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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白宮會見眾議員共和黨議員（2020.05.08）(全文) 

 

州餐廳 

美國東部夏令時下午 1:12 

 

川普總統：大家好。請坐下。把事情做完。沒有人像我們一樣做到。現在，我不知道-我們放

媒體進來嗎？ 媒體在這裡嗎？ 我想由於社交距離，我們允許進來的媒體有限。 有些人認為

我是故意這樣做的。 但是最近我們與他們相處得很好。 

我只想感謝大家能回來，因為大家都回來了。這裡基本都是共和黨的，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是的

話。 你瞧，大家好像都是共和黨的，但我不確定 Devin 是不是。（問 Devin：你確實是共和

黨的嗎？ ）不，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共和黨的團體。 非常感謝你們回來。 嗨，黛比。 

我只想說幾句話，也許我們會在媒體面前說幾句話。 我們剛剛離開了最美麗的典禮，慶祝了

75 周年-75 周年。 這是宏偉的。 它過去挺美的。 颳風而美麗。 我們有一個偉大的國家。 

我們正在重建我們的國家。 我們擁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 沒有國家在我們附近。 我

們擁有有史以來最好的，但是我們擁有了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一個很好的競爭者，但我們的

表現要比中國好得多。那是在 COVID 發生之前，在這場災難開始之前。我們所做的最好的。 

而且我們不得不關閉它。 這是人為的結束。 我們不得不將其關閉。 從未發生過-以前從未發

生過的事情。 我們做了正確的事。 發生的事太可怕了。它應該已經停止了。它應該被阻止在

哪裡，它來自中國。本可以輕鬆快捷地將其停止。 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 我

認為他們嘗試了，但是我-它離他們遠了。但這是恥辱。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184 個

國家。 

但是，我們將重建自己的國家，並迅速重建自己的國家。這群人，我們以前都做過，我們會再

做一次。我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東西。 

如果您是喜歡歷史的人，而我認為會議室中的每個人都喜歡歷史；您不會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您會看到的，並且您會記得那一年中國將在經濟方面超越我們 如果您回去兩個月，您會說他

們離附近不遠； 我們將要在那裡待很多年-如果合適的人坐在這個座位上，那將永遠不會發

生。 如果錯誤的人坐在這個座位上，則可能會在幾年或更短的時間內發生。它幾乎可以立即

發生。 

因此，我們處於必須重新開始的位置。我們將重新開始，並認識到已經有很多人死亡，我們將

建立比以前更好的東西。 死了那麼多人。 不幸的是，這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一件事。 我能說

的是，如果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做-如果我們用群體免疫的方式，如果我們只是說，“我們湊

合著做吧”，我們將會談論的數字將是不可持續和不可接受的。 

您現在在螢幕上看，今天在電視上看，您看到的是屍體袋，也看到了萬人坑。 我們最終可能

會談論 95,000 人。我們可能談論的不只是這些。但是，如果您選擇一個較低的數字，即一百

五十萬，那麼您將我們正在談論的任何數字乘以 15，那將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接受的。 不

會的。 現在不可接受。 一個人是無法接受的，更不用說十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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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將對其進行重建。 我們將儘快重建它。 我認為我們將有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過

渡。 但是過渡會導致第四季度-我稱之為第三季度，過渡。我們將開始看到它； 它已經發生

了。 人們想回來。 我想這個房間裡的每個人都意識到我們必須回來。 否則，您將有一個破

碎的國家。 您將永遠無法再做一次；您將永遠無法創造這個奇跡。這是一個奇跡，我們做了

什麼-我們所有人都做了什麼，以及我們之前有多少人做了。 您將永遠無法再次構建它。 人

們想回來。 

您會看到全國各地州議會大廈的情況； 他們想回來。 我認為有些人出於政治原因不希望它真

的回來，這很不舒服。 但是人民-真正的人民，希望這個國家再次偉大的人民，我們可以說他

們想回來。 我們將有餘燼。 我們要開火了。 我們將推出一些東西，然後將它們推出。 我們

學到了很多東西-您知道，兩個月前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們學到了很多

東西。 我們將像以前沒有人見過的那樣做一份工作。 

今天我和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進行了交談。 我曾與日本首相安倍交談。 在過去

四，五天內，我與許多領導人進行了交談。 如此之多，幾乎全部-我要說全部； 並非每個人

都願意承認這一點-但他們都將我們視為世界領導者，並且正在關注我們。 

您可以看看我們對呼吸機所做的一切。 我們開始了，沒有呼吸機。沒有人想到呼吸機。 這就

像-我一直在說-就像在造汽車。其他國家沒有呼吸機。而且，我們在呼吸機上取得了如此成

功，並且製造出了這台非常複雜，非常昂貴的機器，但是正確，正確地使用它卻非常非常複

雜。 高度電腦化。 在技術上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建立了，然後建立了，然後建立了。他們接管了其他工廠-用於其他目的的工廠-現在

我們有 9 個工廠正在以人們無法相信的數量扔掉呼吸機。 確實是這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我們沒有用其他產品來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正在向成千上萬的其他國家伸出援手，這些國家因沒有呼吸設備而喪命，並且沒有能力做

我們所做的事情而喪命。 因此，我們將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呼吸機分發給遭受嚴重損失的許多

國家：義大利，法國，西班牙，以及許多國家。 奈及利亞打電話。 奈及利亞的巨大問題。 

到處都是巨大的問題。 因此，他們非常高興。 

除此之外，我們正在為自己建立庫存，因此，如果再次發生這種災難，我們將擁有足夠的庫

存。一些州長–我們與幾乎所有州長都在緊密合作。但是其中一些人需要呼吸機。現在正在測

試。而且我們已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測試。每個領導者都告訴我們同樣的事情。實際上，他們

想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但是您沒有從媒體上聽到。你永遠聽不到。 

但是測試發生了難以置信的事情。因此，截至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完成了八十萬次測試。僅昨

天，一天中，我們進行了三十萬次測試，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敬意。現在他們進行了測試，這

需要您五分鐘。那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測試。一切都必須去實驗室。它會被發送到實驗室，因

此需要一天，然後又需要另一天，並且-如果他們做得很好，則需要三，四，五天。 

現在，您進行一次測試-繁榮-只需五分鐘即可完成測試。而且沒有人認為這樣的事情是可能

的。那就是雅培實驗室。但是，即使如此，我們現在還有其他競爭性測試。 

因此，我們所做的一切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我們正在過渡。 我稱之為“向偉

大的過渡”。 這將是一個偉大的過渡，因為我們將非常快地做一些事情，明年我們將經歷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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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 第三季度，過渡。 第四季度將會很好。 被壓抑的需求巨大，明年我們將度過非凡

的一年。 

因此，我想也許我想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您可以自我介紹並說幾句話。 然後，媒體將離開，

我們之間將進行一些討論。 好的？ 

拜託，為什麼我們不開始呢？ 我想我認識這位元先生，是嗎？ 而且，順便說一下，凱文做了

一些工作。 他應該早有這份工作。 但這沒關係。 我們有-我們有一位很棒的人，他有望成為

眾議院議長。 我們必須把他送到那裡。 如果我們到了那裡，當我說“希望”時，希望我們會獲

勝，因為我毫不懷疑他會成為眾議院議長。 我們沒有任何希望。 他做得很棒。 

凱文？ 

Kevin McCarthy : 說一件事，當您和第一夫人在那裡紀念 75 年前發生的事情時：我們必須

結束對希特勒在整個歐洲所做的專制。現在，我們正在戰鬥，就像一場戰爭：這是一種病

毒，其來自我們沒有邀請的遙遠土地。但是，正如我們當時必須轉變我們的國家並團結起

來一樣，您提供的領導才能就是這樣做的。 當您談論呼吸機時，準備、測試，一周內將超

過 170 萬台。 這個國家的獨創性將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僅會為我們解決問題並且得到疫

苗，而且還會幫助世界其他地方。非常感謝您，來自加州的我知道我的州很藍。 我知道我

有州長，但是你們的合作方式，看著您將那些海軍艦船送到紐約和加州，在需要的時候建

造這些醫院，我要代表加州的每個人感謝您所做的工作。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你。很棒的州。非常感謝你。伊莉絲，我想他們會打開它。 

Elise Stefanik : 謝謝總統先生對紐約州的所有支持。這是一次真正的夥伴關係，無論是呼

吸機還是建立 Javits 中心，政府都已加緊進行，這一點非常重要。我服務的區域在紐約州

北部地方，人們渴望安全地復工。 我們的旅遊企業、我們的酒店都被摧毀了。因此，當我

們談論這一過渡時，確保我們讓我們的小企業重新安全地工作非常重要。另外，我們的農

民，感謝普渡國務卿的加緊努力。我們所在地區的奶農正在經歷危機，但是我們知道您對

農民的支援，我們感謝您為紐約所做的所有工作。而且我知道您已經與紐約州的民主黨人

和共和黨人進行了有效的合作，非常感謝。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你。 兩年前，我們給了農民 120 億美元通過關稅從中國，因為他們的

目標是我們的農民，之後我們給了農民 160 億美元，今年目前我們給了 190 億美元。這比

他們想像的要多。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保持真正的實力，但是他們應得的，正是他們經

歷了 18、19 年的努力。 這不是新現象。 他們已經被剝奪了多年。 因此，我們正在照顧

我們的農民。 非常感謝，伊莉絲。 

Elise Stefanik : 謝謝。 

川普總統：丹，請。 

Dan Crenshaw : 哦，謝謝總統先生。 感謝您與我們在這裡，也感謝您每天辛勤工作。佩

洛西議長會讓美國相信，我們只能參加每三週一次的國會投票。這當然不是真的。就像本

屆政府一樣，我們可以每天都在工作。感謝您所做的一切。 感謝與我們合作保護我們的能

源行業。美國處在真正的困境中，就像油價表現的情況一樣，我們對德州的情況深感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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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您的政府在這方面的做得非常出色。我們瞭解能源獨立對我們國家的重要性。德州正

在重新開放，我認為這可以成為美國其他地區的榜樣，因為我們走出了撤退之路，並開始

實際面對這種病毒並使人們重新工作。 

川普總統：丹，這很有趣，因為現在石油價格上漲而汽油價格下跌。 這就像我聽過的最好

的組合。 因此，我認為能源行業的數百萬人正在上升，但是您看到的那些汽油價格確實在

下降。 我認為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組合。 將會非常好。 能源中發生了許多美好的事情。 

傑瑞德，您應該說些什麼，因為您是這個國家面臨的整個呼吸機問題的負責人。我們接手

時櫥櫃是空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們不想說，但是櫥櫃是空的。 我們什麼都沒有。 

對於軍方而言，我也可以這樣說。 丹比任何人甚至於精通軍事的人都還知道，但我們的軍

事櫥櫃也是空的。之前，我們的設備陳舊。 我們有老設備。 我們從來沒有處在像這樣的

情況。現在，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設備，全部在美國製造。 

但是傑瑞德，為什麼不給他們一些關於我們如何使用呼吸機的話題，以及這如何成為一個

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而我們正在通過測試做同樣的事情，並且我們已經接近了同樣好的

