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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hits reverse on Trump effort to bar 
California emissions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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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General Motors said on 
Monday it was reversing course and will no longer bac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ffort to bar California from 
setting its own emissions rules in an ongoing court fight.

GM Chief Executive Mary Barra said in a letter to envi-
ronmental groups it was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preemption litigation and inviting other automakers to 
join us.”

The about-face came as GM sought to work with Presi-
dent-elect Joe Biden, who has made boosting electric ve-
hicles (EVs) a top priority. The Detroit automaker has laid 
out an ambitious strategy to boost EV sales and last week 
said it will increase spending on EV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by 35% from previous disclosed plans.

The announcement reflects corporate America’s move to 
engage quickly with the incoming Democratic administra-
tion.

Barra said she believes “the ambitious electrification goals 
of the president-elect, California, and General Motors are 
aligned,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y drastically reducing 
automobile emissions.”

The White House declined to com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pokesman James Hewitt said of GM’s 
announcement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changing 
positions of U.S.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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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Mary 
Teresa Barra , Chairwom-
an and CEO of General 
Motors Company attends 
the unveiling its redesigned 
mid-engine C8 Corvette, 
the 2020 Chevrolet Cor-
vette Stingray, in Tustin, 
California,U.S., July 18, 
2019. REUTERS/Mike 
Blake/File Photo/File 
Photo

In October 2019, GM joined Toyota Motor Corp, 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 NV and other automakers in back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its bid to bar California from setting its own 
fuel efficiency rules or zero-e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vehi-
cles.

California and 22 other state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chal-
leng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etermination that federal 
law bars California from setting stiff tailpipe emission stan-
dards and zero-emission vehicle mandates.

Barra was among corporate and labor leaders that met virtually 
last week with Biden.

Speaking on Monday, Barra said s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ifornia, and the U.S. auto industry, 
which supports 10.3 million jobs, can collaboratively find the 
pathway that will deliver an all-electric futu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March finalized a rollback of 
fuel efficiency standards to require 1.5% annual increases in 
efficiency through 2026, well below the 5% yearly boosts in 
Obama administration rules it discarded.

Other automakers, such as Ford Motor Co, Honda Motor Co 
and Volkswagen AG, which announced a deal with Califor-
nia in 2019 on emissions requirements that was finalized in 
August, did not interven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side in the 
California fight.

Toyota said Monday that “given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we are assessing the situation, but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goal of a consistent, unitary set of fuel economy standards 
applicable in all 50 states

Other automakers back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clude 
Hyundai Motor Co , Mazda, Nissan Motor Co, Kia Motors 
Corp and Subaru Co.

GM had drawn the ire of many California officials and envi-
ronmental groups.

Dan Becker, director of the Safe Climate Transport 
Campaign, said “GM tried to prevent California from 
protecting its people from tailpipe pollution. They 
were wrong. Now the other automakers must follow GM and 
withdraw support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ttack on 
clean cars.”

In September, California Governor Newsom said the state 
planned to ban the sale of new gasoline powered passenger 
cars and trucks starting in 2035 in a bold move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lifornia is the largest U.S. auto market,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of all U.S. vehicle sales, and many states choose to adopt 
its green vehicle man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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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LONDON (Reuters Breakingviews) - On a sinking ship, 
women and children are typically saved first. In a pan-
demic the opposite is true. After AstraZeneca on Monday 
became the latest drugmaker to say its vaccine offers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 from Covid-19, elderly citizens have 
high hopes of getting their jabs soon. However, younger 
people will have to wait longer. Investors counting on a 
rapid recovery may be disappointed.

There’s a sound logic to vaccina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Britain’s 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
sation reckons that if the over-50s, healthcare workers 
and people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were 
inoculated, 99% of Covid-19 deaths would be avoided. 
That should allow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sed tough 
restrictions to protect their healthcare systems to begin 
opening up their economies.

The imminent arrival of multiple vaccines makes this 
a real prospect. AstraZeneca said on Monday its treat-
ment, develop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ould be 
effective in as many as 90% of patients at the right dosage. 
Rival jabs developed by Pfizer and Moderna appear to be 
95% effective.

However, a swift rollout is still ambitiou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one, there are 3.2 million people over 80, who 
will be among the first in line for a vaccine. Due to the 
high risk of infection, authorities will be reluctant to offer 
inoculations in hospitals and doctors’ offices. Some coun-
tries are exploring drive-in centres for the double doses, 
which must be administered one month apart.

Reaching herd immunity, where the virus no longer 
spreads, means inoculating some 70% of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ceptical 
citizens are another impediment. Only 40% of Americans 
say they will sign up for a first-generation vaccine, accord-
ing to an index compiled by Axios and Ipsos.

Even if they’re willing, young and able-bodied people 
may have to wait until 2022 to be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WHO. Though some may be willing to live with 

Breakingviews - Vaccine euphoria may be 
headed for a reality check

the risk, others are likely to keep avoiding 
public transport and mass gatherings. That 
will put a cap on any recovery in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Investors are pricing in a faster recovery. 
Analysts expect companies in the Global 
MSCI index to report a 17% drop in profits 
this year,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PMorgan, 
but that next year’s earnings will exceed 2019 
levels. Despite the good news about vac-
cines, those expectations may prove overly 
euphoric.

Scientists are 
seen work-
ing at Cobra 
Biologics, they 
are working 
on a potential 
vaccine for 
COVID-19,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Keele, Brit-
ain, April 30, 
2020.

BUSINESS

Travel Travel may increase your 
chance of getting and spreading 
COVID-19. Postponing travel and 
staying home is the best way to pro-
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this year. If 
you are considering traveling for 
Thanksgiving, here are some im-
portant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beforehand. 
These questions can help you de-
cide what is best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you, someone in your house-
hold, or someone you will be vis-
iting at increased risk for getting 
very sick from COVID-19? Are 
cases high or increasing in your 
community or your destination? 
Check CDC’s COVID Data Track-
er for the latest number of cases. 
Are hospitals in your community or 
your destination overwhelmed with 
patients who have COVID-19? To 
find out, check state and local pub-
lic health department websites.

Does your home or destination have require-
ments or restrictions for travelers? Check 
state and local requirements before you travel. 
During the 14 days before your travel, have 
you or those you are visiting had close con-
tact with people they don’t live with? Do your 
plans include traveling by bus, train, or air 
which might make staying 6 feet apart diffi-
cult? Are you traveling with people who don’t 
live with you?
If the answer to any of these questions is “yes,” 
you should consider making other plans, such 
as hosting a virtual gathering or delaying your 
travel. It’s important to talk with the people 
you live with and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about the risks of traveling for Thanksgiving.
If you do travel Check travel restrictions 

before you go. Get your flu shot be-
fore you travel. Always wear a mask 
in public settings, when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when around peo-
ple who you don’t live with. Stay at 
least 6 feet apart from anyone who 
does not live with you. Wash your 
hands often or use hand sanitizer. 
Avoid touching your mask, eyes, nose, 
and mouth. Bring extra supplies, such 
as masks and hand sanitizer. Know 
when to delay your travel.

Everyone Can Make Thanksgiving Safer

Wear a mask

Stay at least 6 feet away from others                                                                    
Wear a mask with two or more lay-
ers to help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
ers from COVID-19.          Wear the 
mask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and  
secure it under your chin. Make sure 
the mask fits snugly against the sides 
of your face. Wear a mask with two 
or more layers to help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from COVID-19. Wear the 
mask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and 
secure it under your chin. Make sure 
the mask fits snugly against the sides 
of your face. Remember that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may be able to 
spread COVID-19 or flu.
Keeping 6 feet (about 2 arm lengths) 
from other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who are at higher risk of get-
ting very sick.
Wash your hands Wash hands often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Keep hand sanitizer with 
you and use it when you are unable to 
wash your hands.

