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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 400 万，
退休还是有点慌

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的
命运也只有在引发年轻人的疑惑与好奇
后，被搬上热搜的那一刻是相似的。
年轻人各有各的精彩，老年人种花
带娃、跳跳广场舞就好，这似乎已然成
为共识了。年纪大了，还“作”，往往
就会被扣上“不安分”的罪名。
其中，“情节严重”的老人，还会
被施以“上热搜”处罚，接受年轻人对
自己行为的批评指点。
比如一群老人，就在最近引发过一
阵热议。
他们不是什么“2020 全球旱地冰球
锦标赛选手”，而是一群正在用自制神
器，跟在灵车屁股后头捡钱的普通大爷
大妈。
“作案地点”许是当地殡仪馆附近
的一个路口，因为常有灵车经过。上午
八九点钟，是年轻人打卡上班的时间，
大爷大妈们也带上小马扎，开始了这一
天的工作——守车待钢镚儿。
据多家媒体报道，过去的殡葬风俗
是凡路过桥梁或拐弯处，都会撒个三五
元的真钱币，给死者留下买路钱。而随
着“不许撒纸币”的规定出现，捡钱老
人的装备也略有更新。
两块硬板夹吸铁石，再用一根圆管
将其支棱起来，捡钱神器有了。
每当有灵车经过，他们便腿也不疼
了，腰也不酸了，颤颤巍巍的小碎步也
迈了起来，争先恐后地用神器在水泥路
面上摩擦。
据一位大爷爆料，10 点收工的时候
，他们平均能捡到十几枚以“角”为单
位的硬币，共吸金约 3 元。
这个在当今物价面前，显得特别微
不足道的数字，引爆了争议点。年轻网
友最无法理解的地方也正在此处：
“哈？收破烂和放二维码要饭的时
薪还能再高一点吧？”“车来车往的，
为这点钱命都不要了？”“是真穷还是
闲得无聊啊？”
换一个角度想，我们总觉得热搜上
的老人荒诞，兴许是因为我们从来都只
顾着发表自己的结论，而没有尝试去真
正理解他们。
说个恐怖故事：
年纪大了，可是会上热搜的
旧闻一搜，老人爱捡买路钱的事儿
，在 2009 年前后也时有发生。
据当年某报的采访，多年盘踞在北

京石景山路与八宝山殡仪馆交叉口的卢
大爷称，自己每个月有 2600 多元的退休
金，并不需要靠捡钱生活。亲人去世让
他发现了这个地方，后来在家里坐不住
了，他就会来这里捡钱、遛弯。
曾有一位和卢大爷年龄相仿的老人
，在这里捡钱的时候被来往车辆撞到，
不幸去世。
不知道如果这个事故发生在今天，
网友们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评语呢？
如今的舆论场，“一句话盖棺定论
”才是更主流的节奏，至于老人为什么
要这样做，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很少
有人在意。
打个比方，看到八旬老人 6 小时跑
完马拉松、玩转高难度瑜伽，评论区会
涌现大量表达感动、钦佩之意的表情包
，顶多再感慨一句：“你大爷还是你大
爷。”
又或者，看到 76 岁老人因过站要求
公交司机停车未果，抢夺方向盘获刑，
网友们又会默写出一句：“不是老人变
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漫长一辈子，也就像海绵宝宝一转
场。
老人成为了三天两头上热搜，却在
互联网极为失语的一群人。
甚至连正值壮年的 80 后、90 后也开
始自称“老人”，其中单身的，还叫自
己“孤寡老人”。
正因为自己还未老，他们才能轻松
地开开玩笑，牢牢把握住话语权不放手
，还能佯装弱势群体。
可这个“老”字，真的离我们有那
么远吗？
前不久，十四五规划建议出炉，延
迟退休即将成为现实。
延迟退休的建议一出，消息立即登
上热搜第一位。
退休年龄变动，一方面是刻不容缓
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在紧逼。中国社科院
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到 2035 年，我
国的养老金将耗尽累计结余。
而另一方面，又有谁能来接盘达到
领退休金年龄前的这批老人呢？
企业当然不同意。别说工作到 65 岁
了，有人到 35 岁就会被大厂裁员，有人
45 岁连菜市场都进不去了。
时代的变革，终归还是会落回到每
个老人身上，他们不堪重负的关节也正
日益脆弱。