臨界點。繼續。 

Jared Kushner : 是的，先生。 現在，對於呼吸機而言，好消息是，我們擁有的庫存每天

都在不斷增加。 最初，這非常令人恐懼，因為我們有許多州要求提供無法提供的數字。 

你們中的許多人在讓你所在地區的當地醫院將實際資料提供給聯邦政府方面都非常有幫

助，因為總統想確保本國任何需要呼吸機的人都可以有呼吸機。 他看到了義大利的情況，

那裡的人們死於醫院，無法獲得所需的護理，總統說：“我不希望在美國發生這種情況。 部

署我們擁有的所有資源，獲取我們擁有的所有資訊，然後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使其發揮作

用。” 多虧您的領導，我們才得以使它成功。 

然後我們還能做的是在總統的敦促下使用《國防生產法》，並且我們能夠與 11 家不同的呼

吸機公司簽約。去年，美國製造了約 3 萬台呼吸機。今年，我們將在四個月的時間裡製造

大約 15 萬台。因此，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狀態良好的地方。我們的許多盟國，即與美國友好

的國家，都開始從我們這裡購買呼吸機，而我們有足夠的能力來照顧所有美國公民。 因

此，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故事。 

在測試中，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我們擁有所需的所有用品。現在，我們已經教育了所

有州長。我們城市中有超過 5,000 台測試機。通過總統領導的公私合作關係，我們已經擁

有了商業部門，現在已經確定了 5,000 多台機器。 我們已經完成了棉簽的 DPA。 因此，

我們正在製作大量的棉簽。 我們有試劑。 我們有運輸媒體。 我們一直在與所有州長合

作，以幫助他們與國民警衛隊一起更好地收集樣本。 因此，我們看到這些數字開始真正上

升。 當您查看美國相對於其他任何國家的完成數量時，我們是下一個數字的 2 至 3 倍。 

因此，絕對而言，您所領導的工作絕對是巨大的。 這為美國提供了開始開放這些郡的工

具，並允許美國人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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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謝謝你，傑瑞德。 你做得很好。 總有一天人們會欣賞我們的。 他們說：“哦，

他是個關係人。” 好吧，他是個關係人。 如果他沒有很好的人際關係，我會很快讓他走。 

有時候，我們有問題，路易。 我說，請傑瑞德來。 幹得好，傑瑞德。 

Jared Kushner : 謝謝。 

川普總統：聰明的人。 所以這是另一個聰明的人。 因此，德文，我想我過去幾天想到德文

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因為這個傢伙會進來，他會告訴人們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沒人相信

它，因為這令人難以置信。 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將非法接任總統職位，並且正在進行所有

非法行為。 而他是第一位，我們的超級巨星吉姆，我們所有人都承認這個傢伙，德文·納恩

斯，不會停下來。 他不會停下來。 他比任何人都早看清了。 並且你應該獲得獎牌。 你

應得到與普里茲獎相當的獎項。 他們應該將普里茲獎從所有獲得普里茲獎的虛假記者手中

奪走，這是錯誤的。 他們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錯的。 現在，事實證明他們是錯的。 

我看到了克拉珀，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你怎麼讓一個沒有聰明的人去領導情報局？ 這是如

何運作的？ 你有一個不聰明的人，他領導著情報局，這可能就是發生的事情。 他們逃走

了。 但是他知道發生了什麼，我會盯著他和看電視。 他會說最壞的話，現在我知道了為

什麼不誠實，腐敗的政治家 Shifty Schiff(Adam Schiff 亞當·希夫)為什麼這個人不想讓這些

檔曝光。 因為所有這些人都宣誓就說如果他們說謊，他們將入獄，所以他們完全是：“不，

我沒有看到與俄羅斯的任何勾結。 我什麼也沒看見。” 但是他前後都在電視上說，發生了

大規模的勾結，就像普京是我最好的朋友一樣。 

我們沒有給俄羅斯打電話。多年來我們沒有接到俄羅斯的電話。 突然之間，我們有了這種

偉大的友誼。 順便說一句，與俄羅斯相處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與普京和俄羅斯相處是一

件偉大的事情，而像這樣的事情使它變得不可能，這會導致非常糟糕的事情，非常糟糕的

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說，德文太不可思議了。他明白了。他知道這是一個騙局，在其他人

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然後我不得不說，這個房間裡的人接管了，並跟你一起做

了一件地獄般工作，對吧？ 他們有膽量。 他們的膽量就像以前從未見過的。 

我要代表我們的國家感謝您，也想請您說幾句話。 

Devin Nunes : 好的，謝謝總統先生。 不幸的是，從競選到擔任總統期間的最後四年，您

必須過著這樣的生活，我感謝您的客氣話語，也感謝在此工作的所有人，他們為解決俄羅

斯騙局狀況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讓我談談我國目前的局勢。我知道您很清楚，我們在這裡待了六，七個星期，將人們留在

家中。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有關這種病毒的知識。 還有很多我們需要學習。 我們需要瞭

解亞洲各地的朋友在這種病毒開始蔓延時正在做什麼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 而且我相

信，以您的新選擇：眾議會情報委員會成員，德州議員約翰·拉特克利夫將會做得很出色，

從而深入瞭解這一點，我認為領導情報機構走過最近幾年相當黑暗的時期的時間。 

川普總統：我想我們應該說裡克·葛籣內爾也做得很好。 實際上，約翰打了電話，約翰·拉

特克利夫兩天前打了電話，他說：“你知道，我真的很期待這一點，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否頂

住現在的那個人。 ” 他將做出色的工作，但裡克·葛籣內爾令人難以置信。 在此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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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一個空位。 我們的座位空了，但是裡克·葛籣內爾所做的一切，甚至路易都會承認。 

昨天我看到裡克帶著數千頁紙走進司法部門。 我們以前沒有看到過，路易士，是嗎？ 裡

克·葛籣內爾做得很好，約翰將會很出色。 請 

Devin Nunes : 總統先生，我們期望和美國人民期望的是我們執法機構的透明度。 我認為

我們正在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我還要感謝您使我們回到這裡，向美國人民表明我們可以在這裡開展工作。 民主黨人現在

正畏縮在家裡，這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 前幾周我能理解，但我們正在學

習。 我們有呼吸機。 我們正在學習治療這種病毒的新方法。 如您所知，您去過我所在的

地區，即加州的聖華金河谷，這裡是農業重地，我的鄉親們一直在工作。 我的鄉親們一直

在工作，因為他們必須和周圍的許多鄉親一起養活這個國家。 如果我們期望在這些包裝工

廠工作的人們正在切肉或在雜貨店工作，如果我們期望他們上班，我們應該以國會議員的

身份去工作。 我只能這麼做。 

川普總統：我會說，我從聯邦政府獲得了所有必要的水許可。我們每天將數百萬加侖的水倒

入來自北部的太平洋。當我看到德文時，我說：“為什麼這些領域都是荒蕪的？”他們美麗的

土地，全都是貧瘠的棕色，然後他們會有一個像這樣的小地方。角落裡有一個小補丁或一

側有一個小補丁，它是美麗的綠色。你可以看到是這樣。我說：“為什麼如此之多，有 90

％，95％的土地看起來像沙漠，而你擁有這個。”他說：“我們沒有水。”我說：“你是說乾旱

了？”我們很久以前見過，對嗎？一開始，在我當選之前，我說：“你是說乾旱了？”他說：

“不，我們沒有乾旱。我們向海洋輸送了數百萬加侖的水，以保護……”好吧，我從來沒有說

過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認為保護一切重要，繼續。什麼名字？ 

Devin Nunes : 香魚，三角洲香魚。 

川普總統：因此，您有三角洲香魚。這沒有做的很好。越來越沒有水，如果有水，它會做得

更好，但是它們會輸送成千上萬的水…這是認真的嗎？ 那是唯一原因嗎？ 這就是他們將

其送到三角洲地區的原因嗎？為了三角洲香魚？ 

Devin Nunes : 是的。那個和鮭魚，是的。農民非常感謝您瞭解到您所做的重要工作，不僅

在聖華金河谷，而且在全國各地。我只是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在工作，我認為我們應

該在工作。很高興您把我們帶到這裡。 

川普總統：不過我說到水了，“那該怎麼辦？”好吧，你需要國會的批准，這需要各種各樣的

批准，但是你需要商務方面的批准，這比什麼都重要。我得到了你需要的所有批准，並且

你通過凱文，你本人和其他人獲得了許多州批准。現在，您需要的就是州長的簽名，數百

萬加侖的水都浪費流入太平洋，就像一滴水進入了一個桶子裡。對太平洋沒有任何意義。

所有的水都會正確的一直進入到洛杉磯。在洛杉磯，我在洛杉磯有一所房子。我賣了。你

知道我為什麼賣嗎？因為特勤局說：“你不能再來這裡了。”我說：“我最好賣掉它。”但是我

有房子，你沒水。你無法澆水。他們說：“哦，您不可以給草澆水。”然後你看一下這個大轉

彎。他們轉過身來。轉動它需要一天。就像一個大水龍頭，他們把它打開，把所有的水引

向太平洋。這很瘋狂。因此，我們已經準備就緒，除了你需要加文的簽名。如果你獲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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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簽名，那麼你將一直從洛杉磯獲得水。這是我見過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以為是乾

旱。我說：“你必須擁有…”他說，“不，我們有大量的水資源，但我們卻讓它們流入了太平

洋。但這麼做卻忽略了香魚（對水）的需要。所以如果你能得到他的簽名- 

Devin Nunes : 好吧，我知道在當前危機時期，我們需要與州長合作，感謝您與我們的州長

合作，他顯然不是您的支持者。 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州長需要認識到我們州有

水危機，您已經認識到，他需要放棄他提起的訴訟並與我們一起工作。 

川普總統：好吧，我們相處得很好，加文·紐瑟姆，我們稱之為 COVID-19 的關係也很好。 

在這方面，他很棒，我們也很棒。他說的很慷慨。但是在其他方面，我們不同意，例如

水，就像汽車一樣，因為你可以花更少的錢買一輛汽車，這對環境同樣有利，但更安全，

更好，更好的車。 在加州，這會迫使你製造性能不佳的不良汽車。 並且有很多不這樣做

的原因。 所以我們最終會…就這樣我們不同意。 但是我們同意在處理冠狀病毒方面，我

們相處得很好。 我們為加州和每個人都做得很好。 他對評估很誠實。 

如果能拿到水，那很好，但是你已經準備好了，好的。 你們都準備好了。 我也對凱文

說。得到他的簽名，這數千英畝的土地都將被開發出來，它們也將為洛杉磯提供大量的

水。 他們將不必配給。 他們必須在加州配給水。 這是我見過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但他

