公正

待遇的对象。

一是非洲裔美国人遭受的歧视

由来已久。2020 年弗洛伊德事件

后，《纽约时报》发布的一项调查

表明，明尼阿波利斯市 19% 的人口

和 9% 的警察为黑人，但黑人遭受

了 58% 的警察暴力 60；2020 年 5 月

的一篇论文称，通过研究 2011-2018

年间 9500 万次案例发现，黑人比白

57 Samuel Stebbins and Grant Suneson.Jeff Bezos, Elon Musk among US billionaires getting richer 
during coronavirus pandemic.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20/12/01/american-billionaires-
that-got-richer-during-covid/43205617/.（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58 Bruce D. Meyer, AEI James X. Sullivan, Jeehoon Han, Zhejiang University.(2020 , December 
15).Real-time Poverty Estimat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rough Novemb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NB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Zhejiang University.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2020.https://harris.uchicago.edu/files/monthly_poverty_rates_updated_thru_november_2020_final.pdf

59 Bernie Sanders.The rich-poor gap in America is obscene. So let's fix it – here's how.The Ga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mar/29/rich-poor-gap-wealth-inequality-bernie-
sander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0 Oppel Jr., R. and GamioL.. Minneapolis Police Use Force Against Black People at 7 Times the 
rate of Whit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6/03/us/minneapolis-
police-use-of-force.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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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更高概率被警察拦车查验，但

夜间两者概率却更为接近，或只因

夜晚更难分清种族 61。哥伦比亚大

学司法实验室 2020 年的一项研究显

示，纽约州黑人保释后遭判“技术违

规”几率是白人的 5 倍 62，导致黑人

更易失去保释机会或时间。美国进

步中心通过研究 1972-2019 年的一项

数据发现，黑人失业率长期保持在

白人的 2倍左右或更高 63；2016年，

《今日美国》网站援引美国教育部

的数据显示，黑人学生被停学的概

率是白人学生的近 4倍。64

二是亚裔遭受的种族攻击与歧

视愈发严重。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

有毒阴谋论加剧了对亚裔的欺凌和

仇恨。根据非营利机构“停止仇恨亚

裔与太平洋岛民联盟”2021 年 3 月发

布的一项统计：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2020年3月19日 -2021年2月28日）

近一年时间内，该联盟接到了 3795

起反亚裔事件报告 65。2021年 5月，

该联盟更新报告说，2020 年 3 月中

至 2021 年 3 月底，这一数字上升至

6603 起 66。这说明仅 2021 年 3 月一

个月内，亚裔歧视案件就激增了近

一倍。

疫情加剧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

61  Pierson, E., Simoiu C., Overgoor J. et al. A large-scale analysis of racial disparities in police stop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4, 736-745 (2020), p. 736. https://doi.org/10.1038/
s41562-020-0858-1.（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2 Justice Lab. Racial Inequities in New York Parole Supervision. Columbia University. https://
justicelab.columbia.edu/content/racial-inequities-new-york-parole-supervision.（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3 Ajilore, O. 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Black-White Unemployment Gap.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economy/reports/2020/02/24/480743/persistence-
black-white-unemployment-gap/.（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4 Toppo, G. Black students nearly 4x as likely to be suspended.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
com/story/news/2016/06/07/black-students-nearly-4x-likely-suspended/85526458/.（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5 Jeung, R., Horse A., Popovic T. et al. (2021, Mar.). STOP APPI HATE NATIONAL REPORT. STOP 
AAPI HATE. https://secureservercdn.net/104.238.69.231/a1w.90d.myftpupload.com/wp-content/
uploads/2021/03/210312-Stop-AAPI-Hate-National-Report-.pdf.（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6 Well A. “Stop AAPI Hate releases new data on hate incidents during COVID pandemic”. King5 
Media Group. https://www.king5.com/article/news/nation-world/stop-aapi-hate-data-on-hate-incidents-
against-asian-americans-and-pacific-islanders/507-85373361-3ae0-4f8f-90c2-3e171e2a0f1d.（访问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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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McCormick, E. California saw staggering ris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s in 2020.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jul/01/california-hate-crimes-reports-anti-asian.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68 Office of Science and Data Policy. Disparities in COVID-19 Vaccination rates across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HHS) 
https://aspe.hhs.gov/sites/default/files/private/pdf/265511/vaccination-disparities-brief.pdf. （访问时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69 Chen, M. Asian American Businesses Looted Across the U.S. During Riots. NEXTSHARK. https://
nextshark.com/george-floyd-asian-american-businesse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70 Chao, E. Mapping a Year of Anti-Asian Violence in New York. Curbed. https://www.curbed.
com/2021/05/mapping-year-anti-asian-violence-new-york-city.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遭受歧视乃至攻击的状况。加利福