Use hand sanitizer with at least 60% alco-
hol.
Attending a Gathering Celebrating vir-
tually or with the people you live with is 
the safest choice this Thanksgiving. If you 
choose to attend a gathering, make your 
celebration safer. In addition to following 
the steps that everyone can take to make 
Thanksgiving safer, take these additional 
steps if attending a Thanksgiving gather-
ing:

Bring your own food, drinks, plates, cups, 
and utensils.Wear a mask and safely store 
your mask while eating and drinking. 
Avoid going in and out of the areas where 
food is being prepared or handled, such 
as in the kitchen. Use single-use options, 
like salad dressing and condiment packets, 
and disposable items like food containers, 
plates, and utensils.
Hosting a Thanksgiving Gathering Cel-
ebrating virtually or with the people you 
live with is the safest choice this Thanks-
giving. If having guests to your home, 
be sure that people follow the steps that 
everyone can take to make Thanksgiving 
safer. These steps include:

Have a small outdoor meal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who live in your community. 
Limit the number of guests. Have conver-
sations with guests ahead of time to set ex-
pectations for celebrating together. Clean 

and disinfect frequently touched surfaces 
and items between use.
If celebrating indoors, bring in fresh air 
by opening windows and doors, if pos-
sible. You can use a window fan in one 
of the open windows to blow air out of 
the window. This will pull fresh air in 
through the other open windows.
Limi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food 
preparation areas. Have guests bring 
their own food and drink. If sharing 
food, have one person serve food and use 
single-use options, like plastic utensils.
Consider Other Thanksgiving Activ-
ities Host a virtual Thanksgiving meal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who don’t live 
with you

Schedule a time to share a meal togeth-
er virtually. Have people share recipes 
and show their turkey, dressing, or other 
dishes they prepared. Watch television 
and play games with people in your 
household. Watch Thanksgiving Day pa-
rades, sports, and movies at home. Find 
a fun game to play.
Shopping Shop Check out online sale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and days 
leading up to the winter holidays. Use 
contactless services for purchased items, 
like curbside pick-up. Shop in open air 
markets staying 6 feet away from others 
and wear a mask.

Other Activities Safely prepare tradi-
tional dishes and deliver them to family 
and neighbor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in-
volve contact with others (for example, 
leave them on the porch). Participate in 
a gratitude activity, like writing down 
things you are grateful for and sharing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Courtesy 
/www.cdc.gov/)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ay Home!          Wear Mask!

A Holiday Checklis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elebrate Thanksgiving Safely”

KEY POINTS
More than 1 million COVID-19 cases were repo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last 7 days.

As cases continue to increase rapidl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fest way to celebrate Thanksgiving is to celebrate                                           

at home with the people you live with.

Gathering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who do not live with
you can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getting or spreading                                                     



Merlin Coles, 3, watches horse racing from Royal Ascot on TV at his home, 
while seated on his horse Mr Glitter Sparkles with his dog Mistress, in Bere 
Regis, Dorset, Britain, June 17, 2020. REUTERS/Paul Childs

A seagull carries a protective face mask at the port of Dover, Britain, August 11, 2020. REU-
TERS/Peter Nicholls

Tercio Galdino, 66, and his wife Aliceia, 65, wear their protective ‘space suits’ as they walk on 
the sidewalk of Copacabana Beach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July 11, 2020. REUTERS/Ricardo Mor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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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Nursery plants are seen placed in seats during a rehearsal before Barcelona’s Gran Teatre del Liceu opera 
held a concert for plant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n audience after the coronavirus lock-
down, in Barcelona, Spain June 22

A person dressed up as Spider-Man sits next to cabs as taxi drivers hold a protest against taxi-hail-
ing apps such as Uber, Cabify and Didi at Angel de la Independencia monument, in Mexico City, 
Mexico, October 12, 2020. REUTERS/Edgard Garrido

A Kashmir goat is seen as a herd invaded a Welsh seaside resort after the coronavi-
rus lockdown left the streets deserted in Llandudno, Wales, Britain, March 31, 2020. 
REUTERS/Carl Recine

Nurses hold newborn babies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shields at the Praram 9 hospital in Bang-
kok, Thailand, April 9, 2020. 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People participate in an outdoor yoga class by LMNTS Outdoor Studio, in a dome to facilitate social distancing, 
in Toronto, Ontario, Canada June 21, 2020. REUTERS/Carlos Os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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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SSA, Texas – (NEXSTAR) – Doz-
ens of families in Odessa, Texas, will be 
getting free access to internet service pro-
vided by Elon Musk’s SpaceX aerospace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Ector County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he ECISD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that “Ec-
tor County ISD is the first school distr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with SpaceX in 
harnessing its Starlink satellite constella-
tion to deliver high-speed, low-latency In-
ternet access for ECISD students.”
The district says 45 families are slated to 
get access to the service in early 2021, and 
another 45 will also have Starlink internet 
once the network capabilities grow.
“This innovative partnership represents 
bold and unprecedented action for our 
school district and our community,” said 
ECISD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Dr. 
Scott Muri. “Our research clearly indi-
cates the lack of broadband access is a cri-
sis in Ector Coun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SpaceX, we are providing space-based 
Internet services to students and families 
that have few, if any, options. The partners 

with us share our vision for equity and 
access for all students. Today, we take a 
giant leap forward in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at exists within our communi-
ty.”
School officials say the pandemic and 
transition to remote learning revealed 
just how many students don’t have ac-
cess to high speed Wi-Fi.

A Starlink internet satellite in orbit.
Musk’s SpaceX is launching mini sat-
ellites into space as part of a plan to 
provide global internet coverage. On 
Sunday, SpaceX launched 60 Starlink 
satellites from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The total global constellation we’re 
targeting is 1,440 satellites, of which 
a good number of those are already on 
orbit,” Jonathan Hofeller, SpaceX’s vice 
president of Starlink, told Spaceflight 
Now.
CNBC reports that they obtained screen-
shots of the “Better Than Nothing Beta” 
test, plans for the first rollout of Starlink 
internet service. The consumers’ month-
ly cost would be $99 after spending a 
one-time fee of $499 to order the Star-
link Kit – a user terminal to connect to 
the satellites.
SpaceX said it seeks to provide “near 
global coverage of the populated world 
by 2021.”

SpaceX Launches Another Batch                                                    
Of Starlink Satellites Into Orbit

AMPA, Fla. (WFLA)—Following a 
string of postponed launches, SpaceX 
was finally able to make a launch happen 
on Tuesday.
Their Falcon 9 rocket successfully 
launched into orbit Tuesday morning 
following several recent aborts, scrubs 
and delays. The company was forced to 
scrub Monday’s launch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The rocket is carrying another batch of 
60 Starlink satellites into orbit. SpaceX 
is trying to build a network for about 
12,000 small satellites to provide high-
speed and affordable Internet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t is said to be building 
120 satellites each month.
The rocket lifted off at 7:29 a.m. 

Florida Named Finalist For

U.S. Space Command Headquarters
TALLAHASSEE, Fla. (AP/WESH) — 
After first being shunned, Florida is a 
finalist to be the home of the U.S. Space 
Command headquarters.
The U.S. Air Force announced its final-
ists Thursday and included Florida in its 
list of six. Patrick Air Force Base, along 
the state’s Space Coast, is in the running.
The other finalists include Peterson AFB 
in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Kirtland 
AFB i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Of-
futt AFB in Bellevue, Nebraska; Red-

stone Arsenal in Huntsville, Alabama; 
and Joint Base San Antonio in San An-
tonio, Texas.
The Air Force initially announced six 
other finalists in 2019, and Florida wasn’t 
on the list. But the selection process was 
restarted after complaints that the initial 
phase wasn’t transparent enough.