們卻發出了數百萬加侖的油。 

非常感謝您。 但是，真誠地謝謝，非常感謝您所做的工作。很感激。 

Devin Nunes : 謝謝您，先生。 

川普總統：請。 

Ted Budd : 特德·巴德，北卡羅來納州。謝謝你讓我在這裡。我也要感謝眾議會的同事。今

天沒有投票。 我們沒有要投票的東西。 發言人佩洛西並沒有帶我們做任何有意義的事

情，但我們在這裡以身作則，並表示我們已準備好工作。 因此，我們需要一些有意義的東

西來幫助那些回到家中的人。在北卡羅來納州，我們非常感謝您在這裡所做的所有工作。 

穆努欽部長，再次想感謝您所做的一切。 PPP 和您為 Main Street 所做的工作幫助保持了

這些業務的正常運轉，因此我們可以快速恢復。 我們已經準備好第三季度。 我們準備開

始北卡羅萊納州。 我們已經準備好進行重建。 

川普總統：做的好！謝謝。 

Ted Budd : 謝謝。 

Guy Reschenthaler : 謝謝總統先生。 來自賓州的蓋·雷申塔勒。 我只想感謝您和政府對

中國究責。 我認為時間太長了，沒有人追究中國的責任。 而且，我們正在調查世界衛生

組織，以及它們如何真正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以及在早期掩蓋這種病毒，這一事實絕

對是可恥的。 因此，謝謝您對此給予的關注。 

在賓州，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難過的時間，因為州長採取了嚴厲的關閉措施。現在，我們

在失業救濟人數中排名第一，但在人口方面僅排名第五。他沒有保護最脆弱的養老院，因

為在賓州，那裡的死亡人數占死亡人數的 65％，如果不是更多的話，他採取的是嚴厲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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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刀切的方法，缺乏任何細微差別，這正在破壞我們的經濟 ，同時讓最脆弱的人群暴

露於這種病毒。因此，感謝您召集對此事做得太過分的州長，並呼籲美國和國會恢復工

作。 

川普總統：因此民主黨人在賓州所做的事情是可恥的。好的。這是一個恥辱。非常感謝你。 

Guy Reschenthaler : 謝謝。 

Mark Green : 來自田納西州的馬克·格林先生。 總統先生，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川普總統：謝謝你，馬克。 

Mark Green : 感謝您的領導。 這個 COVID-19 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這對世界和美國，我

們國家，都是一個挑戰。中國在向我們提供資訊方面的延誤，即欺騙，使挑戰變得更加嚴

峻。 中國撒謊，人民死亡。 作為一名步兵軍官，一名急診室醫師，一名前商業首席執行

官，我知道當領導者被伏擊時，該領導者必須利用其掌握的資訊做出瞬間決定。 總統先

生，我為您所做的決定感到自豪。 這些人都嘲笑並批評了諸如禁止從中國旅行的決定，但

這挽救了美國人的生命。 先生，您通過這些決定挽救了美國人的生命。 我們在田納西州

對此表示感謝。 我們開始營業。 我們將要去餐館，生意又恢復了。 我們隨時準備領導，

感謝您分階段進行的計畫。 我們正在田納西州實施它。 先生，謝謝您的領導。 

川普總統：我真的很感激。 你的州長做得很好，而你就在那裡。 我們禁止來自中國的人進

入，他們說：“哦，但您確實允許人們進入美國。” 是的，他們是美國公民，在非常非常嚴

格的規章制度，隔離區和其他所有條件下被允許入境。 但是我們禁止了人們進入美國，我

們領導的一些醫生說這挽救了數十萬人的生命。 那是在一月份。 我記得當時和一個 21 個

人一起坐在一個房間裡，而我是唯一一個願意這樣做的人。 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他們認

為這太瘋狂了。 以前從未做過的事。 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現在你看他們，是

民主黨人和媒體說：“哦，我應該早點做。” 甚至沒人想到這一點。 

一個月後，您會看到南茜·佩洛西和其他人談論這種疾病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它會蔓延

開來。 她想去，實際上是在二月下旬，她在三藩市的中國城慶祝，因為這種病不會怎樣。 

所以我明白這一點。 我的意思是，她感到了，而且我能理解，但是為了讓他們早點說，我

實際上禁止中國進入我們的國家。 這種政治恥辱使他們無法逃脫。 就像 Shifty Schiff 今日

發表的聲明一樣，當我們讓他在檔，檔和大約 19 種不同的方式上打臉時，他試圖挽回面

子。 對我們的國家來說真是太糟糕了，也很難過。 馬克，非常感謝。 

Mark Green : 總統先生，您在該病毒命名之前就實施了這一禁令。 您拯救了美國人的性

命。 謝謝。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你。 我很感激。 

Kelly Armstrong : 謝謝總統先生。 來自北達科他州的凱利·阿姆斯壯。 我們是一個

Ag( agriculture)農業和能源州，因此很多東西都受到了獨特的衝擊。 但我想說謝謝您跟沙

烏地阿拉伯談判站得如此之強硬。 對於我們的石油生產商來說，這是一筆大買賣。 顯

然，您在農業方面非常出色，但是尤其感謝您昨天發表的關於支持牧場主的聲明。 有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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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迷失方向，而現在他們已經受到重擊。 因此，我們非常感謝。 然後，您才能不斷發

展經濟，我們將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這將為世界提供營養和動力。 

川普總統：需求又回升了，將達到 25 美元/桶，26 美元/桶甚至更多，你將能拯救你的能源

行業，因為我們是第一名。 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我將他們聚在一起，對我們，對他們

以及對每個人都得出了很好的結論。 一旦需求上升，對能源行業來說將是很棒的。 非常

感謝你。 

Kelly Armstrong : 謝謝你，先生。 

川普總統：路易。 

Louie Gohmert : 謝謝總統先生。 再次表示感謝。 如果您在 2016 年大選中失敗，我們將

永遠不會有能源獨立這件事。 對德州來說，真是太好了。 對美國來說，很棒。 我確實想

建議我們的媒體朋友，在他們寫關於我們如何不戴口罩，我們在社交上的距離可能不夠的

故事之前，向你保證我們已經進行了測試，並且這裡沒有人攜帶冠狀病毒，除非媒體有人

得病。 因此，我們戴口罩的唯一原因是，如果我們試圖在媒體上保護自己以免受您受到媒

體的侵害，並且我們不懼怕您。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像這樣在這裡。 所以謝謝。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像這樣在這裡。 因此，感謝您所做的出色工作，看到虛偽的消息真

是令人驚訝。 如馬克所說，您實施旅行禁令可以挽救生命，他們稱您為種族主義者，然後

當他們意識到您做對的事時，他們說您應該早點做。 如果他們不追求這個彈劾的騙局，也

許他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了這個需要。 而且我知道議長被任命為這個新委員會來調查您對冠

狀病毒的處理，我建議他們應該任命該委員會為“寡頭委員會”，以簡單地選出總統或首席營

運官。 但這就是事實。還有錢，史蒂夫和拉裡，謝謝你們的工作。 如今，有很多人在為

公司工作，這些人不在我所在的地區，在東德州也沒有。 

我本周從一些人那裡聽到他們說，他們正在威脅說，如果他們有任何資本，就不應該獲得

貸款；如果他們沒有雇用這些人．就不該獲得貸款，否則他們就可能被追捕為犯罪分子。

因此，我希望這會有所幫助，因為它可以使人們正常工作。 但是我很樂觀，如果你不是總

統，我不會這麼樂觀。 因此，感謝您所做的工作- 

川普總統：謝謝路易，你的幫助很大。 而且如果我們沒有贏得選舉，我們就不會發現所有

的腐敗行為- 

Louie Gohmert : 對的。 

川普總統：-發生在聯邦調查局的高層與骯髒的員警，以及我們發現的與其他機構中其他人

同樣重要的所有事情。 所有這些，我們一直在竭盡全力，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但是沒

有人告訴我沼澤會變得如此邪惡或如此之深。 我們正在做。 

Louie Gohmert : 我可以在司法領域提出建議嗎？ 我知道在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一些最重

要的改革可能不會發生，但聯邦調查局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執法實體，它甚至還沒有進

入 20 世紀。甚至沒有要求他們進入 21 世紀。 其他人都製作錄影帶和錄音帶以及聯邦調查

局與證人進行訪談，然後回過頭來記錄自己想說的內容，然後很容易更改。 而且我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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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帶入 20 世紀，在那裡他們至少開始進行一些錄音，以使他們無法更改它們。 因

此，這是我們從努力建立合作社的過程中汲取的教訓之一。 

川普總統：他們不僅做了記錄，還做了筆記。後來發現這些記錄對他們不利，他們幾個月

後修改了這些筆記。這是長久以來的腐敗交易。然而我們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現在，

我們不得不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巴爾部長做得非常好。他是個強悍的傢伙，他做的

不錯。這並不容易，他經歷了許多鬥爭。但他真的一直都是這麼棒，對此我們非常感激。 

但對此你是對的。我說過我想聽到採訪的錄音。然後他們說：“呃，不，那個只是···”然後

他們就把它寫了出來，跟塗鴉一樣。 

REPRESENTATIVE GOHMERT：是的。 

川普總統：這很瘋狂。他們之後修改了它。他們也修改了簽名。他們修改了所有東西。 

REPRESENTATIVE GOHMERT：所以說我們就沒有原來的版本。 

川普總統：這真是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之一了，是吧？ 

REPRESENTATIVE GOHMERT：沒錯。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很感激。 

REPRESENTATIVE GOHMERT：謝謝。 

PARTICIPANT：華盛頓最有實力的人物。 

川普總統：丹，丹，我說的是丹，最有實力的人物，丹·斯卡維諾。 

MR. SCAVINO：我僅對在場的各位在過去三個月到半年時間裡對總統以及行政團隊的支援

以及你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這個男人每天工作 18-20 個小時。正如你們知道的那樣，

他是歷史上透明度最高的總統。 

但我愛你們所有人。我代表白宮的所有同僚對在座的各位為支持川普總統而做出的所有努

力表示感謝。這真的很重要。 

謝謝你們。 

川普總統：他（丹）不是做的也很好嗎，是吧，馬克？他一直以來都很出色，這些都是他

自己做的。我記得那還是我和彎曲的希拉蕊(Crooked Hillary)以及另外 28 個人競選總統的

時候。我遇到了丹，然後丹就把他們吹跑了。那甚至都不算是一場比賽。然而現在我們有

了，我猜猜，6 個不同的地點，平臺。我們有著這些人沒有的資料結果（資料表明我們遠超

他們）。他們甚至無法接近我們。 

所以當他們編造假故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談論這些。非常重要的是：誰需要這樣的假新

聞？希望不是我們需要它，但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這麼做，我們不得不有這些東西，因為

我們沒有一個誠實的新聞媒體。 

我會告訴你，馬特蓋茨，你一直都做的不錯。他一直都很好，是吧，德文？他一直在那裡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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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吧，馬特。 

REPRESENTATIVE GAETZ：謝謝您，總統先生。您的團隊在這裡。我們已經準備好開始

工作了。總統使我們備受鼓舞。我看到了你有意願和任何人合作。我看到了新澤西的民主

黨派州長認為政府的響應是“極具效應”的 

在我和我們在國會的民主黨同事們的電話中我提到了，像湯姆·索茲(Tom Suozzi)，還有吉

米·帕內塔(Jimmy Panetta)，都對傑瑞德在檢測方面所做出的出色工作貢獻了自己力量。 

但我必須要說，總統先生，我們對我們所看到的民主黨的領導表示深深的擔憂。因為，在

過去的幾天裡，我們發現他們撒了一個惡劣的謊。不僅僅是沒有衝突的問題，我們現在還

知道了民主黨的領袖們早就知道在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衝突，但他們還是向全體美國人撒