据智研咨询调查，今年我国老龄人
口已经高达 2.55 亿，并预计会持续上升
。在这 2.55 亿老龄人口中，又有 1.2 亿的
空巢老人，0.3 亿的独居老人。
那批幸运没有从工作中被清退的，
成功积累资本接近于中产的大爷大妈，
大可爱干嘛干嘛，享受自己有钱有闲的
半退休生活。人手一条丝巾，装扮出了
生活的诗意；人手一台沉甸甸的单反，
是他们倔强的不服老宣言。
或有大半辈子勉强攒了点存款，还
想留给子女买房结婚生子的，这些老人
身上最能体现节俭的传统美德。为了让
自己不生病，不花钱，他们甚至能在公
园练出过人神技。
剩下的，不就是那些在活一天算一
天的日子中度过的老人，走出劳动的黄
金年龄后，他们也就在市场中失去了价
值与竞争力。搞卫生，收卖废品，他们
只能跟在年轻人后头，捡他们挑剩下的
工作过活。
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的
命运也只有在引发年轻人的疑惑与好奇
后，被搬上热搜的那一刻是相似的。
谁最了解老人
五十以上，退休未满。这本该是人
要“知天命”的岁数，却因伴随有对变
老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不安、对自己
无法再创造价值的焦虑、对未来与未知
的恐惧，还有不同严重程度的更年期综
合征，种种变量，都在让老人变得越来
越“古怪”起来。
谁会花心思去了解一位古怪老人呢
？
不会是友善的陌生人。他们与老人
的交情，大多只能停留在机械重复几次
让座、帮过马路、路上摔倒了扶一扶的
动作上。
也不会是专家。他们往往只管提出
假设与方法论，无需管个体怎么实践。
2013 年，官方层面首次提出了延迟
退休这一概念。有人采访了当时清华大
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问
道：“如果一个人 50 岁退休的话，65 岁
才领到养老金，这 15 年该怎样度过呢？
”
这位教授解答说：“让他们从生产
企业退出来，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加社
会服务，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
园林义工，女性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
服，做点编织，多好！”

