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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2020 美国总统大选及第一轮辩论

1.《纽约时报》: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六大要点

这场 90 分钟的辩论在这动荡的一年中显得一片混乱，但这

重要吗 ?

以下为此次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中的六大要点：

（1）毁灭者特朗普：辩论伊始，特朗普就摆出攻击者的姿态。

他不停打断拜登发言，整场辩论都似一场设计好的喧嚣闹剧。尽

管前副总统拜登一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承诺挽救美国灵魂的

政治家，却最终被特朗普拖进了相互抹黑的泥潭。

（2）拜登极尽所能面向摄像头，躲避特朗普：直接让特朗

普闭嘴，称其为小丑、骗子，定性他为种族主义者——拜登对特

朗普发自内心的反感似乎要溢出屏幕。

（3）特朗普仍想假装“局外人”：特朗普现在是总统，他

可以在白宫举行大会演讲。但四年前与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时，特朗普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法融入政界的

边缘人”，这也让他成功当选总统，入主白宫。在发现这一策略

十分有效后，他还想在 2020 年故伎重演。

（4）特朗普不会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也不会让其支持者冷

静：2017 年，一群白人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Charlottesville, Va.）聚集，但特朗普并不愿谴责他们，拜登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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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己 77 岁高龄仍在坚持总统竞选的一大主要原因。尽管华莱

士（Wallace）在周二直接发问，特朗普依旧表示不愿对白人民族

主义者进行谴责。

（5）特朗普对性别差异束手旁观：拜登称由于历史性的性

别差异，自己在竞选中已经拥有稳定优势。相较于特朗普，女性

更支持拜登，且这一差异大大超越了男性对特朗普的支持。郊区

的女性一直是特朗普选票流失的中心，特朗普有时也试图明确地

将自己的观点调整到这些女性身上，但他的欺凌表现似乎不太可

能赢回她们的支持。

（6）拜登断然拒绝左翼标签：由于降低了公众对拜登表现

的预期，特朗普攻击其精神状况的策略反而适得其反。除此之外，

特朗普还一直抨击拜登是“左派”，甚至是“披着中间派外衣的

社会主义者”。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30/us/politics/debate-takeaways.

html）

2.《金融时报》:特朗普拜登第一轮辩论五大要点

（1）特朗普“疯”出新高度；

（2）拜登试图自控，但仍偶尔出现语词杂拌；

（3）特朗普对自身争议火上浇油；

（4）大选辩论场面混乱，拜登是否愿意参加后续辩论仍未

可知；

（5）特朗普更改竞选方向几率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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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om/content/9361a37f-faef-41d1-bd5a-5ae651c182b6）

3. 布鲁金斯学会 :2020 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是否也是最后一

场 ?

昨晚，美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史上最奇怪的总统大选辩论。辩

论过后，人们讨论的并非谁赢得了辩论、辩论对大选有何助益，

而是下一场辩论还会不会举行。在辩论的 90 分钟里，每每轮到前

副总统拜登发言，总统特朗普便会不停插话。拜登也不甘示弱，

频频打断特朗普。但拜登其实也别无选择，此时退却，会给公众

留下老迈昏聩的印象，坐实“瞌睡乔”（sleepy Joe）的标签，正

中特朗普下怀。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20/09/29/was-the-first-

debate-of-2020-also-the-last/）

4.《福布斯》: 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收视率较 2016 年下降

13%

据著名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Nielsen ratings）统

计，超 7300 万人观看了周二晚的总统大选辩论。这一数字十分可

观，但与打破收视纪录的 2016 年大选辩论相比，仍下滑了 13%。

今年，7310 万观众从广播网络、有线电视频道和直播平台收看了

本次辩论。根据 Deadline 和 TV Newser 收集的数据显示，广播网

络中福克斯新闻（Fox News）观众最多，达 1780 万人，其次是美

国广播公司（ABC）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相较之下，

2016 年共有 8400 万观众收看了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这也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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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大选辩论。