了謊。 

現在我們看到他們又開始故技重施。當我們想要放下成見，忽略黨派間的異議，一起合作

來給我們的民眾帶來必需品和好的建議的時候，南茜·佩洛西和查克·舒默爾卻僅想要建立一

個新的委員會來調查（總統），而並不是想要合作。（為人民謀福利） 

在我當總統之前我就知道這點。你們都在說總統為我們的國家和經濟當啦啦隊是很重要

的。我知道這一點。我還知道，從今天的就業報告我們能看到即使是那些休假的，或者是

沒工作的人，都對我們目前的團隊可以重振美國經濟表示樂觀。 

您對此有什麼建議？關於讓民主黨的領袖們變得能和您合作的那位民主黨州長或者那些可

以提供有幫助的建議的普通民主黨黨員長一樣？而不是翻來覆去就是用仇恨和他們的謊言

來掩蓋他們編造最後的謊言的蹤跡？ 

川普總統：我認為他們這麼做已經持續很久了，他們也為為此走得太遠了，甚至將它淩駕

於美國利益之上。他們在位的那 8 年，就是奧巴馬執政的那 8 年，實在是太糟糕了。如果

你去看看司法部，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去看看 FBI，那裡發生了什麼。還有，坦白地說，

在那之前，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要贏下去。如果我們能一直贏下去，他們就會通過某種方式回到正

軌。或許不是以那種形式。或許就不是他們了。因為我也不能確定你們能和他們合作。我

們發現了 Schiff 和其他人的很多不誠實的地方。他們知道接這意味著什麼。他們知道。這

些人都不是傻子。他們知道這就是一場鬧劇。他們比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清楚那是一場鬧

劇，但這是他們發起的，他們並不委屈。 

我觀察過 Schiff – 狡詐的西夫(Shifty Schiff)，9 寸的脖圍。我觀察過這個傢伙，穿著世界上

最小的領口，是吧？但我觀察過他，我想是在今早，談論過它。他表現的好像是他被冤枉

了一樣，好像是他被冤枉了。他知道他可能早就進去了。不僅僅是被抓的問題。如果他不

是國會議員，他早就進監獄了。因為他編造了那麼多謊言，那麼多假話，他所有的東西都

是假的。他是個令人作嘔的人。他絕對是個令人作嘔的人。他是個腐敗的政客。所以我不

能指望像他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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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認為，總體來說，我們還是擁有很好的支持。很多民主黨派的州長給了我很多支持。

我其實是想說所有民主黨派的州長，幾乎是所有。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像安德魯·庫默

(Andrew Cuomo)，在幾天前就說過我們所做出的工作很了不起。聽起來是個不錯的說法。

“現象級的”- 這是個好詞。他說的是事實，所以我們確實擁有不錯的支持。 

還有加文·紐瑟姆(Gavin Newsom)，他也是一樣的。他也說了一些話，和 Cuomo 州長說的

差不多。所以我們可以和這些人合作，但我認為（民主黨）這個群體說實話有些病入膏肓

了。他們令人作嘔。他們出了大問題。 

馬克，請繼續。 

REPRESENTATIVE MEADOWS：好的，總統先生。我知道我是在給您說，但我還是想要

感謝在座的各位以身作則的回到了華盛頓特區。是時候給我們的民眾發出信號，表示我們

要開啟我們的經濟了。我們為回歸做好了準備。我們也做好了準備，來支持一個願意每天

都做出勇敢決策來保障美國優先原則的總統。 

感謝您允許我為大家服務，感謝所有人。 

川普總統：好的，我必須…在我介紹你之前，我或許不得不說…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們所

有出色的 NCAA 隊伍都來到了這裡，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可能就來不了了。但所有隊伍都

來了。其中有一支隊伍是我們國家頂級的摔跤隊。是 NCAA 的大滿貫。 

當我看到他們時，我一下子就知道他們是摔跤隊的。我看到了他們耳朵的動作，他們撐爆 T

恤的肌肉，他們下頜的輪廓。當時我和吉姆·喬丹走在一起，他們甚至都沒有鳥總統一眼。

他們說：“那是吉姆·喬丹(Jim Jordan)”。你們不知道一個出色的摔跤運動員，NCAA 冠軍

是怎樣的。然後當他們看到我的時候，那些摔跤手看到了我，他後他們說：“對不起，總

統，我們應該先向您問候的。”是這樣吧？ 

所以，吉姆·喬丹(Jim Jordan) – 他是一個冠軍。他是一個贏家。他知道怎麼去贏。 

REPRESENTATIVE JORDAN：感謝您，總統先生。我們是同一時間知道了我們對弗林將

軍做了什麼，我們是同一時間知道了整個 FBI 主導的 Mueller 通俄們調查是沒有任何根據

的。也是在那是，南茜·佩洛西挑選了一個委員會繼續針對您。 

所以我們需要明白，夥計們，他們永遠不會停下來的。但是除了那些我們從他們那裡看到

的無情的攻擊，總統先生，我們感恩您的領導，我們感恩您整個團隊的領導，感恩這些為

美國人民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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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像丹說的那樣，我很欣賞您的工作道德。我知道您為了美國人民有多努力得在工

作。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梅多斯是怎樣工作的。你一直都隨時回我電話。所以我現在知道

你一天得工作 15-18 小時了。 

川普總統：確實是這樣。 

REPRESENTATIVE JORDAN：你們其實工作量更大。真的很感謝你們的付出。俄亥俄州

第四選區的人民感恩於此。全國人民感恩於此。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下去，這樣的話我們

會很快迎來一個偉大美國的回歸。 

川普總統：太棒了。你是對的，吉姆，我看到過這個，我之前甚至都不知道這回事兒。我

看到南茜組織了一個監督委員會。我也一直在接到其他國家的來電，稱讚我們的工作做得

多麼的好。他們說：“總統先生，您能在病毒檢測方面說明我們嗎？你們的病毒檢測手段

比我們得好多了，是世界上最好的病毒檢測方法。”“我們能問你們要點呼吸機嗎？有什

麼辦法嗎？我們的人民正在死去！能給我們一些呼吸機嗎”都是這些。 

可他們卻發起了一個監督委員會來檢查我們做了些什麼。當南茜一個月前還在唐人街蹦蹦

跳跳的時候，就像我說的，這是一個恥辱。 

但比這個更加恥辱的是，我們來看看委員會的這些人。他們是史上最恨川普的一群人。瑪

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他們每個人，都是在喊著“彈劾”。甚至在我宣佈競選之前

就這麼喊。 

現在，我這麼說是為了取笑，因為他們會說這不是真的。但其實差不多。幾乎沒區別。你

知道，如果我這麼說了，他們就會說：“這不是真的”。他們都不懂媒體上的諷刺是什麼

意思。 

但我想說，如果你看了委員會的那些人，每個人都是劊子手。這是一個恥辱。他們可以這

麼做是一個恥辱。但我們又回來了，又回來了。 

我們擊敗了他們，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擊敗他們。所以他們無法接受這點。他們無法接受。

這就是為什麼這很有趣… 我可以州長們走在一起，我們合作的很愉快，他們非常認可我做

的事情，也很認可我們共事的這些事情。但你不能和那群人合作。他們是一群冷血的瘋

子。 

不管怎麼說，謝謝你，吉姆，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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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JORDAN：謝謝您，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凱文，我們是否要再強調一下我們在接下來的一年都有哪些工作要做？ 

MR. HASSETT：當然。非常感謝您，總統先生。非常感謝。對於被邀請回到這裡來為解決

這場災難出一份力我感到受寵若驚。對於能再次回到這裡我感到十分榮幸。 

大家知道，各位議員回來的這個時間是很合適的。感謝大家能回來，為了重振我們的經

濟，準確來說是針對今天出來的，史上最差的就業報告而討論對策。我也是我們一直在告

訴人們將要會發生的事情。 

川普總統：是的。 

MR. HASSETT：因為各位採取了各種措施來挽救生命，來組織經濟下行。 

但在今天的報告中，我們依然看到了一線希望，女士們先生們，對我們來說這真的很有趣 

– 為此我和總統在白宮辦公室討論了一整夜 – 幾乎所有指望在報告中看到就業率提升的人

們都說他們期待能在六個月內回到工作崗位。 

現在，如果這個發生了，那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就會是歷史性的：我們會經歷史上最劇

烈的震動。就像世界大戰那種事情，我們會很快恢復。 

我認為如果我們做到了，總統先生，因為我們的經濟在一月份是很好的，人民已經可以承

受這些。也由於您的政策使得各位齊心協力能夠建起一座通往彼岸的橋樑。 

感謝您，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與此同時，我們也挽救了數以百萬人的生命。這是因為我們做這些事情的終極

目的。但我聽到了你們中的一些人，還有其他一些人，在昨天的時候，說每個人都期待儘

快回到工作崗位上。這很不尋常。通常，當人們經歷了這樣的事情，他們就再也不想找去

找工作了。所以這真的是太棒了。 

謝謝你，很好的意見。非常感謝，凱文。 

REPRESENTATIVE ZELDIN：總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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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謝謝你，李。 

REPRESENTATIVE ZELDIN：共和黨議員們已經回到了華盛頓特區工作。我們想要給美國

人民做出貢獻，今天能來到這裡我們感到十分榮幸。我希望，南茜佩洛西下周初就可以讓

我們回去開會了。我們拭目以待。我們這周就應該過來的。參議院之前就到華盛頓特區

了。但是… 

川普總統：她在做什麼？她在哪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REPRESENTATIVE ZELDIN：您知道的，我真的認為她僅僅是為了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她

的手上。她喜歡小木槌在她手裡的感覺。她知道她對權力的掌控正在鬆懈。在 2021 年的一

月，她將必須把這個位置交給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所以在此期間，她會盡可能

的集中更多的權利在她手中。 

當她把她的民主黨議員帶回到華盛頓時，就會有一個程式，使得我們可以參與立法。那樣

她就不能如此獨裁地對待這些妨礙者，用激進地議題來平息那些暴怒的自由派支持者，那

些將她手握權力視為頭等大事的人。 

在座的很多人都和您一起並肩作戰，就像當年在諾曼第海灘登陸一樣，我們很榮幸今天能

夠回來和您一起，在這個歐洲勝利日。不僅作為一位國會議員，也作為一名陸軍退伍軍

人。我想就您對我們軍隊的所有支持表示感謝。在您入主白宮之前，我們的軍隊在很多方

面都在被弱化。我們甚至看到了我們的軍事力量回到了二戰前的水準。這不僅僅是軍隊的

問題，還有我們的裝備的問題。 

無論是對軍隊的支持，還是為贏得勝利的準備。我瞭解到您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您是不