尼亚作为美国亚裔人数最多的州，

针对亚裔犯罪率也大幅升高，根据

该州司法部的报告，2020 年针对亚

裔仇恨犯罪翻倍，而仇恨犯罪总体

增长率为 31%67。

三是其他少数族裔也未能幸免

于成为种族歧视受害者。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率因种族、肤色等差异较

大。截至 2021 年 3 月 3 日，美国 38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中，白人的疫

苗覆盖率是黑人的 2.1 倍，更是西班

牙裔的 2.9 倍 68。

不论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各个

少数族裔的歧视，还是过去一年多

针对亚裔歧视与仇恨事件频率的飙

升，都不是源于新冠病毒，而是美

国政府的抗疫失败激化了美国社会

严重的种族矛盾。新冠疫情以来发

生的诸多暴力事件，如许多人在游

行抗议期间趁乱打劫商铺，亚裔商

铺是常见受害者 69；新冠疫情后，

纽约高频发生攻击亚裔案件（图表

470）等都是种族歧视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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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美国纽约反亚裔案件热点图

数据来源：纽约市人权局，纽约市公开数据 / 制图：Marcus Peabody

（三）社会动荡不安

社会动荡堪称美国的“沉疴宿

疾”，而新冠疫情则充当了“放大器”，

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矛盾。即便

不以种族主义导致的争议、暴力与

混乱为主要关注点，当前美国社会

依旧充满了失序与不安。如图 5 所

示，2021 年，美国的犯罪率在发

达国家中高居榜首，远高于英国、

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也高于不

少发展中国家 71。

71 Crime Rate by Country 2021.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crime-rate-by-
country.（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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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021 年美国犯罪率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Review

72 Bates, J. (2020, Dec. 30). 2020 Ends as One of America's Most Violent Years in Decades. Time. 
https://time.com/5922082/2020-gun-violence-homicides-record-year/（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73 Thebault, R. and Rindler D. (2021, Mar. 23). Shootings never stopped during the pandemic: 
2020 was the deadliest gun violence year in decad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nation/2021/03/23/2020-shootings/（访问时间 2021 年 8 月 2 日）。

社会动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枪支失控。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美国群体枪击案数量

呈激增趋势。2020 年是美国历史上

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72。据

不完全统计，2020 年群体枪击案数

量达 614 起，死亡 521 人，而 2021

年截至 7月，这组数字已达 410起，

死亡 437 人（图表 6）。而根据《华

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组数据显示，

2020 年是至少 20 年来因枪支暴力死

亡最多的一年（图表 773）。因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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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Denham, H. and Ba Tran A. Fearing violence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Americans are buying 
millions more firearm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1/02/03/gun-sales-january-
background-check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图表 6：美国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7 月群体枪击案统计数据

时间 群体枪击案数量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2020 年

1 月 28 39 111
2 月 28 40 94
3 月 26 27 112
4 月 26 23 92
5 月 58 37 248
6 月 91 62 395
7 月 87 71 383
8 月 78 51 340
9 月 65 44 274

10 月 52 41 210
11 月 47 47 192
12 月 28 39 90

2020 年合计 614 521 2541
2021 年

1 月 35 23 145
2 月 43 49 152
3 月 48 70 188
4 月 53 66 210
5 月 69 77 312
6 月 79 75 336
7 月 83 77 345

2021 年合计（截至 7 月） 410 437 1688

来源：美国各大新闻网站及各州政府

国半自动武器相对容易获取，成为不

少人号称自我防护的武器，但更多的

是造就了一批杀手。而人们因为害怕

暴力犯罪与政治动荡，选择了更多拥

枪，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华盛

顿邮报》网站2021年 2月 3日报道，

2020 年美国的枪支销量高达 2300 万

支，比 2019 年增加 64%；2021 年仅

1月份，美国枪支销量就达 200万支，

同比增加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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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Hate Crime Case Examples.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
hatecrimes/hate-crimes-case-example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图表 7：2020 年是枪支暴力创纪录的一年，因枪支死伤人数为近年最多

          

资料来源：枪支暴力档案，《华盛顿邮报》

二是仇恨犯罪。根据美国司法

部网站发布的相关案件的信息可以

一窥美国仇恨犯罪惊人的数量和频

率（图表 875）。美国自诩为民主制

度“样板”，不断向全世界推销美式

民主与价值观，动辄打着所谓维护

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对别国指

手画脚、肆意打压、甚至输出混乱，

本国却充满了如此的犯罪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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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具代表性仇恨犯罪案例