U.S. Rep. Michael Waltz said Florida is 

well-equipped to host the headquarters, 
given its history with NASA and private 
space companies. The Space Force was 
created in 2019 w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the National Defense Au-
thorization Act into law. It’s the first new 
service since the U.S. Air Force came 
into being in 1947.
Space Command is currently headquar-
tered at Peterson Air Force Base in Colo-
rado for the next six years until the U.S. 
Air Force establishes a permanent base.
If Patrick Air Force Base is selected, it 
could have significant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Space Coast. It would mean more 
employees in Brevard County, more peo-
ple buying homes in the area and more 
people raising families in the area.
Air Force officials will be touring the six 
locations in the running and expect to an-
nounce a decision in January. (Courtesy 
www.wfla.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esla Inc. and SpaceX CEO Elon Musk.                                                        

Elon Musk’s SpaceX To Provide 
Free Starlink Internet Service For
Families In Texas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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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反应

7点27分，上海中心大厦53层，距离直播开始还

有三分钟，整个直播间迅速安静下来。李佳琦面对着8

台摄像机开始补妆。他有鼻炎，最后擦了一次鼻子，

还有一分钟，他对着镜头坐好，面带微笑等待开机。

「Hello，大家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哈喽美眉

们好美眉们好，我们来啦，我们的直播开始啦，你们

好啊，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一瞬间，李佳琦迅速进入亢奋状态，超高分贝的

声音充满整个直播间，让人一下子清醒。坐在摄影棚

之外，基本听不清嘉宾说话，他一个人的声音，充斥

在几百平的空间里。

整个直播过程，他很少直视镜头，目光一直聚焦

在右前方的两块屏幕上，上面是手机端呈现的直播效

果，和观众的实时评论。

他的大脑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处理器，从评论里捕

捉信息，处理信息，反馈到下一步的行为。李佳琦需

要从这些评论里知道，大家对某个产品的接受度，以

及对自己讲解方式的反应。

这天是进博会的专场，他不止一次对网络另一端

的观众强调，当天的直播是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

心大厦。但从手机端看，他坐在一块背景墙前，和平

时没有分别。赛博世界和现实世界，在这一刻就像两

个平行时空，手机里的李佳琦，和面前的他，是两个

人。

即使和嘉宾互动，李佳琦也会迅速看回屏幕。不

管他是在笑，还是与人对话，似乎都不是讲给坐在他

面前的人听，而是给镜头另一端的观众。而且，和在

手机端看直播不同，他的动作、表情、语气、语调，

都明显夸张了很多。

这是李佳琦的直播间第二次安排在这栋楼里。上

一次，是落户上海的消息被公开后，他在这里进行了

一场红色文创产品的直播。这次，他的身份是上海进

博会「青春进博推介大使」。

和在公司的状态不同，直播开始前，李佳琦不停

在两个房间里穿梭，通过手机和一沓满是表格的A4纸

，熟悉直播内容，和嘉宾对流程。他提醒对方，在直

播的时候声音尽量大些，因为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大。

在这个正式的场合，他生怕自己说错话，嘉宾的名字

和title、进博会的全称，都要保证完整准确。

他不希望别人提到李佳琦时，是不好的言论。过

去的一年，他不止一次体会过「被过度关注」的代价

，上热搜、道歉、再上热搜。

至于是否被过度解读，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他看来，「李佳琦」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

了，「他属于这个社会、这个行业、美one这家公司、

李佳琦直播间，他不属于我个人，我不能以个人的喜

好去说，不能过度解读『李佳琦』的话，我没有这个

权利。」

更多时候，提到自己时，他会用「李佳琦」，而

不是「我」。他以这种方式，接受李佳琦作为公众人

物后，私域空间的消失。

进博会的专场结束后，电视台的摄影机撤走，李

佳琦进入属于自己的直播带货环节。他的语速提高到

刚刚的2倍。产品的功效、成分、价格、适用群体，不

带喘地一口气讲完。

他不需要看提词器，嘴巴像条件反射一样说话，

表情也像是肌肉反应。而大脑，则在处理评论中的信

息，优惠券有没有了、产品还有多少份、销量怎么样

……「一个人在做五个人的事。」他说。

我是一个没怎么看过带货直播的人，在现场，第

一次感受到直播带货的诱惑。李佳琦在介绍产品时，

一个司空见惯的细节，比如拉链，纽扣的配色，只要

进入他的话语体系，立马给人一种「我天，厉害啊」

的错觉。

他用过度享受的表情，搭配上极端的表述，「Oh

！My god！这个超……」「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这么这

么……的……」「这个羽绒服的拉链，是可以从下往

上拉的，超用心！」他夸张的语气，一瞬间让我觉得

，是这件羽绒服发明了拉链可以从下往上拉这个功能

。在介绍散粉时，又让我觉得控油不是散粉的功能，

而是只有这款散粉才有的功能。李佳琦坐在那里，告

诉你价格、为你计算省了多少钱、帮你创造使用场景

，而作为观众，我的大脑就像他的托儿，帮我火速回

忆，我姐姐家的小孩好像用得到这个加热睡袋，我要

不要买一个送她。搭配着紧凑的节奏，根本来不及多

想，李佳琦在不断提醒你，产品上架了，还有5000份

、3000份，只剩900份了，而我还不知道优惠券怎么领

，为什么我的付款界面不是那个最低价，快没了怎么

办……在肾上腺素激增的抢购过程里，我想的只有那

个付款数字。

直到付款结束，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直播间回荡

着李佳琦的声音，现场的空寂，让刚刚那场颅内狂欢

带来的兴奋感，显得不那么真实。

「琦困无比」

直播进行到两个半小时，现场只剩李佳琦一个人

仍然保持着兴奋状态。摄影师远离了机位，坐在后面

的椅子上，一边休息，一边盯着。坐在打光灯罩后的

电脑前，负责调整手机端呈现效果的工作人员，不时

低头玩手机。几位刚刚出镜的助理，在摄影棚外的椅

子上瘫坐着，没有人说话。

如果是平时在公司直播，一些工作人员在自己的环

节结束后，会回到直播间之外，各自的工位趴着休息，

或做其他的事，等待直播结束。而在上海中心大厦，大

家疲惫且无聊地聚在一起，等待着导演喊「卡」。

而坐在镜头前的李佳琦，语调和神情都看不出一

丝「人」的疲倦。

他所在的美one公司，不算已脱离他选品团队的前

小助理付鹏的话，如今只有李佳琦一个主播，200多位

工作人员以他个人为中心运转。一位员工回忆起去年

《人物》的稿件《李佳琦：坐上火箭》，他说，李佳

琦是火箭，他们所有人的工作，就是要为李佳琦保驾

护航。这个逻辑的另一面是，火箭只要进入轨道，没

有外力的冲击就会一直运转，但如果火箭出现问题，

周围的零件也会跟着受到波及。

今年的第一天，李佳琦把直播间从家中搬到了公

司，一座三层的小楼里。在专门为直播设计的空间里

，没有家中跑来跑去的狗狗、随意放置的狗粮盆，直

播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阿姨做饭的声音。甚至，那面

被当作标志的口红墙，在后来的直播中也被香水和一

块LED屏幕代替。刚开始有几个月的时间，李佳琦自

己也受不了，觉得这里空荡荡的，怎么都「聚不起气

」。

11点13分，当天的直播结束。李佳琦的情绪没有

立刻松懈下来，他坐在直播台上，开始跟身边的工作

人员复盘当天的情况，音量降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刚做直播时，他下来的第一句话会问，「今天卖

了多少钱」。直播三年多后的今天，钱，已经没有那

么重要了，销量高，对他来说，是选品能力的证明。

直播间的每一款产品，都是李佳琦亲自参与挑选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的观众，他自认「比阿里云智