會派出軍隊的。您把他們送去為了贏得戰爭，或者完全不派一兵一卒。您一直在遵循一個

原則：我們的敵人永遠不會尊重弱者。他們只尊重強者。考慮到現在還有人在預備役，想

到我們現在在海外部署的男兵女兵們。他們晚上睡覺的時候會感覺好一些，他們的父母也

會在睡覺的時候感覺好一些。因為他們知道您在背後支持他們。 

我們最偉大的那一代人，他們在 75 年前為了我們的自由而戰，他們為了星條旗和憲法而

戰，讓我們今天坐在這裡的談話成為了現實。我看到了他們，看到了他們在諾曼第和您一

起，那些老兵，從背景後向你呼喊，好像他們又回到了十八九歲的樣子。他們僅僅是想和

總統分享一段經歷。僅僅是想向您回贈一個大拇指。他們當初還都是孩子，即使他們拯救

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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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感謝您不僅是為您成功地重建了軍隊，還因為您非常關心老兵。因為當他們回家的時

候，迎接他們的應該是愛，尊嚴和尊重。這是他們從一個懂得感恩的國家那裡應得的東

西。 

作為一個紐約人，我想對您在此次疫情爆發期間對紐約所給予的無比巨大的支持表示感

謝。夾在薩福克郡(Suffolk)和拿索郡(Nassau)之間，我們到目前為止，有超過七萬名新冠病

毒感染者。分佈在舒適號醫院船，賈維茨中心，戰地醫院和陸軍醫療站。當紐約向您提出

需要公共檢測，您馬上就同意了。他們提出需要私人實驗室檢測，您也馬上同意了。他們

又提出要半自動化的檢測，您還是馬上同意了。 

我記得當時和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通話的時候，告訴他我們需要呼吸機。結果 48

小時內就送來了 4000 台呼吸機。我記得當時是和傑瑞德，在週六晚上 10 點還是 11 點通

話，說薩福克郡(Suffolk)的正常尺寸的 N95 口罩庫存不足。結果第二天，您就在白宮新聞

通氣會上說到聯邦正在派發數十萬的 N95 口罩。然後這些口罩 48 小時內就送到了我們這

裡。那可是 25 萬片醫用口罩一下子就送過來了。 

幾周前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跟穆努欽財長討論關於建立市財政流動性機制的問題。討論一

些像我們這樣的郡，人口在 200 萬左右的郡，是否有建立這樣的機制的需求。我們郡 

又 148 萬人，按理來說是沒有建立這種機制的資格的。穆努欽財長，在通過最後一個法案

的那晚，還在和我們通電話，商談關於怎樣解決我們的問題。所以，對於傑瑞德所做的，

還有 Polowczyk 海軍上將，還有艾維·伯克維茨(Avi Berkowitz)還有其他參與設立 PPE 專案

的人表示感謝。薩福克(Suffolk)預訂的波音的夢幻客機就獲得了 PPE 項目的支持。這真的

是莫大的幫助。 

我最後想說的是，我不僅是作為一個國會議員提出這一點，也是作為一名退伍老兵想說

的，謝謝您。我還想說，作為一名猶太裔退伍軍人，和你們一起在諾曼地登陸的那天在我

身上發生的事，那些支持你們的人們，在今天早上再次發生了，當我發現一條短信說今天

是二戰勝利 75 周年，歐洲勝利日。我被攻擊了，作為一個猶太人，僅僅是因為支持您。他

們那些對您的評價深深的冒犯了我。 

以前從未有一個像您這樣的總統，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給予猶太人莫大的支持。無論是將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還是簽署泰勒國防法案(Taylor Force Act)並將其納入

法律，還是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的主權，但最重要的還是在國內與反猶

主義作鬥爭。當我看到他們在攻擊我，攻擊您，尤其攻擊您的團隊的時候，當您比其他任

何總統都偉大的時候，不僅僅實現了您競選時的諾言，還一直在做正確的事，並實現著前

幾任總統許下的諾言，我只想說，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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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佩洛西，我們本應是一條船上的人，我們的槍口對準同一方向。但現在我們這裡所有

人都跟在一條船上。我們的槍口都對準同一方向。但不幸的是，當您將新冠病毒視為敵人

的時候，佩洛西卻將您視為敵人。我相信這對於佩洛西議長很重要的是，來到這間屋子看

看，現在在座的所有人，先要開始工作的眾議員們，今天都在華盛頓，她需要儘快回到這

裡來開會，並和我們一樣努力的為美國公眾而戰。 

最後感謝您在各方面做出的領導，以及您對紐約所給予的巨大幫助。 

川普總統：謝謝你，李。非常感謝。我對此很感激。 

REPRESENTATIVE DAVIDSON：感謝您，總統先生。我是來自俄亥俄州的沃倫·大衛森。

很榮幸成為滅疫小組的一員，也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於您合作，為了美國再次偉大。您已

經傳遞了偉大的資訊，這也引起了全國的共鳴，當然俄亥俄州的人民也包括在內。我們愛

您，我們期待著您的回歸。 

您知道的，我在想您之前說到州長們在引領抗疫之路。但是州與州之間確實有著不同的經

歷，不同的方式來應對疫情。不僅如此，各州還有各自處理遺留問題的不同方式。您也看

到了，有些州，像伊利諾，它們的遺留成本占到了養老金預算的 58%。像俄亥俄州，我們

這有一個未雨綢繆基金，我們改革了我們的養老金並且負擔了我們的開支。這個方法是很

重要的。 

重要的是，司法部長巴爾(Attorney General Barr)為了保衛公民自由的方式。我們每個人都

想要保護公眾健康，我們也都急切盼望我們的經濟增長，並回到之前的樣子。但我們都宣

誓過，和在軍隊裡宣誓的一樣，要支持和守衛我們的憲法，抵禦一切敵人，無論是他們來

自國外還是國內。 

所以，對於公民自由的態度是很嚴肅的。它在自由的意義上和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意義上已

經被侵害。在這場疫情中遭到攻擊。聽到司法部說我們要捍衛我們的自由並要成為榜樣，

這很重要。 

當我們遇到這些關於處理問題的主意時，你知道，安全。記得愛國者法案的延期，它是個

臨時的法案，它會過期。911 之後的很多緊急事件導致了 FISA 法案和愛國者法案的延期。

這些法案被濫用於很多人，包括公開的在您身上，僅僅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僅僅是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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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依然還沒有真正的能夠改革 FISA 法案。我們還有機會這麼做。但是誘惑總是說“保

護我們”。有些意見是根據隱私，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保護我們。跟蹤，隔離，記錄每個

人。這很危險。所以保護公民自由是很好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在談論歐洲勝利日。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後一次有這麼大的債

務就是在二戰後。是美國的。所以美聯儲極力提供了穩定性以至於我們的經濟關閉了。所

以我們欠人們一個我們之前提供的穩定。但是大多數人們都意識到了你不可能發行一整年

GDP 的貨幣。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的應對貨幣體系的震盪。自從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以來

這個貨幣體系運行良好。我們一直是世界上的儲備貨幣。我們不願用我們現在這種愚蠢的

超發貨幣的形式來放棄掉這種地位。因為這不是借出去的。沒有借款人。我們沒有真正意

義上把錢貸出去，我們只是在印錢。這是在削弱美國的信仰價值以及美國的信用。世界上

很多國家都在這麼做，但美元卻一直是最堅挺的那個貨幣。但我們一定要謹慎的看到這個

問題，不能無限制的使用這種印錢的手段。 

對您做出的工作和您所帶來的領導力表示感謝。很榮幸能成為其中一員。 

謝謝您。 

川普總統：謝謝你，沃倫。非常感謝。 

MR. BIGGS：總統先生您好，我是安迪·比格斯。來自亞利桑那。感謝您今天讓我來到了這

裡。感謝您這周來到了亞利桑那州。參觀了位於鳳凰城的霍尼韋爾(Honeywell)，一個經過

改造後每天可以生產 1000 萬隻 N95 口罩的工廠。 

川普總統：對的。 

REPRESENTATIVE BIGGS：在正常情況下，將會有超過 10 個像羅德島那麼大的工廠。

感謝您去了那裡。我們之前有來自圖桑(Tucson)的薩米餐廳(Sammy’s Restaurant)，還有很

多拉丁裔的老闆。那裡的老闆都是您的鐵杆支持者。為什麼他們是您的支持者呢，因為您

所創造和落實到位的經濟。 

亞利桑那州已經為重新開放做好了準備。他們都充滿能量。他們想要重新開放經濟，他們

對您和您的領導力有信心。因為他們知道之前發生過什麼。您創造了一個輝煌的經濟體：

低稅收，減少規章制度。這為我們的經濟帶來了十足的活力。這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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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訴您，我們對佩洛西議長不願讓大家回去做我們應該做的工作表示很失望。我們需

要為美國人民做出表率，證明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佩洛西可以去星巴克喝咖啡，就像

凱文昨天說的那樣，那她也可以來到國會。 

所以，你們知道的，眾議院自由核心小組，我們昨天開了個會。下周我們每天都會在華盛

頓特區開會。我們想要讓佩洛西知道我們已經準備好開始工作了。我們是來工作的，我們

代表著人民。 

感謝您的領導，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安迪。 

REPRESENTATIVE BIGGS：非常榮幸能和您一起。 

川普總統：謝謝。 

REPRESENTATIVE BARR：總統先生，我是來自肯塔基州中部的安迪·巴爾。感謝您的領

導和今天邀請我們到這裡來。我想跟你分享 3 個來自於我的選區的簡短的故事，這些故事

足以說明您的政府在應對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的管理是多麼的有效。這些故事尚未被新聞

媒體所披露，所以我想讓這些故事被媒體報導，因為他們需要知道你們所有人在回應美國

人民的時候是多麼的高效。第一個故事是，Mark Bougherty 博士，他是我的選區最大的私

立醫院-浸信會列克星敦（Baptist Lexington）的流行病學家，他是舉世聞名的傳染病專

家。他在大流行初期 3 月份時來找我，他說：“我們可以做一次血漿恢復血漿療法。” 他是

我國最早想要做這個的流行病學家之一。先生，他去了您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並在四

個小時內獲得了進行恢復期血漿療法的批准-在周日晚上挽救了兩個生命。這是週五才獲批

的方法。 

其次，他來找我，他說：“如果我們在醫院內使用遠端醫療，我們可以節省個人防護設備。

問題在於我們需要得到聯邦政府的批准。” 因此，我們找到內容管理系統的 Seema 

Verma，我們說：“我們可以用藍牙聽診器配合著 ipad 跟遠端醫療還有 facetime 一起使

用。我們不必派遣所有醫護人員進入負壓病房。我們可以帶進現代技術對抗新冠疫情。我

們可以保護醫護人員，並且可以節約有用的個人防護設備。”幾天之內，Seema Verma 和

她在內容管理系統的團隊做出了積極的回應。這是一項全國性的政策變更，可以挽救醫護

人員的生命並節省稀缺的個人防護設備。 

然後，接下來的故事是肯塔基州尼古拉斯維爾的史蒂夫·斯通（Steve Stone）。他在

Sagent 製藥公司工作。他來找我們，他說：“用於呼吸機的新冠患者的鎮靜劑異丙酚嚴重短

缺。” 順便說一句，在紐約，義大利政府阻止了裝運了一個月份的異丙酚。因此，我們在週

六早上與您團隊中的 Polowzcyk 海軍上將打了電話溝通此事。週二的時候，他與美國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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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了交談，並讓義大利政府向紐約放行了用於救治插管新冠患者在紐約市的異丙酚，