日期 仇恨犯罪案例 犯罪动机 地点（州）
2021 年 2 月 12 日 对黑人邻居犯罪带有种族

色彩，印第安纳男子认罪 种族、肤色 印第安纳

2021 年 2 月 11 日 攻击非裔青少年，密歇根
男子被指控仇恨罪 种族、肤色 密歇根

2021 年 1 月 4 日 威胁炸掉天主教预备校，
加州女子认定仇恨罪 信仰 加利福尼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种族仇恨罪与作伪供，华
盛顿四人被指控 种族 华盛顿

2020 年 12 月 9 日
炸弹袭击伊斯兰活动中

心，联邦陪审团对伊利诺
伊男子定罪

信仰 伊利诺伊、明尼苏达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威胁未成年人，堪萨斯男
子被指控仇恨罪 种族 堪萨斯

2020 年 11 月 3 日 男子因仇恨犯罪获联邦刑
期 种族、出生地 佛蒙特

2020 年 9 月 29 日 加州男子刺击黑人遭指控
联邦仇恨罪 种族 加利福尼亚

2020 年 9 月 17 日 科罗拉多男子无端刺击黑
人遭指控仇恨罪 种族 科罗拉多

2020 年 7 月 9 日 艾尔帕索联邦大法官签复
沃尔玛枪击案起诉书 种族、出生地 得克萨斯

2020 年 6 月 30 日 纽约男子因仇恨罪被逮捕 信仰 纽约

2020 年 6 月 26 日
本地男子因基于种族动机
扰乱“公平住房”法案及

作伪供被逮捕
种族、肤色 弗吉尼亚

2020 年 5 月 12 日 密苏里男子遭指控仇恨罪
与纵火罪 信仰 密苏里

2020 年 4 月 30 日
基于种族动机扰乱选举及
网络跟踪，佛罗里达男子

认罪
种族、肤色 佛罗里达、弗吉尼亚

2020 年 4 月 15 日 对犹太助老院纵火未遂，
马赛诸塞男子遭起诉 信仰 马萨诸塞

2020 年 3 月 30 日 莱顿男子因网络威胁遭指
控

种族、肤色、信仰、出生
地 宾夕法尼亚

2020 年 3 月 17 日 持金属棒袭击三人犹他男
子被判仇恨罪 种族、出生地 犹他

2020 年 3 月 10 日 缅因男子因仇恨袭击被定
罪 种族、出生地 缅因

2020 年 2 月 26 日
基于种族动机针对记者与
活动人士四州暴力极端分

子被逮捕
种族、信仰、出生地 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得

克萨斯、华盛顿
2020 年 2 月 10 日 路易斯安那教堂爆炸案 信仰 路易斯安那
2020 年 2 月 6 日 得州男子因艾尔帕索枪击

案被起诉 出生地 得克萨斯

2020 年 1 月 16 日 威胁犹太人聚集场所男子
遭起诉 信仰 马里兰

2020 年 1 月 9 日 刀袭犹太牧师家橘子郡男
子以仇恨罪遭起诉 信仰 纽约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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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ditorial Board. Opinion: The Jan. 6 Capitol attack was, in fact, a violent insurre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7/10/jan-6-capitol-attack-was-fact-
violent-insurrection/（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77 Godfrey, E. Republicans Refuse to Reckon With January 6.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
com/politics/archive/2021/07/republicans-ignore-hearing-capitol-attack/619575/（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78 Dimock M. and Wike R. America is exceptional in the nature of its political divide.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13/america-is-exceptional-in-the-nature-of-its-
political-divide/.（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三是政治混乱。《华盛顿邮报》

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发表评论称，1

月 6 日攻击国会事件就是事实上的

暴力叛乱 76。而共和党人的反应不

是参与调查，而是尽量冷处理此事，

甚至投票罢免了批评此次暴力事件

的利兹·切尼众议院共和党大会主

席的职务 77。经过特朗普四年的“推

特治国”，美国人旗帜鲜明的分为

两派，要么是极其支持特朗普，要

么极其反感特朗普，几乎没有中间

派；即便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

这一态势仍然没有改观。关心政治

的民众越来越抱有一种“如果你不

同意我，你就是敌人”的态度。2020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

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分别有 89%

和 90% 的人认为，如果对方大选获

胜，将对美国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图表 978）。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