能应该还要厉害」，每天通过评论和留言，收集了无

数信息在脑袋里面，「机器收集的数据跟人收集来的

是不一样的」，他解释。

在进博会专场直播结束后一天的选品会上，我旁

观了李佳琦选品的过程。

每个品类的负责人聚集在会议室里，依次向李佳

琦介绍进入终选的产品和价格。夜里两点，窗外一片

寂静，屋里所有人围着他，等他砍价或拍板，给人一

种午饭过后，下午两点，逛商场还价的感觉。

一款登山鞋，员工在拿出的一刻，就提高音量，

以李佳琦式的话术对李佳琦说，「我给你看，真的好

看得不得了，我的天，真的很好看。」但李佳琦看到

这款鞋的第一眼，就开始皱眉。员工立刻补充了一堆

这个品牌的发家史，「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李佳琦

继续皱眉，「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员工指着白色款说这是冰川色，指着黑色款对李

佳琦说，「看着这双鞋，会有种火山爆发的感觉。」

李佳琦的评价是，「看起来就是大桥底下的鞋子，做

工很粗糙」，指着鞋头，「它线都对不齐。」

一款粉色的短款羽绒服，被李佳琦和工作人员吐

槽：「这是十年前我初中时候穿的。」另一款大牌的

帽子，品牌方最低只给七折，李佳琦能接受的最高折

扣是六折，「七折这个价格我可以买个卫衣了。」

公司内部的选品是竞争上架，每个员工用尽一切

方式劝服李佳琦，「在XX上卖爆了」「19XX年xxx

穿过的经典款」「比原价便宜一千多」……但当晚李

佳琦唯一一个立马就选中的，是一款泡脚盆，对方给

出的价格，他听到后立马反应，「好便宜」。

这场选品会，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双十一。

去年双十一，李佳琦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流量涌

入直播间。艾瑞咨询的一组数据显示，去年双十一当

天，李佳琦直播间的活跃设备数达到660.5万台，薇娅

直播间是615.7万。由于意料之外的巨大流量，一些商

家临时要加产品进来，「硬着头皮上，全靠临场反应

。」他说。

AI李佳琦

贴在玻璃上看张韶涵唱歌是李佳琦少有的看上去

「充实」的时刻 图源视频截图

消失在生活里的「Oh！My god！」

李佳琦计划双十一结束后，休息几天不直播。今

年，他学会了休息，直播场数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

但「两天不直播就会想念」，李佳琦说，不直播

的时候，他每到傍晚还是会下意识地反应一下，一看

时间，果然是七八点，他就会想，看直播的「所有女

生们」今天没有直播看，她们在干嘛呢？今年，直播

电商更加火热，牢牢把住风口。毕马威一份报告显示

，仅在2020年上半年，全国直播电商超1000万场，观

看人次超500亿，上架商品数超 2000 万，而活跃主播

数已经超过40万。

李佳琦用「KOL」（关键意见领袖）定义做直播

早期的自己，「想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但当关注

度和讨论度越来越多，他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

「想怼啥就怼啥」。

如今的李佳琦，在主播身份之外，他还是消费扶

贫推广大使、爱它（爱它动物保护基金会）大使……

今年9月，他出任全国青年联合会特邀光盘大使。这之

后的零食专场直播中，他找来工作人员出镜，将直播

台上用来展示的食物尽量吃完。

我问他，你如何看很多人说「想成为李佳琦」？

他回答道，「很好」。「如果大家因为李佳琦所以想

要努力，变成这个行业的佼佼者，我觉得很好。」紧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成为李佳琦，真的是件

很不容易的事。」

李佳琦说，这个行业有太多的诱惑和代价。「大

家在网络上看到网红多厉害，挣钱很快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只是把一个行业最被关心、最风光的东西展现

出来，但没有看到代价。这就让很多人误以为，拍一

个视频就赚钱，说两句话就可以卖多少货。我觉得要

先把代价讲出来，再让他去考虑，成为李佳琦他要付

出什么，他可不可以做到。」

带货主播红了后，许多年轻人都想挤进这个行业

，不少地方还会举办类似的带货大赛

他提到身边来来去去的伙伴，「我身边也会有一些之

前在我们公司待过的网红，而且我们是同样一起起步

的人，但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愿意坚持？为什么

你不愿意做？为什么你要睡觉？我就会经常问他们这

种话。」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们会发现确实有

些人不适合这个行业，他只是觉得很光鲜，或者像大

家觉得说我想当明星，因为明星很好。但其实当你了

解到这个行业，你要付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

觉得还是算了，我不要这个行业，我选择别的行业可

能更好。」

如今，李佳琦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公司将他那句

标志性的口头禅，「Oh！My god！买它买它」，申请

了声音商标的注册。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解释，这是

因为会有商家将一些产品的画面，和自己这句话的声

音剪辑在一起，让消费者误以为是他推荐的商品。

原本在做直播之前，「Oh！My god！」是李佳琦

的口头禅，在做直播之后，镜头前每次想表达惊讶时

，他都很自然地就脱口而出。但如今，直播之外，李

佳琦很少说起这句话。

我问他，你觉得现在属于你的还有什么呢？他很

快回答，「属于我的，等我退休了之后，等我不做这

个工作了，它就全部都属于我了。」

AI
·
李
佳
琦

他不止一次对网络另一端的观众强调，当天的直

播是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

但从手机端看，他坐在一块背景墙前，和平时没

有分别。

赛博世界和现实世界，在这一刻就像两个平行时

空，手机里的李佳琦，和面前的他，是两个人。

李佳琦所在的公司三层，直播间通往休息室的过

道里，一面锣摆在角落。

10月20日零点，今年双十一的第一场直播，这面

锣曾经出现在李佳琦直播间，上面挂着大红绸子布，

他手里拿着红布裹着的棒槌，一面敲锣一面对着镜头

喊话，「不要睡！一睡几百块就没喽！」第二天，这

面锣登上了微博热搜。前一夜的数据也同时出炉，有

超过30亿的交易额在他的直播间完成，观看人次超过

1.6亿。但现实中，和视频里李佳琦的亢奋不同，他在

看到锣的第一反应是，「也不用这么夸张吧」。不过

下一秒钟，他就接受了这个设定，在锣声和高亢的嗓

音中，继续成为「李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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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宫中，这是绝大多数后妃无法

选择的最终归宿。只是走向死亡的道路

各有不同而已。一位名叫韩氏的妃嫔，

不久前才与死亡擦身而过，如今，死亡

再次向她招手。

回首入宫数年，血雨腥风始终没有

停息。韩氏本是朝鲜人，因为永乐帝向

朝鲜下旨所求美女充实后宫，畏惧明朝

威势的朝鲜国王只得下令“设进献色提

调，遣人于各道选处女”。韩氏就是

1417年9月被朝鲜选送入明的女子之一

。但仅仅四年后，她就遭遇了一场宫廷

变乱。起因是永乐帝死去已经11年的宠

妃权氏。权氏也是朝鲜进贡的少女，永

乐帝对她宠爱异常，但入宫不到两年便

猝然香消。虽然失去所爱让永乐帝深感

悲恸，但很快，皇帝就沉溺于新纳入宫

的少女而忘记了悲恸。

直到1416年，两名嫔妃吵架时，偶

然带出当年权氏死亡的内情，原来，她

是被另一位朝鲜进贡的妃嫔吕氏出于嫉

妒，派遣亲信内官暗中下毒谋害致死。

“这几个内官银匠都杀了，吕家便

着烙铁，烙一个月杀了”，在颁给朝鲜

的诏书中，永乐帝毫不隐晦地讲述自己

如何虐杀了这位认定的谋杀犯。但五年

后，当初告发吕氏的另一名同样姓吕的

妃嫔，因为和小宦官私通败露，畏罪自

杀。被太监戴了绿帽子的皇帝，对吕氏

侍婢严加拷问，不胜苦楚之下，吕氏侍

婢被迫自诬“欲行弑逆”。暴怒的永乐

帝在宫中进行了一场血腥清洗，共有两

千八百人被连坐处死。为了泄恨，皇帝

亲临刑场观看这些所谓的“谋逆犯”被

千刀万剐。《李朝实录》中如此描述这

场惨酷的清洗，当时因为雷火击毁前朝

奉天、谨身、华盖三殿，宫中皆以为

“帝必惧天变，止诛戮。”意想不到的

是，“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

日”。

韩氏本来也难逃一死，她被幽闭在空

室，数日不给饮食，打算将其生生饿死。

多亏守门太监可怜，不时在她提供饮食，

才让她苟延残喘到1424年8月12日，永乐

帝毙命的那一天。但她意想不到的是，明

朝的一项残忍的制度，恰在此时开动其死

亡机器。她和其他三十余名妃嫔，要作为

皇帝的殉人，集体殉死。

她先是在庭院中吃了最后一顿餐饭

，接着被带到一个厅堂中，那里已经排

好了三十多张小木床，上面整齐地悬挂

着绳索。只待她们将脖颈伸进绳套，下

面就会撤去木床，让她们自经而死。

在声震殿阁的哭声中，即位新君洪

熙帝款步走来，特意与这些被迫随侍父

皇地下的殉葬人们一一诀别。这位皇帝

在明朝的官方史书中以仁厚宽爱著称于

世——他的仁厚正表现在向朝鲜索求美

女时特意密旨不要走漏风声。当皇帝走

到韩氏身边时询问她的遗愿时，她只恳

求明朝能将她年老的乳母金黑放归朝鲜

故土。

当皇帝走到韩氏身边询问她的遗愿

时，她只恳求明朝能将她年老的乳母金

黑放归朝鲜故土。

“娘！吾去！娘！吾去！”