特朗普总统和乔 • 拜登在星期二的对决，收视率超过了 2016

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辩论，这两次辩论分别吸引了 6650 万和

7160 万观众，也创造了自 1980 年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

这场辩论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广泛批评。观众们认为整场辩

论充斥着失控的打断和羞辱，其中大部分是特朗普所为。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ewalsh/2020/09/30/presidential-

debate-tv-ratings-dropped-this-year/#47f0dda7bfeb）

（二）新冠病毒疫苗

1.Axios 网站 :全球新冠疫苗计划启动，中美两国不在其中

目前，一项涵盖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全球新冠疫苗计划已启动，

计划旨在确保疫苗公平分配，但中、美、俄三国不在其中。

意义：试想如果一种或几种疫苗最终获批，在数月甚至数

年时间内，全球疫苗需求会远大于供应。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旨在确保疫苗按需分配，而非只流向可大规模生产或购

买的国家。

原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由世界卫生组织（WHO）、

流 行 病 防 范 创 新 联 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以及加维疫苗联盟（Gavi）联合发起，目前

已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 9 款研发中的疫苗进行了投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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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获批疫苗都会在所有参与国家内进行分配。由富裕国家和其他

捐献者提供资金，资金困难的国家可申请补贴。

(https://www.axios.com/covax-vaccine-iniative-us-china-russia-

6f6c76d7-ddd6-4bfb-92b4-c11bd27e0063.html)

2.BBC: 新冠疫苗何时上市 ?

新冠病毒仍在严重威胁着人类，但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疫

苗来保护人们免受新冠肺炎的折磨。然而，目前世界上已有约 40

种新冠疫苗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其中由牛津大学研发的一款

疫苗的试验阶段已遥遥领先。通常情况下，一款疫苗的研发要动

辄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但现在，研发者却希望在短短几个月中

完成同样的工作。大多数专家认为，新冠疫苗要等到 2021 年中旬

才可能得到大规模使用。那时，距这种官方命名为 Sars-CoV-2 的

新型病毒首次出现已过去 12 至 18 个月。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病

毒目前已有 4 个变种，都能引起相同的感冒症状，但人类还没有

针对其中任何一种的有效疫苗。

(https://edition.cnn.com/2020/09/25/asia/china-vaccine-who-intl/index.

html)

（三）2020 美国总统大选和经济问题

1.BBC: 六张图看懂特朗普时期经济状况

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在疫情前构建了最伟大的美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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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称自己带来了历史性的经济增长和破纪录的低失业率，让数

百万美国人摆脱了贫穷——他还表示，如果能够连任，他可以再

创辉煌。

事实查证团队结论：疫情之前，美国经济状况确实良好，延

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乐观态势，但在此之前，美国经济曾有过

更强劲的时刻。当前，美国正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萎缩，失

业率达到 8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下面六张图表展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状况：

特朗普执政之初的 3 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2.5%，

与奥巴马执政最后 3 年的 2.3% 基本持平，而奥巴马执政的 2014

年中旬，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曾一度高达 5.5%。今年年初新冠

疫情爆发后，美国经济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下滑。2020 年

第 2 季度，即 4、5、6 月，经济萎缩超 30%，是 1958 年经济缩水

10% 的 3 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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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出尽可能早的数据来对比经济增长率，很显然，过去

的不少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都比特朗普时期要快。比如，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GDP 年增长率

曾几次超过 10%。

特朗普常常强调美国金融市场不断抬升的市值，将其作为

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特别是道琼斯工业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道琼斯指数衡量的是美国 30 家大型上市公

司的表现，并且在今年年初几次打破最高纪录。在此之后，随着

市场对新冠疫情作出反应，道琼斯指数也一泻千里，特朗普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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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所有增长全部清零。然而，美国金融市场依旧保持着很强

的韧性，现在已基本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疫情之前，特朗普宣称美国失业率创半世纪以来新低，所言