在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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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绝大多数认为 : 如果对方大选获胜，将对美国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四）普通民众存在焦虑感和

无力感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大量民众

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感和无力感。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

2021 年 7 月 29 日的《新冠困境报

告》显示，尽管情况比 2020 年 12

月有所改善，但 2021 上半年美国人

生活困难依旧影响广泛，仍有 2000

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

1140 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缴纳房

租 79，面临被赶出租住房屋的风险。

美国人口资料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有未成年人的家

79 Tracking the COVID-19 Recession’s Effects on Food, Housing, and Employment Hardship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https://www.cbpp.org/research/poverty-and-inequality/tracking-the-
covid-19-recessions-effects-on-food-housing-and（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40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来源的比

例仍高达 22%80。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 2020 年 8月 14 日公布一项研

究显示，2020 年 4 月至 6 月，40.9%

的成年受访者表示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30.9% 的成年受访者表示患有焦

虑或抑郁症，13% 的成年受访者表

示开始或增加使用药物，11% 的成

年受访者认真考虑过自杀。2020 年

6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期间

美国自杀救助热线电话接听数量上

升了 47%，某些危机干预热线电话

接听数量暴涨 300%。81 大量美国人

依靠吸食大麻的方式逃避糟糕的现

实，导致大麻销量激增。美国《福

布斯》杂志网站 2021 年 3 月 3 日援

引大麻销售数据平台 BDSA 的一份

报告报道说，2020 年全美大麻合法

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75亿美元，

较 2019 年激增 46%。82

美国抗疫的乏力、美国民众幸

福感的走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

在吞噬着美国梦。芝加哥大学美国

国家调研中心（NORC）2020 年 6

月公布的《美国人的历史性转变：

疫情中的幸福感》报告显示，美国

人处于有史以来最不快乐的时期 83。

从事美国人幸福感研究的专家、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

在接受美国《探索》杂志采访时指出，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死亡率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富

80 National Kids Count.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who lost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https://datacenter.kidscount.org/data/line/11128-households-with-
children-who-lost-employment-income?loc=1&loct=1#1/any/false/2093,2092,2091,2090,2089/asc/
any/21491（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81 Edwards, E., Janney, C. A., Mancuso, A., Rollings, H., VanDenToorn, A., DeYoung, M., ... 
&Eastburg, M. (2020). Preparing for the Behavioral Health Impact of COVID-19 in Michigan.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22(12), 1-19.https://www.pinerest.org/media/Preparing-Michigan-for-the-
Behavioral-Health-Impact-of-COVID-19-Report.pdf.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2 Will Yakowicz.U.S. Cannabis Sales Hit Record $17.5 Billion As Americans Consume More 
Marijuana Than Ever Before.https://www.forbes.com/sites/willyakowicz/2021/03/03/us-cannabis-sales-
hit-record-175-billion-as-americans-consume-more-marijuana-than-ever-before/?sh=27336012bcf7.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3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Historic Shift in Americans Happiness 
Amid Pandemic.pdf (COVID Response Tracking Study Among American Adults, p. 18).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20.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norc.org/PDFs/COVID%20Response%20Tracking%20
Study/Historic%20Shift%20in%20Americans%20Happiness%20Amid%20Pandemic.pdf. （访问时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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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Sophie,Putka.Why Are Americans Getting UnhappierIt’s not just the pandemic. And the news is 
not all doom and gloom either.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why-are-americans-getting-
unhappier.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5 Deaton, A., & Harper, K. (2020).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AKE DODGE(2020,Jan 14).What Are So-Called Deaths of Despair? Experts Say They're on the 
Rise.https://www.newsweek.com/what-so-called-deaths-despair-experts-say-rise-1481975.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6 Graham, Carol. America's Crisis of Despair: A Federal Task Force for Economic Recovery and 
Societal Well-being.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mericas-crisis-of-despair-a-
federal-task-force-for-economic-recovery-and-societal-well-being/.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7 Brooks, David. 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10/collapsing-levels-trust-are-devastating-
america/616581/.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88 Brooks, David. 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 The Atlantic. https://www.
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10/collapsing-levels-trust-are-devastating-america/616581/. （访问
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裕国家，而这是由于受过大学教育