话音未落，在旁的太监撤去了她脚

下的木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让她想

不到的是，她在家乡的妹妹，不久之后

，将会踏上她的脚印，作为新一批贡品

送入紫禁城中。

明朝的帝王殉葬制度，直到1464年

2月23日，才被英宗皇帝在遗诏中下旨

废除。而在此之前，已有数百名妃嫔殉

死。她们的遗体大都被成批合葬在天寿

山皇陵附近简陋的坟墓中。唯一的尊荣

，就是追封的谥号。这谥号一如紫禁城

宫殿的匾额上的宫名，将残忍悲苦的事

实，装点成懿言嘉行。

但对皇后辉发那拉氏来说，她或许

早已看透了这宫禁中的虚伪矫饰，她剪

断头发的那把剪刀，同时也剪开了皇帝

和他的手下精心编织的华丽谎言。

愤怒的乾隆帝接连惩处了两名冒险

为皇后分辩说情的官员阿永阿和李玉鸣

，将他们捆上锁链，发配伊犁。但皇帝

严厉惩处的结果，只是让这两人成为了

朝野上下交口称赞的忠良。皇帝除了愤

怒和痛斥皇后剃发之外，似乎也找不到

任何指摘皇后的借口，只能将碍眼的皇

后肖像一一涂抹销毁，一如他篡改焚毁

对自己不利的史料档案一般。

《塞宴四事图》局部，前排簇拥的

一名身着明黄色袍服的女子面部明显有

遭到涂改的痕迹，历史学者王志伟在

《谁识当年真面貌——藏于清宫纪实画

中的秘密》一文中指出，这名面部遭到

涂改的后妃，正是遭到乾隆帝废弃的辉

发那拉氏皇后。

而皇后，只是在洗净谎言铅华的翊

坤宫后殿中，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

1766年8月19日，皇后辉发那拉氏

在翊坤宫后殿去世。消息传到皇帝耳中

时，他正畅乐于木兰秋狝。没人知道他

心中究竟作何感想。皇后的遗体被草草

装殓，与早年去世的另一位妃嫔纯惠皇

贵妃合葬一处。215年后，清东陵文物

保护所决定打开她的陵寝。她质量低劣

的棺椁早已散乱一地，陪葬的首饰，也

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盗墓浩劫中被洗劫

一空。

但对一个主动放弃皇后荣华尊位的

人来说，这一切或许不重要。考古人员

在棺椁中找到了她的头骨。没有涂脂抹

粉，没有喜怒悲伤，只是一个沁润了尘

土的髑髅，安静地看着世人。

作为一个补充，乾隆帝的裕陵同样

遭到盗掘，盗墓贼为了搜刮尸骨上的珠

宝，将骸骨抛散墓外沟渠之中。之后又

被赶来捡漏的附近乡民在沟渠中反复淘

洗，支离四散，无法拼合。这位在世时

不可一世、掌控生死的帝王，终究想不

到自己死后会被掘墓抛尸。

紫禁城的女人们锦绣牢笼里的人生
完

公元1093年，山西雁门关，萧峰在辽

宋两拨人面前自尽，年仅33岁，英雄落幕

，悲歌四起。他并不是一个真实人物，却

由于《天龙八部》的故事而广为人知。萧

峰本是契丹人，从小却生长于中原汉人文

化环境之中。金庸用他的悲剧故事向我们

展示了公元1000年左右，中华大地上不同

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在小说中，萧峰

以一己之力量与智慧阻挡了辽军南下，得

到了辽主耶律洪基的承诺：在他有生之年

，宋辽永不开战。

但小说终究不免失真，其实宋辽之间

在当时已维持了一段长期的和平状态，这

一局面的出现有赖于一个协约：澶渊之盟

【指北宋与契丹（辽朝）之间于公元1005

年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订立的和约

】。这虽部分宋人认为是“城下之盟”，

今日却应该用更宏大的视野去认识它。

盟约缔结于1005年，距今刚好1000

年左右的时间。客观上，它使得宋辽之间

在此后的120年间和平共处，宋的经济文

化的发展达到了此前未有的高峰，大辽也

进入了其辉煌时代。在这一盟约背后，有

一位中国历史上杰出女性在起作用，她就

是大辽太后萧燕燕。最近播出并引起热议

的《燕云台》便是以萧燕燕的故事为蓝本

而创作的电视剧。

历史学家蒙曼认为，萧燕燕是一个在

爱情和事业上都很成功的女人，她“进可

攻，退可守”，是中国历史上活得最为潇

洒的女子之一。

不过萧燕燕的故事有很多令人误解和

怀疑的地方，其背后又有着特殊的文化背

景，这是有待我们深入历史现场进行分析

与研究的。

大辽女子多豪迈

历史记载是我们认识历史人物的第一

手材料，关于萧燕燕，我们可以从《辽史

》、《契丹国志》等史籍中了解，一旦将

目光聚焦于这些资料，萧燕燕身上的风花

雪月色彩就需要褪去一些，一位女政治家

的形象如在眼前。萧燕燕的崛起，与大辽

女性政治参与度较高的大背景有关，这显

然与受到儒家影响的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

。

大辽女性往往豪迈自由，甚至可领兵

打仗。在《燕云台》剧中，萧燕燕的榜样

，是大辽的一位政治女强人述律平，她是

耶律阿保机的皇后，在阿保机身故之后，

一段时间内，她几乎决定了大辽的政治走

向。《契丹国志》中，萧燕燕的大姐便是

一位女将军形象。她在丈夫太平王死后，

曾领兵三万镇守于国门西陲，当时整个部

族武力凶猛，可见其军事才能。由此可知

，在辽的政治格局中，并没有将女性排除

在外。对女性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包容

，成为辽的一大特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燕燕参与到

政治，乃至于亲自统兵打仗都不会受到质

疑。在其夫耶律贤（即辽景宗）在位之时

，萧燕燕已涉足政治。历史记载，景宗身

体孱弱，因此处理政事之时，不得不仰仗

萧燕燕，形成一种两人共治的景象。耶律

贤还曾告谕史馆学士，称萧燕燕也可以称

为“朕”，并成为定式，类似于唐高宗时

期的“二圣”局面。

萧燕燕的儿子辽圣宗继位的时候才12

岁，她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实际上决断

一切。《辽史》中提到，萧燕燕奉遗诏摄

政，诏谕诸道，也就是说她掌握了辽的最

高权力。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柴册礼”的举行

问题，这是大辽皇帝的即位仪式，按以前

的传统，老皇帝去世之后，新皇帝一登基

，立马就要举行柴册礼，相当于宣告掌握

了实权。但是萧燕燕的儿子是在他当了27

年皇帝之后，萧燕燕去世的前一个月，才

举行的柴册礼。这说明，直到生命的最后

时刻，萧燕燕才放权。正是因为对权力的

绝对掌握，我们应该更多将萧燕燕当成一

个政治人物，至于其花边故事，放在历史

的语境里，这既合理，又别有解释的空间

。

是爱情还是政治联盟？

关于萧燕燕，从古至今，最为人乐道

的就是她和一位大臣的关系。这段爱情故

事在她生前就传得扑朔迷离，故事的男主

角名叫韩德让，当时与后世的记载中，为

了丰满这个爱情故事，还传言二人曾早定

婚姻。

这些资料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元末书商

编写的《契丹国志》，书中对这段关系大

事渲染，虽不无“卖书”的嫌疑，却也有

一定的根据，其根据便是当时宋人对大辽

朝政的刺探所得，根据一些记载，二人已

经出双入对。

史学界对韩德让与萧燕燕的关系并无

定论。然而如果了解辽文化，就会明白，

二人即便发展出男女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辽人婚恋观较为自由，结了婚可以

离婚，更不要说丈夫死后女子的再选择问

题了。根据《辽史》记载，处于权力顶层

的女性群体，比如公主，就多有离婚再嫁

的。有一位叫淑哥的公主，下嫁给汉人卢

俊，因关系不好而离婚，最后改嫁契丹人

萧神奴。淑哥只嫁了两次，萧燕燕的孙女

严母堇总共嫁了四次才安定下

来。

正是因为自由，可以掌握

自己身体，所以大辽女性才会

有更多从心所欲的选择。世人

多如此，也便不会太苛责萧燕

燕。故而萧燕燕与韩德让的花

边故事就算是真的，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中也是合理的，对于