后来，教授还通过媒体进一步解释
，大家别误会了，她的的确确曾在某养
老社区看到大部分从事清洁与贴身服务
的工作人员，年龄都在 50-60 岁之间，
月收入也大概能到 3000 元人民币。教授
不明白，为什么其他老人就不可以做这
些工作。
老人的亲生子女，也不一定有多了
解他/她。
新闻报道，近日，江苏淮安一名 83
岁的老太太去世，子女发现老人床下塞
满保健品，收据总价超过 14 万元。老人
被成功推销购买了吸氧机、洗脚盆等大
件，还有瘦身提拉面膜、膳食纤维减肥
套餐等“智商税”产品，甚至去世的第
二天，家中还收到了保健品。
金融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每
个老年人心中都有一个消费账户，一个
投资账户。
当心里把一桩买卖归属到消费账户
时，一毛钱葱是多了还是少了，他们也
会跟小贩争个明白。可面对投资账户当
中的金钱，他们却变得无比大方，美容
店认识的“干女儿”略一推销，隔壁李
大妈以亲身体验带带货，一点小利小惠
，老人便心甘情愿地从养老钱中掏出三
五万来。
也不乏警惕性更高些的子女，他们
总担心老人出门摔着，自己做饭被烫着
，跟人交朋友也被骗着，他们索性什么
都不让老人去碰触，像当初老人把自己
当做掌心宝一般，将老人宠成了一尊
“废物”。
到头来，本职工作和自身生活已经
够累的年轻人，终于忍不住，去质问老
人，我都做到这种地步了，你为何还是
不满足？
在代际的矛盾与间隙之中，成功插
足的，是一众以老人为主要受众的服务
公司、APP 和小程序们。
平平父亲是依靠一款“走路赚钱
APP”熬过心理落差巨大的退休前期的
。一天可以换取三五元人民币的虚拟金
币，缓解了他对创造价值的焦虑，虽然
实在走累了的时候，他也会用“刷步器
”作弊。
朱阿姨则是整日沉迷于一款广场舞
APP，她会在上面发布自己与老姐妹的
排练视频，也会被里面网友分享的搞笑
视频、生活小妙招逗乐。手机正在代替
公园一角，解决着老人的社交需求。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8 年，我国养老产业的行业规模
从 1.4 万亿元变成 6.6 万亿元，增长幅度
达 371.4%。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养老产
业规模有望达到 22 万亿元。
老年人保健、老年人旅行团、老年
人大学、老年人相亲……面向老人的服
务越来越多，他们的确有很大机会给老
人打造更加便利的生活——在不暴雷的
前提下。
讽刺的是，混迹在这片蓝海中的商
人、骗子、从老人身上看见了巨大利益
的人，他们远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身边的
长辈。
最怕是人到老了，一身穷病
难解的老龄化问题同样发生在其他
东亚国家。
日本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拍摄的纪
录片《老后破产》，便是一场关于长寿
的噩梦。
整个噩梦都围绕金钱问题展开，案
例中的每一位老人，都曾像我们一样认
真工作，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充分的储
蓄计划，却仍无法预料，变老会在经济
衰退的影响下，变得如此剧烈。孤独、
辛苦的老人甚至会失去求生欲望。
韩国的国家养老金计划，是 1988 年
才推出，1999 年才强制执行的。老人必
须持续缴纳 10 年以上，并同时证明没有
子女照顾，才能领取平均每个月 20 万韩
元（人民币 1200 元）的养老金。
在韩国的物价面前，这点钱确实是
九牛一毛。
一度，有人通过计算得出一线城市
养老需要 400 万。
养老难题，说到底也还是钱的难题。
只不过在一些地方，养老是鸡毛蒜
皮，一地鸡毛；在另一些地方，养老是
血淋淋的。
今天的市场上，无人不看好“银发
经济”。
今天的市场上，年轻人都在担忧工
作机会变少、没有存款、收入涨得不如
物价快。
所以为银发经济买单的钱又该从哪
来？还是传说中的六个钱包吗？还有银
发经济尚无法普及到的角落呢？
有许多人一辈子都和钱票子这张纸
过不去，到头来也终没能与生活和解，
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道就只剩一条“死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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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离开美国？”
90 后中国留学生发长文流露心声
万几千万不戴口罩
的，让我觉得美国
抗疫之路实在是道
阻且长。
当然，美国疫情
到今天这个地步，
政府要承担最大的
责任。他们手握一
切信息和科技资源
，甚至还有宝贵的
两个月窗口期。但
他们选择把头埋在
沙子里，什么都不
做。
疫情刚暴发的两
个月，美国疾控中
心宣传了：多洗手
、别恐慌、保持社
交距离。而在我和
所有中韩日留学生
戴了半年的口罩之
后，5 月，疾控中
心终于建议大家戴
口罩了。
其他国家的确诊
病例不作数，早就
发布的科学研究也

栾奕从纽约大学毕业

今年 9 月，北京姑娘栾奕从纽约回
到她从小生活的城市，这也意味着她 6
年美国生活的结束。
名校硕士毕业、成为抽签拿到 H1B
工作签证的幸运儿、公关做得风生水起
。栾奕原本计划明年完成绿卡申请。她
坦言，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前功
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她为此思考
了几个月的时间。
回国后，她将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
，意外地在社交账号上引起很多共鸣。
结合她的自述，我们一起来看她的
思考（注：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
本报立场）。
我为什么离开美国？
我在纽约一共生活了 6 年，在纽约
大学读研 2 年，工作 4 年。2017 年拿到
美国工作签证，原计划在明后年完成绿
卡申请。
读书时做过很多兼职，工作后做过
公立学校教师、自媒体博主、纽约知名
餐饮品牌 PR 经理。就职期间帮公司三
登《纽约时报》并获得过近百家主流媒
体报道，个人也上过一些华人报纸。
对我来说，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
前功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
但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概括来说有
四个：
美国疫情以来的行为，完全站在了
它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的反面。
在美国我无法获得我所看重的共鸣
共情与社会参与感。
美国综合得分日益走低，中美差距
显著缩小，中国在我有生之年甚至有可
能实现反超。
同等条件和同等努力下，我在中国
获得快乐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栾奕这一代人看美国电影、动画和
出版物长大。在这些作品中，美国宣扬
着它的民主、自由和多元。
而在经历了美国疫情暴发、“黑人
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
动、政府打压中企的一系列事件后，栾
奕看到的，是“美式价值观的崩盘”。
被打碎的“美国滤镜”
2012 年我开始准备出国的时候，美
国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大概是这样的：崇
尚科学、人人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多
元。
对于一个有点人文情怀的文科生来
说，这简直就是“理想世界”的定义。