以下的中年白人的	‘绝望之死’造成

的。”84“绝望之死”是指自杀、毒品

和酒精中毒，以及酒精性肝病引起

的死亡 85，因其更多地发生在对改

善经济或社会条件几乎没有希望的

群体中而得名。

2021 年 2 月，格雷厄姆发布了

研究报告《美国的绝望危机》指出，

“从 2005 年到 2019 年，平均每年有

7万名美国人死于	‘绝望之死’。……

我们（美国）社会中的绝望（情绪）

是振兴我们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力的

障碍，危害我们的福祉、健康和寿

命，并影响我们的政治。早在之前，

美国人的绝望情绪就在增加；而新

冠疫情是一种指数级的冲击。”86 新

冠疫情也致使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

信任正在瓦解。2020 年 10 月 5 日，

《大西洋月刊》杂志发表题为《美

国人正在经历道德震荡》评论道：

“民众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度——对我

们的机构、我们的政治以及彼此的

信任度——正在急剧下降”87，该文

指出，“美国人指望他们的管理机

构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几乎所有的

机构都背叛了他们”88。



42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五、肆意破坏全球抗疫

89 Worldometers, “COVID Live update”,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90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Outbound Travel by World Regions”， https://www.trade.
gov/us-international-air-travel-statistics-i-92-data.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席卷全球

的公共卫生危机，客观上需要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整合资源

抗疫、帮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老

弱贫病群体渡过难关。

然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

国却放任病毒扩散，致使他国疫情

严重恶化；推诿塞责，企图将世界

卫生组织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不合则弃；更糟糕的是，奉行“抗疫

利己主义”“疫苗民族主义”操控疫苗

版图，实施“溯源恐怖主义”操弄全

球舆论。

种种以邻为壑的行径，均为美

国“以自身利益主导世界”的霸权逻

辑的延续，说明美国非但没有承担

起应负的国际责任，还对全球抗疫

合作构成了破坏性影响。

（一）放任病毒输出充当“疫

情扩散国”

美国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和死亡

病例长期位列全球之首 89。它不仅

没有控制好境内疫情，还在不断向

境外输出病毒，成为名副其实的“疫

情扩散国”。

美国无视科学、自行其是的做

法，严重威胁他国民众生命健康。

面对疫情失控，美国政府未采取任

何实质有效的出境管控措施，间接

加剧了疫情的全球扩散。根据美国

国家旅游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美国公民累

计出国 2319.5 万人次（图表 1090）。

其出国目的地不仅遍布全球，而且

经陆地出国人数最多，达 1379.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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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主要前往墨西哥和加拿大；

另从空港出国达 939.8 万人次。更重

要的是，美国疫情峰值期与美国公

民出国高峰期叠加。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系美国疫情高峰期，日

均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8.6 万例（图

表 11），同期，美国公民日均出国

8.7 万人次，达到阶段峰值。可以说，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依然有大量的

美国公民出国旅游。美国对疫情在

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图表 10：美国公民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出国目的地及人数表

年月 欧洲 亚洲 南美洲 大洋洲 中东 非洲
北美洲

月合计墨西哥 加拿大 加勒比 其他国
家

2020 年
4 月 6099 6255 741 276 612 329 749591 9617 321 238 774079

2020 年
5 月 15041 8801 1486 436 1811 642 849310 16431 561 449 894968

2020 年
6 月 36646 13638 3698 701 5915 1468 909098 32198 10790 878 1015030

2020 年
7 月 76476 21077 7357 1654 19969 8420 1261208 40460 156242 1648 1594511

2020 年
8 月 103949 23791 12421 3731 42722 10631 1221216 44976 147332 3946 1614715

2020 年
9 月 95403 22564 19819 4111 43037 11836 1683593 36947 127001 16083 2060394

2020 年
10 月 86985 27040 45165 4725 51268 14937 1842812 36726 180670 50623 2340951

2020 年
11 月 72933 33592 66899 4607 48456 16110 1857069 34255 228451 87098 2449470

2020 年
12 月 122892 39100 126615 4186 59148 23951 2282431 48073 382206 159273 3247875

2021 年
1 月 96324 33542 55904 2934 47081 19392 1726593 26300 228185 97060 2333315

2021 年
2 月 53950 32888 53320 1140 48324 14085 1420353 19247 229881 100403 1973591

2021 年
3 月 76750 39282 78555 1196 75826 19326 2007693 24525 404061 168655 2895869

地区合
计 843448 301570 471980 29697 444169 141127 17810968 369755 2095701 686354 23194769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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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美国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病例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 / 制图：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无视