两人在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无

什么影响。

不过二人的关系并非仅仅

是爱情这么简单，从政治上考

量，则大有文章。当初，萧燕

燕丈夫死后，面对部族武力强

大、边境干戈扰攘的现实，萧

燕燕面临一个抉择。《权力的

游戏中》，瑟曦选择了依靠后

族，即来自娘家的家族力量，

萧燕燕面对的情况却更为复杂。史书记载

，这时候萧燕燕联络了两个人，一个是耶

律斜轸，一个是韩德让。

耶律斜轸当时是南院大王，节制西南

面诸军，手握实权，他本是萧燕燕之父举

荐发迹，可看做耶律家族的代表。韩德让

能与耶律斜轸相提并论，断然不只是因为

他和萧燕燕的绯闻，还因为他背后的汉人

实力。韩氏一族，从韩知古（官至中书令

，为阿保机功臣之一）开始经营，到韩德

让时，已经成为大辽第三大家族，仅次于

耶律氏与萧氏。辽更多是一个汉与契丹的

联合政府，只是这一点常常被当时人也好

、后人也好所忽略。在辽政权中，汉人手

里握有很大权力，从阿保机建国起，他们

就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韩氏一族则是

汉人势力的最典型代表。

显然，如果萧燕燕只是个普通女子，

她的爱情故事也就没那么多人关注，而她

既然是能够决定一个王朝命运的人，那她

的爱情就不会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从社会

、政治的全方位去认识。故而，韩德让与

萧燕燕的关系在男女之情之外，更多是政

治权力的一次强强联合。

辽政权与辽文化是比较融合的，韩德

让与萧燕燕的关系只是这种融合特性的一

个缩影，然而辽文化常常被很多人窄化为

游牧文化，这是不准确的，正确认识其融

合特色无疑对现代有很大启发意义。

辽文化的现代启示

今天在北京通州地区可以看到许多辽

文化的遗迹，如萧太后桥、萧太后河，并

建有一座萧太后博物馆。其所在地区，古

代统称为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北部

、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地区），它是由大

辽实际控制的，并成为当时宋辽之间争夺

的一个焦点。在中原正统王朝视野下，燕

云十六州理应属于汉人政权，其实这与史

实并不相符。燕云地区很早就是游牧文明

和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大量北方游牧族

群不断迁入，在与中原农耕人口频繁的交

融，形成了农牧兼具的文化特色。他们可

农可牧，在认同上也是复杂的。面对强大

政权，他们总会有一种利益抉择。辽朝强

大以后，他们臣服于辽，金朝强大以后则

顺从金朝，蒙古来了以后便追随蒙古，并

无常性。

据相关史料显示，萧太后河是北京最

早的人工运河， 位于京城的东南部，因

辽萧太后主持开挖而得名，始于统和六年

（988年），是北京成为国都以来最早的

漕运河，最初是为运送军粮所用，后成为

皇家漕运的重要航道。

在契丹人占有这一地区之后，汉人形

成了一种政治势力。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

，所采取的是一种游牧体制，如何管理这

一地区？这就要从大辽特有的因俗而治的

特点来讨论了，这也是大辽政治制度比较

灵活的体现。在汉人居多的燕云地区推行

郡县制度；在草原上仍然实行传统的游牧

方式，甚至皇帝也是在游牧状态；而在渤

海则建立了一个有自主管辖权力的政权；

在更北方的地区只设立一个行政长官，那

些部族只要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在辽代的

这种政治框架下，每一个地区的传统政治

模式都得到尊重，如此才维持了王朝的长

期稳定。

不过，中国历史长期有一种“正统论

”、“华夷之辩”的传统话语，游牧民族

的文化常被描述为“野蛮”“落后”的，

而游牧者是失语的。因此辽文化的融合特

征往往被忽略，仅仅被当成一个北方游牧

政权。看不到这一点，也就看不到大辽文

化在今天的启发意义。

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

史人物纪念币（第九组）金银币一套，为

国家法定货币。币面上，圆顶的帐篷代表

了游牧文明，高耸的城墙代表了农业文明

，说明辽国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游

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契丹族与汉族和谐共

存。

在普通大众对大辽历史文化较为陌生

的现状下，电视剧《燕云台》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观众更准确了解大辽文化。

剧中人物服装有很多是根据墓葬考古

复原的，这让我们看到辽人的穿着并不都

是皮衣、袍子这些很粗犷的北方民族服装

，也可以很精美。皇帝戴的冠，也是根据

辽代贵族墓葬中的细节一点点还原的，北

方少数民族器物的呈现不再是猎奇的，而

是在一个共同的中国史语境中的。同时，

剧中的辽人礼仪也大多参考了《辽史· 礼志

》与当时宋人对辽人的行事方式的记录。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有格局下，

我们在用现代文明视角去看待北方民族历

史文化的时候，应该多一层包容的心态

。大辽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各种文

明是可以互相和谐相处的，为什么今天

反而不能了呢？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观点，或许会对我

们用更宽广的视角理解10-13世纪的中国

史与多元文明有一定启发意义。

对于大辽，我们是不了解，还是不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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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克》講述了電影《公民凱恩》背後壹位

才華橫溢卻陷入困境的藝術家扣人心弦的故事，

它不是關於這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電影——《公

民凱恩》的導演奧遜· 威爾斯的事跡，而是圍繞著

壹個嗜酒的作家——赫爾曼· J· 曼凱維奇來展開。

曼凱維奇，其實才是影片《公民凱恩》革命性的

非線性敘事結構，以及對財富和權力的腐蝕性描

寫的幕後推手。

“他是那些指明了道路的聲音之壹，”花了

近30年的時間才把《曼克》變成現實的導演大衛·

芬奇說，“我希望觀眾能夠欣喜地看到這壹代人

的智慧。這壹代人在某些方面被遺忘了，而且從

來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

《曼克》將於12月4日上線Netflix，雖然也會

在部分影院上映，但多數人還是會把它當成流媒

體電影。影片上線前就得到了影評人的稱贊，爛

番茄90%新鮮度。考慮到《羅馬》《愛爾蘭人》

《婚姻故事》這些年在奧斯卡獲得的認可，Netflix

的這部新作如果在明年奧斯卡有所斬獲，大家壹

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像《曼克》這樣獨特的項目能夠獲得批

準可以說是壹個奇跡。該片的劇本由導演的

父親傑克· 芬奇操刀，原計劃於 20 世紀 90 年

代由波利克拉姆擔任制片，性騷擾醜聞前的

凱文· 史派西壹度被討論擔任主演，朱迪· 福

斯特被考慮扮演赫斯特的情婦——馬裏恩· 戴

維斯。

不過，對於芬奇堅持要用黑白鏡頭拍攝這個

故事以致敬格雷格· 托蘭在《公民凱恩》中的表現

主義攝影的主張，電影公司卻猶豫不決。

“制片人波利克拉姆臨陣退縮，”芬奇回憶

道，“我們必須先用彩色膠卷拍攝，然後再進行

修正，最後制作成黑白版本。這個拍攝流程顯然

沒有得到電影公司認可。”