而在纽约这个“最不像美国”、最
激进多元的地方，我曾经一度觉得世界
真的还挺美好。
直到疫情、特朗普和“黑人的命也
是命”运动这记组合拳，彻底打碎了所
有的美国滤镜。
而见识到美国最真实的面目之后，
我无法说服自己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过一样，像原来那样与之共处。
接下来，她从三个角度写了自己对
美国社会的观察。
民主与法治：“看不见的手”突然看见
了
好多人特别欣赏美国的政治制度。
说实话，初高中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
但政府对华为、Tiktok、微信明目张胆
的制裁，“看不见的手”突然能看见了
，还扇了我们三个嘴巴。
这让我对美国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
济属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政治体制没有优劣之分，哪个体制
能让自家国民踏实发展、国家稳步向前
就是好的。国民幸福感和社会生产力的
提升才是王道。任何抛开历史阶段和国
情空谈体制都是耍无赖。
非要借题发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
来，以干涉和贬低中国为乐，有大国的
瞎操心没大国的责任心。
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外国人，即使
是和平年代，这种“随时都会被第一个
放弃”的感觉太令人不安了。我选择回
到让我更有安全感的土地上去。
反智与傲慢：“反疫苗”的美国人
疫情带给我的一个巨大冲击是，它
让我十分具象化地意识到，美国社会的
反智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眼看着 2020 年都快过去了，美国社
交媒体上至今还有人在争论要不要戴口
罩。我盲猜，如果没有这些反口罩的游
行，美国感染人数大概能少个 10%。
有人说，那是因为民众在等疫苗。
但问题是疫苗一般要达到 60%以上的接
种率才能实现美国的全民免疫。那么，
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接种疫苗呢？
宾大今年八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 20%的人不相信疫苗。注意，不是
说新冠疫苗，是所有疫苗，疫苗这个概
念本身。
这使我对美国人“崇尚科学”的滤
镜破灭了。
这六千多万不信疫苗的，加上几百

不作数。
除了傲慢，还是傲慢。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美国政府在赌。
《纽约时报》在美国死亡人数达十万人
时，发布了一整版的讣告。上面是 1000
位逝者的名字。
借用《三体》的一句话，希望美国
有朝一日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弱小和无
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有条件的自由和开放
继续从口罩说起。
口罩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薄薄三层
无纺布，遮住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权与
法治和那自由的天空。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加州通勤
者戴着白色的防护口罩，其中一人身上
还写着“要不戴口罩，要不去坐牢”。
来源：纽约时报
有不少人，哪怕面对生死，面对求
大家居家隔离的医护，面对每天开发布
会教怎么戴口罩的州长，都要坚守不戴
口罩和朋友去海滩晒太阳开派对的自由
。
这件事本质上是高度崇尚自由民主
的国家和东亚文化圈“不给别人添麻烦
”的社会责任感的观念区别。
我们都没错，只是观念不同，不必
强融。
5 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前期，姨夫去了
趟新发地买菜，事发后一家人开始了强
制隔离。两个快 70 岁的老年人，愣是在
隔离期结束后又接着自我隔离了两周，
一共在家里窝了 25、6 天。北京好不容易
快清零了，他们生怕给社会添麻烦。
中国老百姓这种心照不宣的社会责
任感，对我来说更加熟悉，也更加有安
全感。
4 月份的时候，美国著名国民电台
节目连线采访中餐企业，探讨如何向中
国学习，振兴“后疫情时代”的餐饮经
济。
照理说是挺拉好感的方向，偏偏主
持人在临结束时问：听说中国现在封城
，出入公共场合强制扫码、查体温，中
国群众就真的没有意见？
面对主持人的笑里藏刀，几个连线
方都坦诚地说“没有怨言，大家都很理
解”。然后就是主持人心领神会的笑容
。在最后剪辑播出的版本里，主持人果
然意味深长地补刀了一句。
这次访谈也让我对美国人的自由开