這是一個月的供應。這一切都歸功於您的政府和 Polowzcyk 海軍上將都立即回應此要求。 

第三個故事是，穆努欽部長和他的團隊以及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我們去了-我

們的一個小企業主沒有拿到第一輪 PPP 項目的貸款，原因是，他在 2 月 15 日之後購買了

這家企業。但這是一家有 35 年歷史的企業，有十幾名員工-每人每年 60,000 美元的工作，

是一家小型出版企業。我們去找了馬克·梅多斯、穆努欽部長和他的團隊。幾天之內，他們

就更改了準則-常見問題和新準則。由於你們的果斷行動，我們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挽救

了 12 個工作崗位。 

因此，總統先生，感謝您對這一流行病和危機的快速有效反應。 

川普總統：謝謝。非常感謝，安迪。 

REPRESENTATIVE PERRY：午安，總統先生。我是來自賓州的斯科特·佩里。首先，我要

感謝您感謝賓州立大學的 NCAA 冠軍摔跤手。眾所周知，吉姆·喬丹（Jim Jordan）是賓州

立大學摔跤運動員的忠實擁護者。  

總統先生，非常感謝您的大膽、有遠見、果斷的領導。在我代表的地區以及整個“拱心石”州

（注：賓州的別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尤其是 PPP 救了無數的工作。對於美國全國各

地的小型企業來說，這一直是命脈。當然，通過當地銀行運行它，脫離於政府，讓銀行-我

們的當地社區銀行-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就是人們所知道的。讓銀行和企業之間聯繫，

銀行本來就認識他們。 

因此，這很有效，確實非常有效。但是告訴您，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您的遠見和領導才能

在我們的的一些州長中卻沒有。就在昨晚，我們的州長剛宣佈我們賓州將繼續封城到 6 月 4

日。總統先生，我們的企業正在死去，看！要知道，我們本不必做出這種決定。我們是美

國人，我們可以一次做兩件事（注：指既復工又保障安全），您已經證明自己可以一次成

功地做很多事情。在賓州，我們約有 65％的死亡發生在老年人護理機構中，即輔助生活機

構。而不是在醫院，是在這些養老機構。個人防護裝備正要去醫院。錢，很多錢正要去救

助醫院，因為我們關閉了醫院。而我們州長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不提供説明此類養老服務

機構，而是提供一個網站，人們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告密要去工作或開業的鄰居，讓人們互

相敵對，這與要讓大家團結的宗旨相抵觸！ 

所以有兩事情：請將 PPP 延長八個星期，直到州長開放我們州為止。因為雇主現在不想為

那些無法重返工作崗位的員工付工資，因為還在封城不能復工。不是您做的，是州長做

的，是吧？ 

川普總統：好主意。 

REPRESENTATIVE PERRY：所以要過渡到偉大，我認為可能要包括這樣的事情（注：指

延長 PPP）。現在，我們有想要開放的郡，州長說卻不。郡要開放，他們擔心的是，如果

他們開放並再次違反州長的命令，那將阻止聯邦政府為您的救助計畫提供資金。因此，一

定要保證他們做正確的事，並使美國人能像美國人一樣重新工作，這將對他們非常非常地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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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先生，我也要這樣說：在現實世界中，失業救濟是我們試圖做正確的事情。雇主對-如

果他們的雇員不回去工作，他們將不用承擔責任的事情-表示感謝。但是，當您有一位不想

執行該政策的州長時，這就沒啥用了，因為雇主需要雇員回來。 

川普總統：對的。 

REPRESENTATIVE PERRY：他們需要他們回來工作。因此，也許請您要看一下這個情

況。最後，總統先生，當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就必須負責任。必須有問責制。我

們都想回來，我們在這裡，我們準備開始工作。議長佩洛西顯然不是，但是，如果她打算

開始搞第四階段（救助計畫），她是在自己搞，她沒讓我們參與，她不讓凱文參與，她沒

有讓任何人參與。 

總統先生，說實話，讓我們重新回到工作和健康的經濟生活的處方很簡單。而且您已經知

道了。您已經談論了一百萬遍了。讓我們重新開始工作。讓我們重新開始工作。謝謝總統

先生。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太棒了。 

REPRESENTATIVE MURPHY：謝謝總統先生。我是來自北卡羅萊納州東部的葛列格·墨

菲。感謝您的力量，感謝您的堅持。我是一名外科醫生，我非常喜歡果斷。舒默、佩洛西

和她的陰謀集團從本質上試圖在這四年中（通過不作為）來抵制 2016 年的大選結果。我參

加政治活動的時間相對較短，但是對我來說顯而易見的是，這個國家中有些人討厭您，對

本屆政府的憎恨遠超過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愛。他們會看到這一企圖的破滅，這場危機凸顯

了這一點。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使我們的國家團結在一起的一種方式。但不幸的是，黨派政

治還在統治著當前。 

這就像飛機在空中飛行的時候，還在建降逃跑道。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類比，但是飛機

已經製造好了，現在該著陸了。現在該是我們根據事實而不是虛構，不畏懼流氓，不是媒

體的漫畫，而是事實來做出決定的時候了。知道真相不是很好嗎？ 

我們對我們的美國人足夠相信，我們相信他們的想法。因此，我想請北卡羅來納州的人，

和從賓州的人一樣，與我們的州長交談，讓我們回到工作崗位。讓我們看一下北卡羅來納

州的適合本地區的做法，這符合常識。讓我們依據科學，這我們做得到。我們不需要再重

新發明輪子了（指已經有經驗可借鑒）。 

因此，感謝您的領導力，感謝您的堅持和領導。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謝謝。 

REPRESENTATIVE JOHNSON：總統先生，我是邁克·詹森。感謝您今天的光臨。我們一

直渴望回到國會山上工作，希望我們能在眾議院進行常規工作，並希望我們能重回正軌。 

今天，我代表兩個重要的人群：一個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有韌性、勤奮的人民。我們經歷了

一個艱難的時期。我的意思是，大流行給我們帶來了沉重打擊。然後，當然，我們遇到了

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的危機，我們將從中恢復過來。但是那裡的人在你身後支持您。因此，

他們中的許多人總是問我何時知道會回到這裡，向您表示感謝和鼓勵，並感謝您所做的一

切和有原則的領導。 

我們和賓州、北卡羅來納州、路易斯安那州的情況相同，我們的州長正在繼續封城，我們

的自由市場需要一個蓬勃發展的機會。我們會做到的。需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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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能代表的第二個群體是共和黨學習委員會，這是國會中最大的保守派小組。我作為

該小組的負責人（當然所有這些人都是領導者），我們一直在努力推進我們的核心原則。

上週一，我們提出了一個 37 點的藍圖，該藍圖稱為“繁榮、問責制和復蘇”。基本上，我們

所做的工作是提煉出大流行之前約 15 個月中一直在進行的工作，以提出一部腳本，一個保

守派的腳本，以便使我們重新變回國會的多數黨，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例如，從要追究

中國的責任一直到賦予美國工人力量，而且我們認為這些與您的政府的很多觀點是一致

的，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這些問題上共同努力。 

最後，我要說的是：您這屆政府的整個團隊非常的平易近人和透明。我喜歡丹說的話。在

你說這兩個字之前，我已經寫下了這兩個字。那就是川普政府的標誌。您的團隊中的每個

人我都可以叫得出名字。他們對我們都很有幫助，也非常感謝我們。前幾天，我們與庫德

洛先生舉行了電話會議，他在會議結束時說了些與我產生共鳴的話。他說：“您知道，我們

久經考驗的原則現在不能被放棄。” 這就是指導我們能度過這個（難關）的方法。對吧？我

們雖然麥克風都靜音了，但我們都說了“阿們”。 

這讓我想起雷根在他離開國家領導人那段傳奇的時光時在告別演說中所說的話。他說：“他

們稱我為偉大的溝通者，但我不是的。”他說：“我只是在傳達偉大的事物，而這些偉大的事

物，自建國以來一直指導著我們的國家。” 

我們相信這些歷史悠久的原則。我們相信個人自由、小政府、財務負責、自由市場、降低

稅收和減少監管。這些都將是知道國家重回正軌的原則。我們非常感謝您和您的團隊堅持

不懈。我們將與您站在一起，我們是您的步兵。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去上班了。我們再次感

謝您所做的一切。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太棒了。 

REPRESENTATIVE LESKO：好吧，川普總統，我要再次感謝您來到亞利桑那州。能夠與

您同坐空軍一號是一種榮幸。這是我第一次坐，感覺太棒了。 

川普總統：好，好。 

REPRESENTATIVE LESKO：但是我想讓您知道我相信您是最適合這份工作的人。儘管有

所有民主黨人，奧巴馬時期的高層，也許是奧巴馬總統本人，都試圖把您趕走。儘管如

此，您還是帶領我們的國家進入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時期。我完全相信您會再做一次。

因此，請不要那些批評影響你。我知道很多人是川普仇恨者，他們說的是卑鄙的話。但

是，在全國各地有這麼多的人，在亞利桑那州的這麼多的人，絕對認為您做得很好。所

以，請繼續好好幹。 

川普總統：謝謝黛比。 

REPRESENTATIVE LESKO：感謝您。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你，黛比。 

REPRESENTATIVE LESKO：謝謝。 

川普總統：太好了。謝謝。拉裡。 

庫德洛先生：謝謝你，先生。在此感謝大家。說了一些美好的話。感謝您的努力和大力支

持，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想聯繫一兩個點來說說。我和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我的朋友和同事，昨晚我們在圓桌辦公室的時候說過，這些都是暫時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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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占四分之三，甚至更多。如果您告訴我說，當我們失去 2000 萬個工作崗位，而股市將

上漲 400 點的那一天，我會繼續直播，那將非常有趣。 我以為我活得夠久、見過好多事

情，但這個事情沒見過。這不是我重複這個實驗，我只是說說。 

我認為這是因為情況暫時的。而且我也認為股市在 3 月 23 日觸底。我知道它會波動之類

的，但是我認為，史蒂文談判了很多事情，而且我們聽說過 PPP（擴展 PPP 之類的事），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這些都是暫時損失以及為什麼市場正在擺脫它們。 

我確實要重申：我們很可能會很快收回很多這些工作。先生，您可能會說，作為私人調

查，甚至是國會預算辦公室，我們都將在今年下半年實現 20％的增長率增長。 

然後，最後，我想說的是，先生，如果您堅持使用前三年的原則，我非常感謝您的評論。

我的意思是，到今年一月和二月，在病毒打擊之前的經濟是以年增長率 3.1%的速度增長。

低稅收；法規反轉；能源獨立；良好，公平，互惠的貿易協定-藍領繁榮，中產階級工資繁

榮，中產階級工資及以下工資以及小企業繁榮的基礎，這是共和黨的核心。 

沒有理由-您只做了一次。如果我們遵守這些原則，我們會再做一次。明年 2021 年絕對是

一個引人注目的一年。所以我真的相信。 

我只是要說，很榮幸地成為其中一員，先生。謝謝。 

川普總統：非常感謝拉裡。 

財長穆努欽：謝謝總統先生。我要感謝桌子周圍的每個人。我有機會與幾乎所有人和您的

所有想法進行對話。 

正如其他人所說，是總統的經濟政策使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最有信心，我們擁有最偉