国际道义，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加剧。英

国广播公司报道，在美国疫情大流

行初期，特朗普政府以防控新冠疫

情为名，加大了对来自墨西哥和中

美洲国家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91

这些非法移民在被遣送时隔离期既

未达到标准，又未做过相关病毒检

测，导致被遣返的非法移民来源国

突然涌入来自美国的输入性病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直言，美

国将成千上万可能已感染新冠病

毒的人遣返回没有能力应对病毒

的贫穷国家，这一举措无异于“输

出病毒”92。美国驻外人员亦视他人

健康为儿戏，不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造成病毒扩散。2021 年 5 月 31 日，

大量驻韩美军人员休假外出，在釜

山海云台海滩聚集且拒不佩戴口罩，

引发当地民众不满。93大量事实表明，

美国政府对传播力极强的新冠病毒

91 BBC, “Number of migrants at US border hits new record high”,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
canada-57422618.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92 New York Times, “Why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ing Coronavirus?”, https://www.nytimes.
com/2020/06/18/opinion/trump-immigration-covid19-deportation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1 日）。
93 Yonhap News Agency, “USFK members, foreigners hold no-mask parties on Busan beach amid 
pandemic”,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10530001800325.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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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于管控，玩忽职守，对世界民众

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

成为全球抗疫进程中最大的绊脚石。

（二）拒绝国际疫苗合作

疫苗是抵御病毒的屏障，应该

作为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而不应该

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话题。

在推广新冠疫苗接种的早期阶

段，美国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制

造“免疫鸿沟”，将疫苗合作政治化，

阻碍疫苗、诊疗、联防联控等方面

的全球合作，使得贫穷国家难以获

取疫苗，导致全球疫苗供给不平衡。

多家媒体报道了全球疫苗合作

中的不良现象。根据《华盛顿邮报》

报道，美国大量囤积新冠疫苗，这

导致了严重的疫苗浪费现象。美国

《纽约时报》也表示，全球出现了

巨大的疫苗获取差距 94。在解决疫

苗不公平问题的努力中，美国一直

明显缺席。多年来，美国在国际社

会以“人权的代表、正义的化身”自

居，这种囤积疫苗的自私做法严重

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疫苗的

机会，这无疑是对发展中国家人民

生命权的漠视。

美国广播公司（ABC）2021 年

4 月 25 日报道称，美国被批评阻碍

其他国家获得疫苗，比如美国禁止

向印度出口用于生产疫苗的关键原

材料 95。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

中心估计，到 2021 年夏天，美国

可能会富余出 3 亿剂或更多的新冠

疫苗 96。“美国面临着释放疫苗的压

力”，《纽约时报》4 月 25 日称 97，

美国疫苗即将供过于求，但是许多

94 Megan Twohey, keith Collins and Katie Thomas. With First Ribs on Vaccines, Rich Countries Have 
‘Cleared the Shelve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 august 2021, from https://www.nytimes.
com/2020/12/15/us/coronavirus-vaccine-doses-reserved.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95 Marlon González And Zeke Miller. From scarcity to abundance: US faces calls to share vaccines. 
abcNEWS. Retrieved 1 august 2021, from https://abcnews.go.com/Health/wireStory/scarcity-
abundance-us-faces-calls-share-vaccines-77285575.（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96 Mark McClellan, “Reducing Global COVID VaccineShortages: New Research andRecommend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Duke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Center, April 15, 2021.（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97 Somini Sengupta, “US is under pressure to release vaccine supplies as india faces deadly 
surge,”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2021.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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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Yuka Hayashi, “U.S. to Increase Covid-19 Vaccine Exports Amid Global Press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7, 2021.（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99 Mia Jankowicz. The US Embassy in Trinidad and Tobago was mocked after announcing it had 
donated 80 vials of COVID-19 vaccine to the nation of 1.4 million people. INSIDER. Retrieved 1 
August 2021, from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s-in-trinidad-and-tobago-donates-80-vaccine-
vials-mocked-2021-6.（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疫苗短缺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5 月 17 日的报告，