不虚。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仅为3.5%，是近5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在相似的任期里，奥巴马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疫情爆发

前的 3 年中，特朗普增加就业岗位 640 万，而奥巴马在任职的最

后 3 年里创造的岗位多达 700 万。同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一样，为

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封城措施使美国的失业率激增。4 月，美国

失业率曾一度跃至 14.7%，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

最高水平。美国劳工部表示，约有 2000 万人口失去工作，短短一

个月，10 年间创造的就业机会全部归零。8 月，失业率从 4 月的

峰值回落至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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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任前 3 年，美国人排除通胀影响的实际工资逐步提

高——延续了奥巴马两个任期内一直保持的稳步上升趋势。疫情

爆发前，2019年2月，美国居民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曾高达2.1%，

但仍低于 2015 年奥巴马在任时期的 2.4%。封城初期，美国居民

平均收入还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这是由于当时大量低收入群体

失业，随即经济下滑。拉低薪资水平的人口失业，平均时薪便大

幅提升。随着经济限制解除，美国居民平均工资也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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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在2019年他创造了“美国历届前总统都没能达成”

的减贫功绩。据官方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贫困人口较前一年

减少 420 万。这个数字很可观，但并非历史最高。20 世纪 50 年

代末期，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所公布的年脱贫人

口数据就曾达到过这一数值。最高记录是时任总统林登 •贝恩斯 •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 1966 年创造的。当时，约 470 万

人口在一年之内脱贫。2007 至 2008 年间的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

经济下行使得贫困人口大幅激增，直到奥巴马任期内的 2015 年，

经济上行，就业率升高，贫困人口才开始减少。向好的经济趋势

一直延续到了特朗普任期（至少在疫情爆发前是如此），贫困率

也随之不断下降。宏观的全国数据下，还掩藏着巨大的地区、种

族差异。2019 年，美国全国贫困率为 10.5%，但黑人的贫困率高

达 18.8%，（非拉美裔）美国白人的贫困率仅为 7.3%。目前还没

有 2020 年的相关数据，但由于疫情，美国的贫困人口可能会大幅

增加。

(https://www.bbc.com/news/world-45827430)

2.路透社:大选前几周美国经济向好，特朗普能否从中受益？

美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经济情况本周都有所提升，根据历史

经验，这可能有益于总统特朗普的连任竞选。但与此同时，还有

上千万美国人因疫情引发的封城而失业，人们还在为遥遥无期的

政府救济新政而感到忧虑，因此经济的增长也可能被忽视。

空缺职位数量可以用于衡量劳动力需求。据美国劳工部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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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空缺职位在 7 月跃升至 660 万，已经接近

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上个月，稳定的通胀打消了人们对通货紧缩阻碍经济增长的

忧虑。人们去商店、餐馆消费的频率更高，也显示着经济的上行

趋势。然而，美国经济还远未接近复苏。星期四发布的一项报告

显示，截至 8 月 22 日，美国还有 2960 万人仍在领取失业救济，

而新增的救济申请人数仍维持在 88.4 万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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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新的财政救济法案上陷入僵局，这可能意味着近

期美国经济正在慢慢变好。周四，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一项共和

党提出的法案，该法案将提供约 3000 亿美元用于新冠疫情救济。

民主党则在推动一项 3万亿美元的法案。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一位经济学家在周五的一份报

告中说：“健康复苏的一部分原因是慷慨的财政刺激政策已经

开始消退。在大选前通过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的几率不大。”3

月，美国通过一项价值 2.3 万亿美元的政府援助计划，每周为失

业者提供额外 600 美元的补贴，这一措施已于 7 月到期。此外，

援助计划还提供数千亿美元给小型企业用于支付工资，这其中大

部分现在也已经花掉了。道富环球咨询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首席投资策略师迈克尔 •阿龙（Michael Arone）表示，

如果劳动力市场无法获得更大的动力，选民的经济压力会增大，

给“现任总统带来一些问题”。

特朗普新批准的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可以提供一些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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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拨付的资金只够 6周的支出。