放精神有了更绝望的认识。这样见多识
广的媒体人，理应保持着开放的心，不
带明显预判和倾向地去采访他人。
可惜没有人能逃离美国这么多年在
舆论上妖魔化中国的洗脑，很多美国人
所谓的“持开放态度”（open-minded）
，也不过是愿意接受在自己观念的同向
延伸线上的更多观点罢了。
促使我做出回国决定的导火索，是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看到那条视频的时候，我也跟着里
面的路人从不解，到质疑，在看到弗洛
伊德尿失禁的一幕时愤怒地热泪盈眶。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之所
及的所有活动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让
路，所有媒体资源向这场运动倾斜，整
个美国似乎都停滞了，每个人每天接受
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与它有关。
再后来，我熟悉的媒体圈和餐饮圈
开始流行互相检举，谁家的编辑有过歧
视行为，谁家拍杂志同工不同酬，谁家
店员曾经驱赶过黑人顾客。
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了“统计纽约
哪些餐厅是黑人开的”这个主意。
最后发展到餐饮界各种意见领袖、
主厨、食客的大联动，大家在社交媒体
上接力扩充“黑人开店”名单，号召粉
丝去名单里的这些餐厅点外卖以支持
“黑人的命也是命”。
因为主厨是黑人所以去吃这家餐厅
，主厨真的会为此开心吗？这是不是反
向歧视呢。
这场运动进行到这里，个人观感已
经很离谱了。而让我彻底震惊的是下面
这件事。
8 月底的一天我在网上闲逛，看见
一个线上讲座活动，票价是分级制：
普通票：$100；黑人及其他有色人
种、学生和残疾人：$50。
作为有色人种的我感到被冒犯，给
主办方写了一篇长邮件表达这样定价多
么不妥。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对方 CEO
，一个金发碧眼白人美女的官方回复，
邮件字数是我的三倍。
她表示，定价分级是因为之前与平
权 NGO 合作过，他们也更希望借此举，
给经济有困难的群体一个机会。言外表
达了“其他人一片好评，你是第一个来
投诉的”意思。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就是在实践
“机会均等”啊。给“弱势群体”一个
机会！并向我祭出网上的神图：
“平等 VS 公平”
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看起来是
少数族裔占便宜了，但这背后的逻辑和
当年的种族隔离又有什么区别。又是谁
给他们的权利，可以这样居高临下地评
判他人呢。
经历了这场全民运动，“平等”和
“人权”两个大词现在看来有点变味。
而直说整场运动是白人的自我感动，又
实在有点太悲壮了。
美国黑人世世代代重复着“黑人闹白人哄-再闹-再哄”的命运。“黑人的
命也是命”期间曾有一个视频冲上微博
热搜：
每次看都很难过。
“弗洛伊德事件”闹的沸沸扬扬的
时候，也时有亚裔同胞站出来，试图借
着这股东风，为新冠期间亚洲人遭受的
歧视发声。其实在特朗普一句 China Virus（中国病毒）“震惊四座”之前，针
对亚裔的歧视就已经开始了。
1 月底国内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时候
，纽约地铁就开始有人辱骂亚裔乘客
“滚回中国”。唐人街晚餐时段整条餐
馆街空空荡荡、陆续有中餐馆被打砸抢
。