直到大衛· 芬奇與奈飛公司（Netflix）合作

，令他驚訝的是，奈飛不僅同意了他開拍《曼

克》，還同意他制作成黑白電影。奈飛負責原

創電影的副總裁斯科特· 斯圖伯說，“我們制

作這部電影時沒有任何焦慮，因為他是大衛·

芬奇，他是最好的。我們知道他在這個項目上

花了多長時間，也知道這個

項目對他來說有多私人。”

2019年 11月電影終於開機

，加裏· 奧德曼飾演曼凱維奇，

阿曼達· 塞弗裏德飾演戴維斯，

查爾斯· 丹斯飾演赫斯特。此時

，卻缺少壹個關鍵的創意總監

。劇本作者傑克· 芬奇，也就是

大衛· 芬奇的父親，於2003年

去世，享年72歲，比《曼克》

開始制作早10多年離開我們。

作為《生活》雜誌舊金山

分社的前社長，他曾是壹個狂

熱的電影愛好者，從新聞界退

休後開始寫劇本，但激發兒子

大衛· 芬奇興趣的是他寫的關於

《公民凱恩》劇本誕生的故事

，盡管他覺得最初的努力沒有

達到想要的結果。

傑克· 芬奇的劇本中涉及到

壹個有趣的歷史背景：1934年

加州州長弗蘭克· 梅裏姆和社會

主義民主黨厄普頓· 辛克萊之間

的競選。在這場競選中，好萊

塢制片人歐文· 撒爾伯格在米高

梅公司老板路易斯· 梅耶的要求

下，制作了首批負面廣告。對

於劇本中這壹關鍵的次要情節

，芬奇壹開始並不感興趣。

“我有點想不明白。”芬

奇說，“假新聞（Fake News

）這個太離奇了，誰真的在

乎1934年是否有邪惡的勾當？”然而在2020年

，導演不得不承認，這部電影的某個部分可能

會讓剛剛經歷今年美國大選的觀眾引起強烈的

共鳴。

大衛· 芬奇用數字攝影機拍攝《曼克》，但他

和他的創意團隊卻煞費苦心地讓電影看起來像是

用膠片拍的。他們通過數碼技術處理圖像，還設

計了包含二戰時期電影中出現的劈啪聲的音效，

使它看起來更有黑白電影質感。

“他希望觀看這部電影的感受，就像妳在壹

個地下室看到了《公民凱恩》，旁邊就是《曼克

》。”電影制作設計師唐納德· 格雷厄姆· 伯特說

，“他想讓它看起來更像那個時代的東西，而不

想讓觀眾知道我們什麽時候拍攝的。”

芬奇是壹個註重各方面精確性的人，但這並

沒有延伸到主演加裏· 奧德曼對曼凱維奇的刻畫上

。影片拍攝時，奧德曼61歲，比曼凱維奇寫《公

民凱恩》時年長20歲，看上去卻壹點也不像當年

曼凱維奇那個軟弱禿頂的樣子。回看奧德曼之前

扮演的角色，從溫斯頓· 丘吉爾到德古拉伯爵，都

非常依賴化妝和服裝，現在他想拔下發際線，做

壹個假鼻子。

大衛· 芬奇說，“我需要這樣壹個演員，壹走

進房間，每個人都會說，‘就是這個人’。妳需

要壹個演員中的演員。如果妳是根據身高和發際

線來選角，那妳就錯過了最重要的部分。”

芬奇被曼凱維奇講真話的方式，以及他將笑

話作為對抗不公平世界的防禦機制的方式所吸引

。他還對曼凱維奇和其他早期編劇如本· 赫克特、

埃德溫· 賈斯特斯· 梅耶，在幫助電影業從無聲時

代進入有聲電影時代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感到著

迷。

盡管《曼克》回顧了好萊塢的過去，但它

也幫助引領了壹波關於其他經典電影制作的新

電影浪潮。本· 阿弗萊克將執導《大告別》，講

述《唐人街》的幕後制作。巴裏· 萊文森和奧斯

卡· 伊薩克將合作拍攝壹部講述《教父》混亂創

作過程的影片。芬奇開玩笑說，他正在創造壹

種新的類型，這種類型很快就會在Netflix上有自

己的地盤。

大衛·芬奇終於把
曼克變成現實
30年瘋狂的癡迷 12月4日Netflix上線

IGN網站獨家發布了 湯姆· 赫蘭德、 黛

茜· 雷德利、 麥斯· 米科爾森、 尼克· 喬納

斯主演的《混沌漫步》預告，時光網獨家中

字。影片由 《明日邊緣》導演 道格· 裏曼

執導，暫時定檔明年1月22日上映。

《混沌漫步》設定在“反烏托邦”的未

來世界，那時人類已經在遙遠的外星（與地

球很相似）建立了殖民地。這個星球上有壹

種細菌，男人感染後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會被

播放出來，人與人之間不存在隱私，這個世

界女人已經死光了。

湯姆· 赫蘭德扮演的托德· 赫維特竟然發

現雷德利飾演的女孩闖入他們的世界，而且

會有更多其他人會來到這個星球，來者不善

的樣子。

據悉《混沌漫步》預算在1億美元左右

，這也是獅門繼 《饑餓遊戲》之後，在

“青少年”題材中進行的又壹次嘗試。

《混沌漫步》
首曝中字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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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

（本報記者黃梅子）11月份正是每
個人選擇保險計劃的時候，尤其是老
年人，很多人不懂英文，也不了解美
國的保險體系，如果保險選得不好，
或者不知道怎麽省錢，很容易吃虧。
美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
主持人肖永群日前邀請華美精英亞裔
長者中心創辦人汪大衛來談老年人如
何申請紅藍卡。

肖永群：最近天氣變化無常，老
年朋友容易著涼感冒，再加上新冠疫
情越來越嚴重，老年朋友們請壹定要
保護好自己。今天我們請來華美精英
亞裔長者中心創辦人汪大衛來談談老
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

汪大衛：相信在美的朋友們都聽
說過白卡和紅藍卡，他們都是政府對
特殊人群的壹種醫療補助。那麽這兩
種卡有什麽區別呢？政府給的醫療福
利各自有哪些？申請這兩種卡需要哪
些資格？流程是什麽？以及在美生活
的朋友，如果申請了這兩種卡，或者

只申請了其中壹種是否會影響到日後
的生活（比如簽證，入籍以及其他影
響）？申請之後，後面又想取消的話
，該怎麽弄呢？

肖永群：我們先來看這個圖表，
這樣壹目了然。

美國紅藍卡 Medicare vs. 美國白
卡 Medicaid
比較項目 Medicare（紅藍卡）
Medicaid（白卡）
運營機構 聯邦政府 州政府
申請單位 SSA 設安局 州 衛 生 部
門、社會福利部門

可申請人群 1. 65歲及以上
2. 殘疾人士
3. 患有ESRD或ALS 1. 低收入/資

產人群
2. 特別是孕婦和兒童

身份要求 美國公民或綠卡，在美
居住滿5年 美國公民或綠卡，部分
白卡福利無身份限制
保險費用 Part B保費以及附加計劃
保費 免費
自付費用 根據自己選定的計劃而
定 免費或低額收費
美國聯邦紅藍卡 Medicare
Medicare 紅藍卡醫療保險計劃詳細介
紹

Medicare是美國聯邦政府項目，
為大多數退休年齡的美國人提供醫療
保險計劃，Medicare也俗稱“老人醫
療保險”或者“退休醫療保險”。由
於Medicare保險卡上有明顯的紅藍色
標誌，所以中文也叫紅藍卡。紅藍卡
其實和壹般外頭的醫療保險內容差不
多，也需要負擔自付額 (Deductible) 和
共同負擔額(Coinsurance)。
汪大衛：紅藍卡壹般有Original Medi-

care 和 Medi-
care Advantage
兩種方案。

其 中 Origi-
nal Medicare 包
含 ： Part A 、
Part B、 Me-
digap 和 Part D
），而較常被
使用與討論的

則是政府負責承保的 Part A 和 Part B，
另外用戶還可以自選附加商業醫療保
險計劃選項Part D和Medigap，用來填
補政府標準醫保計劃裏不報銷的部分
。Original Medicare醫療保險計劃使用
Medicare網絡資源，覆蓋全美，可以
在美國各地任何接受Medicare的醫院
診所使用，看專科無須轉診（Referral
），加選Medigap的話保險不可以因