7月以来，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减少，但病毒仍在快速传播。

应政府要求，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产能经营，有些企业则根本无

法开业。美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受限。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董事总经理史蒂文 • 恩

格兰德（Steven Englander）表示：“经济表现越好，人们对经济

反弹的期望就越高，这可能对特朗普有益”。但随着 11 月 3 日大

选的临近，政府援助逐渐失效，“对总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

不好的时机。”

二、全球顶级智库

1.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新冠疫情应对情况更新（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

9 月 26 日：众议院民主党提出的 2.2 万亿美元新冠救济方案

并不包含对国防承包商的经济刺激资金。美国国防部已经寻求为

国防承包商提供 100 亿美元来补贴新冠疫情相关费用。

10 月 2 日：美国国防部刻意淡化了特朗普确诊新冠对国家安

全的影响，声称“国防部的警戒级别并没有因此变化”。

(https://defense360.csis.org/covid-19-response-update-september-25-

octob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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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鲁金斯学会 :总统的困境—危险边缘的美国民主

如果有人看过昨晚的总统大选辩论后，认为美国总统正在直

白地侮辱美国民主，那绝对是情有可原。我绝不乐于见到这种事，

因为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随着总统大

选临近，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处理，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任何

与我们民族背道而驰的立场和政策。

当专家们继续深入剖析昨晚的辩论，我们准备迎接总统特朗

普和副总统拜登接下来的两场辩论时，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三点：

（1）白人至上是一种卑鄙邪恶的种族主义教条，其团体对

美国国内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2）两位候选人都必须大声、明确地否决由政治驱使的暴

力行为，这其中也包括阻止支持者前往投票站，维护选举过程的“安

全”。任何拒绝维护美国人生命安全和美国民主的神圣性的行为

都应该被理解是在纵容暴力和事实上的暴民统治。

（3）美国是一个捍卫社会正义、法治和民主的国家。为了

充分发挥美国的潜力，我们必须在涉及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根源

和补救措施的教育上加大投资。这不仅对我们自身民主的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也影响到美国在世界各地种族主义和相关问题上保

持变革领袖地位的能力。

(https://www.brookings.edu/president/americas-democracy-on-the-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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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顶尖学者 /政治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 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解读五大

关键问题

（1）总统大选辩论对鼓励选民到场投票有何作用？

雷丝里 • 文加姆力（Leslie Vinjamuri）：特朗普总统在任期

间，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较之前大大提高。据美国选举项目（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 Project）提供的数据, 2018年的中期竞选中，

亲自到场投票的选民比例（只计算有投票资格的人）达到创纪录

的 49.3%。这一数值一转之前到场投票率不断下滑的颓势，也创

造了 1914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辩论并不能改变选民的想法，昨晚

特朗普与拜登进行的第一轮大选辩论也不可能例外，但辩论可以

重塑公众的情绪和热情，特别是投票方面。民调显示，特朗普在

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平均落后拜登 7% 左右，但他的支持者热情更

为高涨。对拜登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支持拜登的老年选民比年

轻人热情得多。

（2）特朗普宣称美国经济正在经历“V 型复苏”，而拜登则

称美国经济呈“K型”，谁更为可信？

梅根 • 格林妮（Megan Greene）：在美国史无前例的封锁并

由此引发短暂而剧烈的经济收缩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复苏十分

迅速，且呈现 V 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以提高失业

救济金的形式向美国民众提供的有力保护，以及以工资支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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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PPP）贷款形式向美国企业提供的大力支持。但随着经济重

启，经济增长总会反弹，短期 V 型复苏总是会实现。不过，不要

被唐纳德 •特朗普所断言的“V型复苏将一直持续”的言论给骗了。

大多数对工人和小型企业的经济支持都在 7 月底或 8 月初到期，

人们和企业动用储蓄来维持生计，前途仍然未知。在今年年底前，

如果没有另一个财政刺激方案出台，这种复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乔 • 拜登所提出的“K 型复苏”则更有可能继续维持。封锁