偶尔有几个政客跑到当地唐人街餐
厅吃饭拍宣传照，试图拉动经济以及拉
点选票。除此之外，亚裔基本上是孤立
无援的状态。
首先美国的亚裔人口就不多，大家
还以不爱投票著称。对主流政客来说，
亚裔基本不算数。
如今亚裔精英越来越多，经济地位
高，又重视教育，已经形成正向循环。
在日常生活中，亚裔是真正能够与白人
抗衡并且抢夺资源的一群人，他们对白
人的食物链顶端地位是一种威胁。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感情健全
的人，我当然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
，但我做不到在支持的同时，不感到一
点委屈。
除了美式价值观的崩盘，栾奕说，
她长久以来形成的认同感，让她对美国
始终是一种异乡客的感觉，无法得到她
所看重的个人社会参与感。
隔了一层纸的共情
其实黑人平权运动和中国疫情早期
抗疫的讨论度和全民参与度是非常类似
的。但是慢慢地我意识到，无论我自己
多么努力，我始终无法对这两件事情达
到同样程度的共情。
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是更加真
情实感地感受着共鸣，这些是我在纽约
再待 10 年 20 年都永远无法获得的一种精
神共鸣。
我终于明白，对于美国，我可能永
远都是一个“异乡客”。在这片土地上
发生的事情，我的心态可能永远都是
“他们美国又怎样怎样了”。
以前总觉得，如果我再多读点书，
再苦练一下英语，再多交点美国朋友，
总有一天能融入美国社会的吧？不过是
个时间问题。
后来我 GPA3.9 从纽约大学毕业，业
余时间把《六人行》看了十遍，毕业后
在美国学校教书，交了 ABC 男朋友，离
开前两年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美国媒体打
交道……
6 年了，我明白了融入美国社会并
不是可以用“能听懂深夜脱口秀 95%的
梗”来判定的客观状态，而是一个心理
状态。
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份社会参与
感。我想要时刻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
人民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离完美的社会
还有很远，但是，哪里又有什么完美的
社会呢？我愿意跟同胞们一起吃苦，一
起摸索，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亲手让
这里变得更好。
而除了这些“感性”的原因，中美
力量对比的理性思考也是促使栾奕做出
回国决定的原因。
分数走低的美国
如果说多年前我出国的时候，美国
和中国就像是“100 分”和“70 分”。
留学生们为了这 30 分的差距，克服
语言文化身份饮食等诸多不便，背井离
乡追求“向往的生活”不难理解。
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以及美国在疫
情期间不负责任的表现，美国的综合国
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有目共睹。
两者的差距确实还有，但落实到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为了享受这多出来
的分数，付出那么多代价实属不值。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人心。
现在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内部的撕裂
，还因为疫情期间的表现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了极大的信用危机。它几乎是釜底
抽薪的移民政策也让很多外国人才寒了
心，无论是已经在美国的，还是曾经向
往美国的。
失掉国际信用，失掉外来人才，美
国的实力会被严重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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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Normal？
Normal？拜登內閣名單出爐
這些人對美國未來四年的影響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美國 2020 總統大
選基本落下帷幕 ， 拜登勝出
選基本落下帷幕，
拜登勝出，
， 即將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入主白宮
日入主白宮。
。
11 月 23 日美國總務管理局終於松口
日美國總務管理局終於松口，
，
表示將啟動政權過渡程序，
表示將啟動政權過渡程序
，很快拜登團隊就
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的新內閣成員提名，
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的新內閣成員提名
，這
次獲得提名的六人所涉及的具體職位包括國
務卿、
務卿
、國土安全部部長
國土安全部部長、
、國家情報局局長
國家情報局局長、
、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以及駐聯合國大使和氣候
問題特使。
問題特使
。
第壹份內閣名單出爐
拜登以這份內閣成員名單宣布“
拜登以這份內閣成員名單宣布
“美國回
來了”，
來了
”，不過另壹個備受矚目的職位美國商
不過另壹個備受矚目的職位美國商
務部長並未對外公布，
務部長並未對外公布
，據美媒猜測
據美媒猜測，
，華裔民
主黨人楊安澤將有被提名的可能。
主黨人楊安澤將有被提名的可能
。
據美媒預測，
據美媒預測
，接下來拜登還將繼續宣布

其他的政府高級職位，當然也包括美國商務
其他的政府高級職位，
部長壹職。
部長壹職
。這壹職位人選可能會基於修復和
中國、
中國
、歐洲等國的貿易摩擦來做考量
歐洲等國的貿易摩擦來做考量，
，據美
國 CNN 報道
報道，
， 民主黨 2020 年總統初選候選
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或被提名
華裔企業家楊安澤或被提名。
。楊安澤是
否會成為商務部長未可知，
否會成為商務部長未可知
，但這位 ABC 顯然
無法在這壹位置上改善中美經貿關系，
無法在這壹位置上改善中美經貿關系
，他的
個人政治立場和價值觀決定了這壹切。
個人政治立場和價值觀決定了這壹切
。
川普的現任國務卿蓬佩奧壹直以強硬著稱，
川普的現任國務卿蓬佩奧壹直以強硬著稱
，
尤其在中美關系上，
尤其在中美關系上
，今年出臺了壹系列鐵腕
政策。
政策
。那麽
那麽，
，拜登政府上臺
拜登政府上臺，
，會提名誰擔任
國務卿？
國務卿
？對於中美關系會有什麽樣的影響
對於中美關系會有什麽樣的影響？
？
如果您想了解拜登內閣候選人名單以及
他們對於美國未來四年的影響，
他們對於美國未來四年的影響
，主持人蓋軍
和記者肖永群采訪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和記者肖永群采訪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請
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頻道
頻道《
《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