大的科學家，最偉大的醫務人員。將會有疫苗。我們將殺死這種病毒。在我們度過這個艱

難時期時，您最近制定的政策正在保護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 

所以，謝謝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謝謝你，史蒂夫。我非常感激。而且您做得很好。 

因此，我們正在往卓越過渡的道路看呢。而且我認為它現在開始。真的是這樣這是一個很

棒的名詞。它就在這次會議上出來的。 沒錯。它是偶然產生的。那是一條聲明，它出來

了，你無法獲得更好的聲明了。我們可以走到麥迪森大道，得到最好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天

才們，提出一個口號，但這就是我們要使用的口號：“向偉大過渡”。從現在開始。 

我很感激，我們每個人都說：“你能在這裡嗎？”他們跳上飛機。是這樣嗎，馬克？他們跳上

飛機。沒有人拒絕你。 

MR. MEADOWS：是的。 

川普總統：這只是一次快速成立的會議，因為共和黨人想在這裡。民主黨人必須回來，他

們必須繼續前進。 

他們要的是他們不需要的東西，但這正是他們想要的。他們想要東西，我們對發生的事情

感到滿意。我們得到了所需的東西，但同時，我們想做適合自己國家的事情。 

因此，我們將看到他們正在尋找什麼，並且我們將–一段時間以來第一次處於這個位置–您

永遠不會把自己放在那個位置，但是我們不同意他們要的。而且它有點延遲、延遲、延

遲，現在他們需要東西，我們可以坐下來觀察。我們將做適合自己國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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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是走向偉大的過渡期。那就是我們的位置。那就是現在開始的地方。我感謝大家

在這裡。媒體走後，我們將舉行一次小型會議。你有任何問題嗎？ 

 

 

 

 

 

問：是的，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喬恩？ 

問：您能使我們快速瞭解現在已經檢測出冠狀病毒陽性的副總統員工嗎？現在這是西翼的

第二個職員。 

川普總統：是的。是的。好吧，我對此瞭解不多。有人要談論嗎？是的-凱蒂是一位出色的

年輕女子。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測試結果都非常好，然後突然間，今天她的測試結果是

陽性。她沒有與我接觸。她花了一些時間與副總統有接觸。我相信是新聞界人士，對嗎？

是新聞界人士。因此她出乎意料地測試出了陽性。 

這就是為什麼整個測試概念不一定很棒的原因。測試是完美的，但是在一次測試之間可能

會發生某些事情-測試很好，然後又發生了事情，突然之間-她最近才接受了測試，但測試結

果為陰性。然後我想今天，由於某種原因，她的測試結果為陽性。 

因此麥克知道了這一點，麥克已經完成了他必須做的事情。我認為他正在乘飛機去某個遙

遠的地方。但是稍後你可以問他。 

但是他們已經採取了所有必要的預防措施。我瞭解麥克已經接受過測試-副總統-並且他的測

試結果是陰性。 

問：總統先生，但如果這能在白宮在這裡發生-兩個人的測試結果是陽性- 

川普總統：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 

問：它可能發生-什麼- 

川普總統：你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問：那麼，美國人民為什麼要對回到工作充滿信心？ 

川普總統：不，不，因為，那好吧，那麼無論您是否回去工作還是不回去工作，無論如何

都會發生。 

實際上，我昨天看到一個來自紐約的統計數字，這很奇怪-大多數案例來自公寓和房屋。這

都是為了什麼？我認為他們說 66％。你看見了嗎？由州長 Cuomo 同意的-他們要出門了。

對吧？ 

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這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敵人-惡毒的敵人，難以捉摸的敵人。

而且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可能是任何人都看到過的最具傳染性的敵人。 

問：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是的，請。 

問：最近兩天兩個陽性測試結果案例，您在白宮採取了哪些預防措施來防止病毒進一步傳

播？ 您是否擔心它已經在白宮中並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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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好吧，我不擔心。 不，我不擔心。 但是，你知道的，我把事情做好了。 我不

用擔心 我做我必須做的。 我們在白宮採取了非常有力的預防措施。 但同樣，我們正在處

理一個看不見的情況。 沒人知道。 

當我在紐約看到有 66％的人在家時染病，他們就是在住家染疫的。 誰會想到這樣的事情是

可能發生？ 

因此，你所能做的就是採取預防措施，並盡力而為。 但是今天麥克接受了測試，麥克的測

試結果是陰性。 

問：先生，您是否出於以下目的在白宮採取了額外的措施？ 

川普總統：是的，我們正在採取非常正式的步驟。馬克，你要來講這個嗎？ 

MR. MEADOWS：顯然，我們已經制定了一些協議，以確保總統及其直屬人員的安全。不

僅是總統；這裡是所有員工。顯然，您每天都在這裡。 

但是，我們實施的協議更加嚴格地著重於確保我們採取緩解措施以確保他們的安全。 

我不想談論我們已經開始的所有程式，但是我可以告訴您，這可能是您可以進入的最安全

的地方。如您所知，你們所有人都必須與總統保持社交距離。他已舉行的會議都是通過適

當的社交距離計畫完成的。除此之外，我們可能還要採取一些與副總統和總統有關的預防

措施，就只是確保與他們接觸的人都做好了—確保這樣做的方式以確保總統安全。 

此外，今天來到這裡的每個成員都經過了測試，只是以防萬一我們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

但是，我們在過去的 48 小時內添加了一些其他措施，我們將繼續對其進行監控。 

問：總統先生，您對目前採取的措施感到滿意嗎？ 

川普總統：我確實是。 看！我瞭解我們在處理什麼。 我們正在處理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

且得病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它不會消失。 好嗎？ 即使你得病，可以輕鬆的方式過渡。 有些

人有困難的時間。 大多數人都通過了。 有些人因此被毀了。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有很多人說他們有得病，幾天後，他們變得更好了。 有人說，他們認

為自己得病，而且幾乎沒有症狀。 其他人得病了，不幸的事情就會發生。 

因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得病，你就會變得更好。 而且，據說你是免疫的。 雖

然，他們不確定這種免疫能持續多久。 

是的，請。 

問：還有-總統先生，為什麼人們在白宮不戴口罩？ 

川普總統：好吧，他們有戴。他們- 

問：但是他們沒有戴，先生。 

川普總統：不，為我服務的人有戴。他們 - 

問：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我們沒有看到你周邊的人有人戴口罩。 

川普總統：好吧- 

MR. MEADOWS：是的。所以我可以這樣說。您知道，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與總統關係密

切的人們顯然都是檢驗結果陰性。您所戴的口罩通常是用來防止他人感染。因此，正如我

們所看到的那樣-我可以告訴你，測試協議是一種強大的方案。而且，隨著與總統的距離越

來越近，一些服務于總統的人將在這些更接近的地方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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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記錄中：我想向所有人提供的是-我知道，喬恩，我們早些時候談到過這個問題-如果您

去過校園-為了您的安全和福祉，總統已經做出可以確保您可以安心進行測試。因此，在您

今天離開之前，我們已經進行了安排，以確保您也可以通過測試。 

總統：但是我們有很多人戴著口罩。我只是看看。看看白宮攝影師 Shea。我敢肯定你們大

多數人都不認識她，但據我所知，她戴著口罩。那是口罩嗎？是。 據我所知，它看起來就

像是口罩。 

問：總統先生，您能澄清第四階段談判的現狀嗎？拉裡（Larry）早些時候說，他們被暫停

了，可能要待幾個星期。 

川普總統：好吧，我們並不著急。我們不著急。 

問：看到工作和失業時，為什麼不著急呢？ 

川普總統：民主黨人-民主黨人必須做他們必須做的事，但我要說的是-我們不再尋求。我們

想看看他們有什麼。但是我不能說我們很著急。我們急於把錢拿給人們。我們已經把錢拿

出來了。一些錢因為州政府機器-州政府機器，而停滯不前。你知道，他們有舊電腦和 45

歲的電腦。 

我們說過這種事會發生，我不想那樣做，但是民主黨出於某種原因堅持要通過這種特殊的

手段。那筆錢就停了下來。但這是他們的-這是他們的錯。他們接受-我認為他們接受責任並

責怪民主黨。 

問：總統先生，您最近說過，如有必要，您將成為第一個接種疫苗的人。 您認為疫苗最終

有多重要？  

川普總統：嗯，我不是說我想這麼做。 那不是正確的說法。 我說-你說，“你願意嗎？” 

問：是的。 

川普總統：我說：``如果對國家有利，我會的。 如果對國家不利，我將-我將等到成為最後

一個，或者我完全不會做。” 

不，有人問我是否願意做第一人。 如果我認為那對國家是一件好事，那我會。 你知道，

我必須說以我個人，我不會，我認為我們在疫苗方面做得很好。 如果他們想用我做測試，

如果疫苗很好，我沒問題。 但這確實是提出問題的方式。 

問：那麼-但是您認為疫苗對擺脫這種威脅有多重要？您對那些說這種日益增加的反疫苗的

人怎麼說？ 

川普總統：好吧，我對疫苗的感覺就像對測試的感覺一樣。沒有疫苗，這將消失。它會消

失，而且-希望一段時間後不會再次看到它。可能會有一些-突然爆發，我想，你會知道的。

在秋天的某個時候，也許會有爆發。也許不會。但是根據很多人所說的，可能性很高會再

度發生。我們可以將它們淘汰。明年可能會有幾次突然爆發，但最終，它將會消失。我的

意思是，它將會消失。 

你知道，有一些病毒和流感來了，人們盡力想求得疫苗，卻從未找到過疫苗，而病毒跟流

感卻已經消失了。他們再也沒有出現了。病毒跟流感得到-他們也像其他一切一樣死了。他

們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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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我認為強生公司，牛津大學以及其他一些機構正在取得巨大進

步，我認為紐約大學也是非常先進。但是，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它將在某個時間點消

失。 

問：總統先生，您看到什麼證據表明這種情況不用疫苗會消失嗎？ 

川普總統：我只是依據醫生說的話。 他們說這將會過去–並不意味著今年，這並不意味著

它將在秋天或秋天之後消失。 但最終，它會消失。 問題是我們需要疫苗嗎？ 在某個時

候，它可能會自行消失。 如果我們有疫苗，那將非常有幫助。 我會很高興能有疫苗。 

問：您多久見一次伯克斯（Birx）博士，福西（Fauci）博士和醫學專家？ 還是您主要只是

將自己轉移到經濟方面？ 

川普總統：不，我聽他們的。 我非常尊重他們。 伯克斯博士，福西博士，我們還有其他

一些非常出色的人。 不，我非常非常專心地聽他們的話。 

問：但是你多久見一次他們？ 

川普總統：大聲一點。 你的臉上戴著口罩。 

問：您多久見一次醫務人員和-？ 

川普總統：很多次。 很多次。 

問：總統先生，您是否認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規範是阻礙國家開放的障礙？ 

川普總統：哪些規範？ 

問：建議的準則一直是- 

川普總統：不，因為我依靠州長，而州長正是這樣做的人。而且，如果我發現有問題，我

會非常強力地予以制止。但是我要依靠 50 位非常有才華的州長。我不認為他們全都很有才

華，但其中許多人都很有才華。 

問：為什麼不將這些準則發佈給- 

川普總統：準則早已發佈了。他們知道該怎麼做，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將拭目以

待。但是，我依靠州長來為各自的州做事，他們在設備，醫院，病床，呼吸機以及醫療用

品等方面都非常依賴我們提供建議和幫助。因此，他們依靠我們，如果他們無法獲得那些

東西，我們就能為他們提供所需的一切。理想情況下，他們可以做到。 

但是，我們得到的很多東西，以及為他們得到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在他們的州當庫存。因