措施暴露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在美国，黑人和亚裔的新

冠死亡率均高于白人。巨大的差异也同样赤裸裸地存在于劳动力

市场。自上一轮经济衰退起，按小时计费的服务人员的薪酬就是

最低的，在经济危机中，最先失业的也往往是他们。还在坚持工

作的服务人员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送外卖、在视频会议软件 Zoom

上给孩子们上课、清理垃圾，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高收入人

群的失业率已经恢复到了 2020 年 1 月的水平，但低收入工人的失

业率要比之高上15%。随着小型公司破产，大型企业填补市场空缺，

这个趋势还会加剧。市场密度的增加会令有潜力的企业数量减少，

工人的选择余地和薪资议价的空间也会被压缩。

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并不是新趋势，但与其他事情一样，它

也被新冠疫情危机影响了。如果不加处理，还会由此引发更多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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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位候选人是否提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

雷丝里 • 文加姆力（Leslie Vinjamuri）：这场辩论只会伤害

美国的国际形象。疫情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产生于国内，因此美

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能否维持也取决于美国能否处理好国内的问题。

与其说重拾信心，不如说唐纳德 • 特朗普用这场辩论打击了美国

人对此次大选的信心，在美国多个城市散播开了对暴力的恐惧。

按理说，辩论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候选人又确

实讨论了气候科学，这一美国以外最为重要的国际问题。特朗普

和拜登的计划存在着明显差异。此次辩论清楚地表明，美国在气

候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完全取决于接下来的选举结果。

拜登阐释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减少碳排放，创造绿色就业机

会，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在全球领导力问题上，这将使美国重新

陷入一直由中国主导的辩论中。上周，中国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

将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拜登则承诺美国要在 2050 年实现这一

目标。但特朗普被主持人问及是否认同气候科学的问题时，则一

再回避。当被问及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之间的联系时，他对森林

管理者发起了一系列攻击。

除了特朗普对中国和新冠疫情做出评论外，唯一提到外交政

策的是拜登，他表示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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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辩论是否重申了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减少参与世界事

务的观念？

克里斯 • 赛巴提尼（Chris Sabatini）：根据主持人克里斯 •

华莱士（Chris Wallace）和辩论委员会设定的主题，外交政策本不

应该出现在 9 月 29 日的第一轮辩论中，而是应在稍后几轮辩论中

出现。在本次辩论中，它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国内的话题出现：新

冠疫情、贪腐指控、对贸易和制造业的忧虑，以及对俄罗斯影响

美国大选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

在这次辩论中以及围绕具体党派问题而出现的外交政策讨论

并非表明美国选民对世界缺乏兴趣，而是表明一些人（包括总统

候选人）将国家以外的影响力视为对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一

种损害。问题是，这种担心并不会促成连贯一致或富有建设性的

外交政策，反而会加深人们“美国是个受害者”的看法。让我们

期待外交政策问题的再次提出，并且希望这个问题能在将来的辩

论中得到更成熟和积极的讨论。

（5）辩论会对接下来的总统竞选造成怎样的影响 ?

雷丝里 •文加姆力（Leslie Vinjamuri）：对于美国选民而言，

今晚辩论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应该就是唐纳德 • 特朗普一再质疑

选举过程的完整性。特朗普在上周还没有明确表示他将会尊重选

举结果。

特朗普将本次辩论视作了一个攻击邮寄选票制度的平台，声

称这样的选票可以作假，并表示人们应该来现场投票。最近的辩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0 年第 2 期

19

论证实，当涉及到新冠疫情、经济，以及特别是环境问题时，质

疑选举过程便是显而易见且事关重大的事了。这究竟会促使选民

投票，还是关掉电视机，仍有待观察。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first-us-presidential-

debate-five-key-questions-answered)

本期稿件由张冕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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