美国仅对外出口了 300 万剂新冠疫

苗，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分之

一 98。根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的报

道，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

馆郑重宣布，美国政府向该国政府

捐献了 80 瓶新冠疫苗，这一事件在

网上遭到嘲笑。99 这些事件都反映

了美国在国际疫苗合作中未发挥足

够作用。

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

还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了国

际抗疫秩序。新冠疫情期间，美国

不但没有为抗击疫情贡献足够力量，

反而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此举受到

国内及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被认为

严重破坏了全球抗疫的合作。

拜登政府执政后宣布美国将重

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然而拜登政

府的“再入群”并非为了中西方合作

抗疫，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释放“美

国回归”的信号，拉拢更多盟友和国

际组织来对抗中国。美国政府重新

炒作实验室泄露阴谋论、无端否认

世卫组织溯源报告等行为即是对抗

中国的明显表现。

（三）甩锅他国将疫情武器化

在向全球输出病毒的同时，美

国还通过将抗疫模式、疫情溯源、

疫苗有效性等科学问题政治化的手

段，对外推责甩锅，误导国际社会，

将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灾难变成

大国角力。享有客观性和权威性的

国际组织被政客视为可利用的工具，

稍不合意就拂袖而去。正如美国知

名学者艾利森所述，在整个疫情期

间，华盛顿政治精英将始终将矛头

对准中国，从而避免为控制病毒的

失败承担责任。100 为转移民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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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Graham Allison and Chris Li,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Is China Foe—or Friend?”, https://
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war-against-coronavirus-china-foe-or-friend. （ 访 问 时 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st Practices for the Naming of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HSE-FOS-15.1. （访问时间：
2021 年 8 月 1 日）。
102 Kevin McCarthy,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A Republican Call to Action & Roadmap for Covid-19 
Accountability”, https://www.republicanleader.gov/holding-china-accountable/.（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3 1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 R. 3922”，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
117hr3922ih/pdf/BILLS-117hr3922ih.pdf.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的视野，美国两党除了互相泼“脏水”

外，还不约而同地选择对外“甩锅”

推责。疫情在全美开始大规模蔓延

之后，特朗普政府和执政的共和党，

为摆脱抗疫不力的窘境，故意树立

“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标靶，企

图将矛盾的焦点引向中国。这种污名

化的贴标签式做法与国际主流规范格

格不入。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5 年共同制

定的《病毒命名最佳实践原则》中明

确规定，在疾病名称中应避免使用地

理方位、人名、动物或食物种群，涉

及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如军团）

及可能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101

特朗普卸任后，美国国会共和

党议员仍在为“甩锅”推波助澜。众

议员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公开

呼吁制定针对中国的新冠疫情问责

路线图，指责国会和白宫的民主党

人尚且无动于衷。102 众议员埃利

斯·斯蒂凡尼克和众议员罗伯特·惠

特曼推出《世界理应知道法案》，

旨在对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卫生机

构负责人实施制裁，妄图让中国政

府为美国抗疫不力买单。103

拜登政府打着“美国回来了”的

旗号重返国际舞台，拟重塑美国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但拜登政府在新

冠疫情溯源问题上同样缺乏尊重科

学的态度，不仅拒绝在全球进行多

点、多方位的立体溯源，还在上任

后不久再度掀起“实验室泄漏论”炒

作，寄望借此实现内政外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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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指示美国情报部门 90 天内

提供疫情溯源报告的同期，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 104、国家安全顾问沙利

文 105、卫生部长哈维尔·贝塞拉
106、白宫疫情应对团队高级顾问安

迪·斯拉维特 107 等政府官员相继就

疫情溯源表态，无端制造了国际纷

争。而对于本国疫情早期传播存在

的疑点，美国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

却讳莫如深。

美国政府把疫情作为对抗中国

的武器的种种做法，不仅使中美两

国抗疫合作难以实现，更令本就趋

于恶化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间

接助推了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对全球抗疫合作大局尤为不利。

104 Nike Ching, “Blinken Slams China's Lack of Transparency Amid Review of COVID-19 Origins”, 
https://www.voanews.com/usa/blinken-slams-chinas-lack-transparency-amid-review-covid-19-origins.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a ‘risk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ver investigation into coronavirus 
origin: Biden aide”,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3138108/china-
risks-international-isolation-over.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6 VOA News, “US Health Secretary Calls For 2nd COVID-19 Origins Investigation”, https://www.
voanews.com/covid-19-pandemic/us-health-secretary-calls-2nd-covid-19-origins-investigation. （ 访 问
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107 ANI, “'Need transparent process from China' on virus origin, says White House COVID adviser”, 
https://www.aninews.in/news/world/us/need-transparent-process-from-china-on-virus-origin-says-
white-house-covid-adviser20210526054426/.（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四）溯源恐怖主义

相比于新冠病毒，更为致命的“病

毒”是在美国带领下不断滋生的溯源

恐怖主义。

2021 年，拜登政府病毒溯源政

治化的动作越来越频繁。2021 年 5

月 23 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刊出

声称“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染疫”的

所谓“独家爆料”，爆料内容来自于

2020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时期炮制的

一份情报报告。该报告宣称“美国政

府有理由相信在 2019 年秋季，武汉

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已经染病

了”，而这份报告的始作俑者，正是

“制造”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所谓“证据”的迈克尔·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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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极力推动在他国进行