為健康條件等原因拒保。
Part A 住院保險
報銷詳情：負責報銷生病住院、

養老院護理、臨終關懷護理以及家庭
護理的費用。Part A 2020 年 Benefit
Period Deductible（每次住院免賠額）
為$1,408；付清免賠額後住院前 1-60
天無自付費用；61-90天每天自付$352
；91 天之後有 60 天 Lifetime Reserve
Day，每天需自付$704；住院超過這個
時間，保險不再支付，需要全部自費
。

保險費用（參考）：如果本人或
配 偶 在 美 國 擁 有 40 個 工 作 季 點
（Working Credits，壹個季節壹點），
差不多是工作滿十年且期間都有繳
Medicare Taxes 的前提下，這部分的
月費就免付，否則可能必須負擔最高
可達$400+的月費。

Part B 醫療保險
報銷詳情：負責報銷門診看病、

醫療用品和預防性護理等的費用；
Part B 2020年免賠額為$198/年，之後
保險報銷80%費用（病人自付20%）
，無年度自付上限。另外用戶還可以
自選附加商業醫療保險計劃選項Part D
和Medigap，用來填補政府標準醫保

計劃裏不報銷的部分。
保險費用（參考）：無論 Part A

是否免付，或是否有任何工作季點，
每位紅藍卡受益人都要繳這部分的月
費，大約$105塊/月。值得壹提的是，
Part B 不壹定要公民或綠卡才能申請購
買， 65歲以上合法入境並至少已經在
美國居住五年的非公民 (lawfully ad-

mitted noncitizen, who has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就
可以申請購買，也不強迫購買 Part A。
Part D 處方保險計劃

報銷詳情：Part A和Part B不包含
處方藥報銷，用戶可以選擇額外付費
購買Part D處方藥保險計劃，用來報銷
藥費；Part D報銷根據具體保險計劃而
定，2020年規定所有Part D計劃的自
付額不得超過$435，另外具體藥物需
要付Copay或Coinsurance。

這部分由政府外包給外頭的私人
保險公司，選擇的時候註意壹下是否
有給付自己的常用藥。除了月費，不
管 是 學 名 藥 (Generic) 還 是 原 廠 藥
(Brand Name) 都需要另外負擔壹筆幾
塊錢的Copayment。

Medigap 補充保險計劃
Medigap 也 叫 Medicare Supple-

ment Insurance，需要在加入Part A和
Part B的基礎上、額外付費購買保險計
劃，它可以報銷壹些Part A和Part B不
報銷的醫療費用部分，比如 Copay-
ments、 Coinsurance 和 Deductibles 等
，增加 Part A 原本的 Lifetime Reserve
Day等；但Medigap通常不報銷長期護
理、眼科、牙科、助聽器或私人護理

等問題。
肖永群：很多朋友對於紅藍卡、白卡
和歐記健保，傻傻搞不清楚。

汪大衛：大家可以來我們華美精
英 亞 裔 長 者 中 心 咨 詢 ， 電 話
214-641-2203.

《美南時事通》節目是美南國際
電視的主打時事政論節目，每天7PM
首播。每周壹至周五6:30PM是美南新
聞聯播直播，7PM就是《美南時事通
》，主持人每天采訪美國華人華僑界
的風雲人物，暢談政治，針砭時弊。
請每晚7點守住15.3頻道，收看《美南
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
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也可
以在youtube上搜索Stv15.3 Houston, 訂
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的節目。

文文 // 翟萬益翟萬益

““塞翁失馬塞翁失馬””這個詞曾刻過兩次這個詞曾刻過兩次，，在我的在我的
《《磚刻拾掇磚刻拾掇》》裏收有壹方裏收有壹方，，那方是漢印的那方是漢印的
壹種形變壹種形變；；戊子之春又刻了這方戊子之春又刻了這方，，是將此是將此
詞移到了青田石上詞移到了青田石上，，仍沒有改變漢印的本仍沒有改變漢印的本
色色，，把壹個方的石頭敲掉了四角把壹個方的石頭敲掉了四角，，成了圓成了圓
形形，，也是以印章對也是以印章對““塞翁失馬塞翁失馬””的壹種追的壹種追
憶吧憶吧！！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失意人生有各種各樣的失意，，也有各種各也有各種各
樣的得意樣的得意，，總括起來總括起來，，失意應該比得意多失意應該比得意多
得多得多。。失意時的那種沮喪失意時的那種沮喪、、那種無助那種無助、、那那
種天崩地裂的痛苦種天崩地裂的痛苦，，以及美好世界被撕裂以及美好世界被撕裂
的現實對我們心靈的折磨與打擊像海浪壹的現實對我們心靈的折磨與打擊像海浪壹
般般，，無時無刻不在沖撞無時無刻不在沖撞。。希望像潮水壹樣希望像潮水壹樣
遠遠地撤退了遠遠地撤退了，，帶走了喧囂壹時的海浪聲帶走了喧囂壹時的海浪聲
，，我們在夜空下細細品味多少個日夜孕育我們在夜空下細細品味多少個日夜孕育
的希望而最終被置換成的失望的希望而最終被置換成的失望，，這種時間這種時間
賦予的磨難像傷口上撒了層層鹽巴壹樣賦予的磨難像傷口上撒了層層鹽巴壹樣，，
劇痛襲來時只能咬緊牙關屏住呼吸劇痛襲來時只能咬緊牙關屏住呼吸，，讓這讓這
種刻骨銘心在心上流過種刻骨銘心在心上流過，，在時間的完整性在時間的完整性
上流過上流過。。失意像脈動壹樣失意像脈動壹樣，，走過去壹串走過去壹串，，
又會結伴來上壹串又會結伴來上壹串，，不停地捶打妳病痛的不停地捶打妳病痛的
心臟心臟，，並且不斷加大捶打的力度並且不斷加大捶打的力度。。經過長經過長

時間痛苦的捶打時間痛苦的捶打，，回顧這種失意鏈回顧這種失意鏈
接的歷史接的歷史，，似乎要詰問上天對自己似乎要詰問上天對自己
命運安排的刻意命運安排的刻意。。站在壹無所有的站在壹無所有的
海濱海濱，，腳下的潮濕浸漬人生的傷痕腳下的潮濕浸漬人生的傷痕
，，無聲和無助結成同盟無聲和無助結成同盟，，空曠和孤空曠和孤
獨緊束身心獨緊束身心，，夜的漫長和人生的苦夜的漫長和人生的苦
悶是那樣地牢不可分悶是那樣地牢不可分。。這時候妳會這時候妳會
默默地追念那個塞翁默默地追念那個塞翁，，並不自覺地並不自覺地
將其置換成自己將其置換成自己，，耐心地等待耐心地等待““失失
””後那個偶然的後那個偶然的““得得””……而這個……而這個
““得得””卻飄在大海的渺茫之處卻飄在大海的渺茫之處，，回回
復或重演又是那樣地無期無時復或重演又是那樣地無期無時。。此此
時妳的心上多麽盼望塞翁還沒有走時妳的心上多麽盼望塞翁還沒有走
遠遠，，他用智者的眼神給妳始終如壹他用智者的眼神給妳始終如壹
的鼓勵的鼓勵，，但無情的時間卻在痛苦中但無情的時間卻在痛苦中
走了那麽遠走了那麽遠，，丟下妳斑白的鬢發而丟下妳斑白的鬢發而
不顧……不顧……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翟万益先生刊刻翟万益先生刊刻
""塞翁失马塞翁失马""及边款及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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