， 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
平臺收看。
。 美南新聞
網站 scdaily.com
scdaily.com，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
Stv
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 隨時
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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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樓阻止拜登的情報過渡小組與
國防軍事情報機構的官員會面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CNN 重磅消息：根據熟
悉情報交接討論的前高級情報官員說，特朗普政府從本
週起阻止“總統當選人”拜登過渡團隊與其對應在五角
大樓的任何情報機構官員會面。
緩慢的進程意味著拜登團隊尚未能夠與國防部軍事
情報機構的官員會面，包括國防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
儘管拜登審查小組的所有其它會議似乎都是經過數週的
延遲，現在似乎有一些進展。
五角大樓否認任何努力來阻礙當選總統的團隊。一
位高級國防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星期五已經
向過渡官員通報了軍事問題，包括高層政策和國際安全
問題，但沒有情報。
華盛頓郵報首次報導拜登團隊與國防部交接辦公室
之間的問題，這些問題來自特朗普的忠誠支持者傳播當
選總統的選舉陰謀論。
即使在總務管理局於 11 月 23 日為官員在聯邦機構的
整個政府開了綠燈，以滿足當選總統的機構審查小組要求

，必須確保權力的順利交接，但進程緩慢。
前情報官員說，上週，拜登的機構審查小組已作出安
排，在本週與各個國防情報機構會面，但遭到五角大樓的
抵制。

軍事行動刻不容緩 五角大樓在國防顧問委員會安職兩名特朗普盟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五角大樓已任命唐納德·特朗普
總統的兩個親密盟友科裏·萊萬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

）和大衛·博西（David Bossie）為國防顧問委員會成員，
在特朗普政府本任最後幾週內
繼續進行大選後的清洗。
特朗普於 11 月 9 日解雇了
當時的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
（Mark Esper）後，任命克裏
斯 托 弗·米 勒 （Christopher
Miller） 為 代 理 國 防 部 長 ， 他
在周五的書面聲明中表示，國
防顧問委員會的 9 名成員已被
新任命的 11 名新成員取代。
萊萬多夫斯基和博西是特朗
普最發聲的支持者。其他九位
被 任 命 者 是 亨 利·德 雷 福 斯
（Henry Dreifus） ， 羅 伯 特·
麥 克 馬 洪 （Robert McMahon
），科裏·米爾斯（Cory Mills
），比爾·布魯納（Bill Bruner
） ， 克 裏 斯 托 弗·尚 克
（Christopher Shank），約瑟夫·施密特（Joseph Schmidt），
基裏·米勒（Keary Miller），艾倫·韋（Alan Weh）和伯爵·馬修

斯（Earl Matthews）。
米勒說：“這些人在各自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並表現出
了很好的領導才能，將對我們部門和我們國家產生良好的服務。
”他還說，被解僱的九名人士一直在“過期職位”上任職，盡管
這沒有得到解釋；顧問委員會的章程規定，成員的任期為一年至
四年不等，每年續約一次。
顧問委員會章程規定，成員必須“在領導或治理大型、複雜
的私營部門公司或組織方面擁有良好的判斷力和商業敏銳度，並
在執行管理、公司治理領域擁有豐富的頂級全球業務經驗，這些
業務經驗包括審計和財務、人力資源、經濟學、技術或醫療保健
。”
成立於 2002 年的國防顧問委員會的作用是，從私營部門的
角度為國防部長和國防部副部長提供有關國防部整體管理、業務
流程和治理的獨立意見和建議。
萊萬多夫斯基是特朗普在 2016 年競選時三位競選經理中排
名第一位的經理，今年他和博西都是特朗普競選活動的常客。
博西是 2016 年特朗普競選團隊重組的一部分，以幫助特朗
普擊敗希拉裏·克林頓。他短暫成為特朗普的競選助手，因為他
的參與試圖想從特朗普的競選中獲取名譽，但未從他的連任競選
中受益。由於他對特朗普總統的大力支持，他於今年早些時候回
到了特朗普的競選軌道。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