所谓的病毒溯源，胁迫世界卫生组织

和部分科学家放弃客观公正的立场，

妄图使其在霸权、霸凌面前低头。部

分否认“实验室泄漏论”的专家甚至遭

受到网络暴力、骚扰及人身威胁，美

国的行为给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带来了

偏离正确轨道的巨大风险。2021 年 6

月 22 日《柳叶刀》在其官网发表声

明称，世卫组织专家彼得·达扎克已

退出关于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调查工

作。据报道，其退出原因在于对一些

西方国家政客试图将新冠溯源问题政

治化的不满。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出所谓

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计划，

并不是去调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

多点，而是继续针对已经有了第一

阶段明确溯源调查结论的中国。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病毒

溯源问题上的态度突变，是不是受

到某些国家的压力？

2021 年 5 月末，拜登政府要

求情报机构“挂帅”调查新冠病毒起

源。为了实现“实验室泄漏论”的预

设立场，美国政府抛弃科学研究，

让情报部门在 90 天内拿出溯源调

查结论，这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政治闹剧。而讽刺的是，美国早期

病例出现的时间正在被不断刷新。

美联社报道，基于 2020 年年初采

集的 2.4 万名美国人血液样本进行

的一项分析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感

染者于 2019 年 12 月就已经在美国

出现，这一时间点比卫生官员首次

确认病例在美国出现的时间还要

早几周。108

108 Mike Stobbe. More evidence suggests COVID-19 was in US by Christmas 2019. AP NEWS. 
Retrieved 1 August 2021, from https://apnews.com/article/more-evidence-covid-in-US-by-Christmas-
2019-11346afc5e18eee81ebcf35d9e6caee2.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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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109 CGTN 智库全球网络民意调查：83.1% 网民支持应对美国进行溯源调查，央视网，http://news.
cctv.com/2021/08/02/ARTIGvQIKXxIQhrqjolhSCQn210802.s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

“您是否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

该对美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在

CGTN 智库 2021 年 7 月 30 日晚用

联合国 6 种官方语言，通过优兔、

推特、脸书、接触网和微博、微信

平台发布的民意调查问卷中，81600

多位参与者中高达 83.1% 的人，用

中、英、西、法、阿、俄语异口同

声回答：是的，应该对美国进行新

冠病毒溯源调查。1092021年8月6日，

由《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中

国网民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

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联署公开信”签名

人数超过 2500 万。

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呼吁

着抗疫的真相。美国一些媒体不顾

美国是全球第一疫情病例数与死亡

人数的基本事实，反而声称“美国抗

疫全球第一”。中国有个成语叫“欲

盖弥彰”，这倒逼全球更多人去追问

美国的抗疫真相。

客观的事实已表明，过去的一

年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

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

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

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

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

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

国……

然而，这场抗疫持久战还有太

多真相未揭开。2021 年 7 月 28 日，

美国农业部官网发布消息，称美国

农业部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收集

到的481个北美白尾鹿动物样本中，

有 33%监测到新冠病毒抗体。其中，

在 2020 年 1 月之前收集到的 143 个



样本中，有 1 例检测到新冠病毒抗

体。110 美国白尾鹿是否就是新冠病

毒源头？根据美国“全国鹿协会”官

网 7 月 14 日消息，由于新冠病毒

影响，马里兰州等地 2020 年秋天

完全停止了对猎杀鹿的慢性消耗性

疾病采样测试工作 111，而马里兰州

正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所

在地。马里兰州从何时开始对白尾

鹿进行采样？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

室是否协助进行了采样？德特里克

堡生物实验室是否用白尾鹿进行病

毒试验？美国完全有必要回应这些

新疑点，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

专家团队对美国境内相关生物实验

室进行实地访问与调查，切实推动

国际抗疫合作，将有效推进科学溯

源工作，打消外界对美国缺乏透明

度的质疑。

我们相信，真相只会迟到，但

从不会缺席。

110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Surveillance Data Shows White-Tailed Deer 
Exposed to SARS-CoV-2. USDA. https://www.aphis.usda.gov/aphis/newsroom/stakeholder-
info/stakeholder-messages/wildlife-damage-news/deer-sars （2021 年 8 月 5 日访问）
111 Ross M. COVID Hurt CWD Sampling in Deer. We Must Bring It Back. National Deer 
Association. https://www.deerassociation.com/covid-hurt-cwd-sampling-in-deer-we-must-
bring-it-back/ （2021 年 8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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