此，我們正在發送。我們發送的東西超出了他們所需要的。因此，如果這種情況再次發

生，他們這次將準備就緒。 

問：如果傳染病一度爆發，一旦政府…情況又會怎樣呢？ 

川普總統：你必須撲滅大火。 然後，你將必須撲滅大火，而州長應該能夠做到這一點。 

問：總統先生，您說第三季度將是過渡期，第四季度將是很好的情況。到那時您希望看到

的失業人數是如何？ 

川普總統：嗯，我認為失業人數將會上升。凱文所作的陳述令人難以置信。每個人都希望

很快能找到一份工作。那不是正常情況。你陷入了糟糕，糟糕的經濟-你知道，嚴重的衰退

甚至更糟-沒有人期望再找到一份工作。所有人都期待著-我看到了這張圖表。幾乎所有人都

希望他們將再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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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巨大經濟的人為關閉。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情，因為我們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也

許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但這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們不得不關閉國家。當我們剛剛開

始將其重新打開時，我認為它會再次火起來。我認為明年有機會成為我們有史以來經濟最

好的一年之一，因為有大量的被壓抑的需求。 

問：如果現在失業率為 14％，也許高達 20％，那麼您認為第四季度會怎樣？ 

川普總統：我認為這個數字將會很大。 我不能-我不會具體說什麼。 我可以說，一段時間

後，它將保持原狀。 可能更好。 你無法變得更好； 我們只有 3.5％。 但我認為，它將是

那樣-我希望它能保持原樣。 需求將是巨大的。 明年將是巨大的一年。 第四季度將會非常

好，也許會更好。 

過渡期將非常有趣，但是您會看到第三季度會有一些非常好的數字。 這是一個過渡期。 

我稱它為走向偉大的過渡期。 明年將是美好的一年。 你會看到的。 

問：但是您認為我們可以在今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從經濟上挖掘利潤嗎？ 

川普總統：好吧，第三季度，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 對吧？ 我想說的是現在開始。 

我們將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 但是第三季度將會是-我認為它將非常好。 這將是一個很好

的指標，但它將是非常好的。 

但這是過渡季度。 第四季度將會很好。 凱文，這可能比好還多一些。 明年將是-從經濟上

來說，我認為這將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問：總統先生，拉裡今天早上說，他預計 5 月的失業人數也將是有問題的並且非常高。 您

跟您的政府和這些立法者在做什麼，你們都在做什麼？ 

川普總統：嗯，五月的數字-我們還沒有開始走出來呢。 

問：但是你們都將為下一次（聽不清）的工人提供救濟嗎？ 

川普總統：好吧，我們正在做很多事情。 看看所有這些錢-我們花了 2 萬億美元，我們花光

了全部，因為我們想要有一個-我們正在投入金錢。 多年來，他們已經學會這樣比什麼都不

做好得多了。 

問：所以你是- 

川普總統：請看 1928 年。 

問：您是否（聽不清）直接付款（聽不清）？ 

川普總統：1928 年，他們提高了利率並提高了稅收。怎麼解決的？不是很好。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看一下 1928 年，1929 年，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稅收。然後他們提高了

利率，扼殺了所有人。不僅如此，恢復用了 15 年的時間。因此，我們-我們這樣做-我們以

正確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很多金融專業的學生。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們為此投

入金錢。 

我會告訴你什麼：我已經看過一些人，並且讀了一些我會不同意的人。而且我還沒有看到

有人不同意我們正在做的事。實際上，他們說我們正在使用 PPP 做的事情，都知道，我們

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很棒。 

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是減薪。這似乎困擾著民主黨人。雖然減薪是一回事，但要花更長的

時間。但是減薪是一些非常聰明的人的想法-我是喜歡它的人之一，因為我認為這確實是可

持續的。我認為是，它將持續下去。但這是很多人希望看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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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總統先生，你和一些人在一起- 

川普總統：他們想看到的另一件事是減免資本利得稅，這意味著沒有資本利得-一些共和黨

人-或圍坐在桌子上的是真正的強硬派共和黨人，不是所有人。 有人可能會說-路易，可能

會說，“算了。” 但是有些人會說，停止資本收益-削減資本收益，免除資本利得稅-他們已經

說了很多年了-將會是一件好事。 

這張桌子周圍是真正的保守派共和黨人，大約有七人，有七人牢靠，但我仍然喜歡其他

人。 但是他們會說-他們會說那是音樂在耳邊，對嗎？ 

因此，我們將看到。 我會-我會贊成這一點。 是的 

問：總統先生，你今天和七個美國英雄在一起-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 

川普總統：我是。 

問：都在 90 年代。考慮到他們處於易感染群體中，您是否考慮過與他們在一起時戴口罩？ 

川普總統：不，因為我距離很遠。我欣賞這個問題。眾所周知，我離他們很遠。我本來很

想擁抱他們，因為他們很棒。我與所有人進行了交談，但我們相距甚遠。你看到了。 

另外，風向如此強烈地吹來，如果-如果瘟疫到他們身上，我會感到非常驚訝。它也可能到

我身上。你不用擔心我；你只要擔心它們。沒關係，因為我認為他們是如此純淨，這事永

遠不會發生。好嗎？他們過著美好的生活。 

但是，不，風在呼嘯。而且我沒有看到有人戴口罩。我不知道，也許有。但是他們是-他們

很棒。我曾與他們交談，但正如你所注意到的，我站著了-你會說我很遠嗎？ 

問：（聽不清。） 

川普總統：謝謝喬恩。 

問：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對此表示讚賞。順便說一句，你的書很好。  

問：謝謝。這比我想像的好。 不，這實際上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但實際上，對我來說比我

想像的要好，所以我感激這一點。您認識我-您認識我很久了。二十六年。 

川普總統：這確實不在日程表中，對嗎？我很早就認識他了。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對嗎？ -當我們在酒店接受採訪時。而且他花了很多時間。他們說：“他沒有競選。你為什

麼要這麼做…”這是在我宣佈競選之前。而且我已經玩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從來沒有做過，

也沒有決定。而且他花了很多時間，但是當他做了那次採訪時，他也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所以我不知道。但這確實變成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採訪，有點算是第一次吧。 

問：先生，這次採訪很好。這是一次很好的採訪。 

川普總統：是的，你的書很好。恭喜你。 

問：謝謝。 

川普總統：賣書結果怎麼樣？ 

問：暢銷書清單。 

川普總統：暢銷書。 

問：暢銷書，是的。 

川普總統：很好。 

問：像國會議員克倫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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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很好。 

參與者：丹有一個暢銷書。 

川普總統：哦，丹。丹做得好，是吧？好吧，那是因為我認可了他的書嗎？ 這是一本好

書。 

REPRESENTATIVE CRENSHAW：（聽不清。） 

川普總統：那是-我告訴你，他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他做了一個- 

參與者：凱文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書。 

川普總統：-關於南茜·佩洛西的一件事是如此敏銳。你-你看到了嗎？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

起的事情。我實際上-我實際上把這事擺在第一位，丹？ 

MR. SCAVINO：是的，先生。 

川普總統：我們把這事擺在第一位。你真棒。您已經-你以前做過嗎？ 

REPRESENTATIVE CRENSHAW：是的，我一直（聽不清）。你應該分享-分享更多。  

川普總統：這倒是真的。丹，我告訴你，做得很好。你真是個好人。他是個好人。那麼，

當他-是嗎？你們都問完了嗎？ 

問：好吧，再問一下，總統先生。 

川普總統：是的，繼續吧。 那是什麼樣的口罩？ 

問：這是一個-口罩。 這是一個藍色的口罩。 

川普總統：看起來像捕手的頭盔。 

問：什麼？ 

川普總統：那看起來像捕手的頭盔。 繼續。 口罩。 

問：我曾經當過接球手，所以這合理。 

聯邦監管機構發現，瑞克·布萊特（Rick Bright）被排除在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之外是不

適當的，他們目前正在阻止這一行動。 您-您看過該報告嗎？ 您對此有何回應？ 

川普總統：我不知道。 他-對我來說，他看起來像一個心懷不滿的員工。 我不知道他是

誰。 但是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心懷不滿的員工。 如果人們感到不開心，就不應該工作。 

如果您對公司不滿意，則不應在那兒工作。 出去，做別的事。 但是，對我來說，他是一

個心懷不滿的傢伙，我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好消息。 

問：總統先生，有關即將對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中將做出兩次認罪，並在上帝面前

承認自己撒了謊。這與您目前的職位相稱嗎？ 

川普總統：好吧，我會-我就走了-這些人比我能給你更好的答案，其中大多數人都在這個房

間裡。但是，我告訴你：第一，他們玩兒子的遊戲：“我們要去追你的兒子。”這是第一點。

第二，據我所知，聯邦調查局的人，我發現，德文，他們根本不認為他撒謊。他們說：“他

沒有說謊。他沒有…” 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Mueller 的小組-Mueller 的黨羽沒有發現我做了很多，對嗎？浪費了三年之後。但是

Mueller 的犯罪黨羽說，“ 他撒了謊。”但是，聯邦調查局在這種情況下說他沒有說謊。德

文，這裡面的故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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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NUNES：嗯，您必須記住，這是一個我們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的 30 多

年退伍軍人。認為他是俄羅斯特工是荒謬的。媒體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他們有早期

版本的卷宗。他們知道民主黨人正在推動卷宗。 

而且有人甚至會問有關弗林將軍的問題，顯然，弗林將軍在 1 月 4 日被宣告無罪，甚至在

您宣誓就職之前就被免職了。我甚至不確定首先要對弗林將軍進行審查的正確依據。 

您知道，在這個小鎮上，沼澤地裡有很多人，媒體上所有這些人都知道，他們是在代表外

國特工的工作，並且沒有註冊。還有 30 年退伍軍人弗林將軍，他的待遇，家人的待遇，他

的生計方式。他失去了房子。而且我認為，美國人民欠他一個感恩的債，而本屆政府也欠

他和他的家人道歉。 

問：但是弗林有什麼東西嗎？ （聽不見。） 

川普總統：順便說一下，聯邦調查局發現，聯邦調查局發現他沒有說謊。 

好的，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你。 

 

 

 

 

 

 

 

 

 

 

 

 

 

 

 

 

 

 

 

 

 

 

 

 

結束  

美東夏令時下午 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