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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正午时分，在市政厅会议大厅举办宣
誓就职仪式。一进市政厅，走廊大厅左面是一
个四人乐队，从那里飘出的是愉悦的轻音乐。
往前边拐进走廊，左边就是会议大厅。门口摆
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是些甜点和饮料。进去
后，发现不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楼下中间
坐着的是当选人士及其家属，两旁以及楼上则
是其它观众。粗略计算了一下，各类人士大约
200来个。

到了正午时分，民主党支持人走到讲台那
里，宣布就职仪式开始。他先介绍了共和党前
来参加的代表。布鲁明顿是民主党人的地盘，
这次不仅市长没有旁落，而且也把其它议员和
官员位置尽数囊括。在宣誓就职仪式上，把共
和党人邀请前来，并第一个介绍，也算表示了
对对手的尊重。市长第一个上前宣誓，可是，
就在要宣誓的那个瞬间，才发现最重要的道具
忘记了。于是，他笑起来，赶快回到座位那里
去拿《圣经》，《圣经》躺在座位下面的地板 
上。

宣誓开始，主持人念一句，宣誓人跟着讲
一句。誓词的中心是忠于宪法，勤劳为民。

接下来另一个主持人上台主持，其它当选
市议员和官员挨个上去，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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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城 新 市 长 宣 誓 就 职

2016年民权运动教育之旅
将以阿拉巴马Selma &
 Montgomery为目的地

Blooming Times

誓。在这个庄重的场合，不是每一个
当选人都穿戴得庄重的。恰恰相反，
好多都穿得随便，有些草根色彩。美
国地方上的政坛其实就是一个为人民
服务的圈子，社会上把从政叫public 
services，还是很贴切的。进入政坛，
并不就意味着显达富贵；不进入政
坛，也不就意味着被主流抛弃。在美
国，没有一条鸿沟分出庙堂之高和江
湖之远。

宣誓完毕，新市长John Hamilton
以市长身份发表了第一个讲演。他认
为，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信任政府，
他要做的就是争取市民的信任，如何
争取市民信任？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保证施政的透明。为此，他这一届政
府要采取三项措施。1）建立电话热
线（812-349-3435），让市民随时可以举报公
务员的不道德和违法行径；2）在市政府网页上
提供板块，把包括犯罪记录和饮水质量等等信
息披露与众，并让市民可以评论；3）每周举办
一次Town Hall Meeting （市民会议），保证政
府和市民的沟通渠道畅通。

在讲演中，新市长还提出了新一任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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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三名印大中文领航学生参加杨百翰大学举办的商务汉语案例分析比赛，并获
得第三名。更多IU中文领航中心内容，请见第B3版。

阿拉巴马的Selma & Montgomery
是50年代到60年代民权运动最活
跃 的 地 方 。 民 权 运 动 很 多 著 名 的
事 件 都 发 生 在 这 两 个 地 方 。 I U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 每年
都要组织一次民权运动教育之旅，
今年选择了Selma & Montgomery。
时间：1月15日到1月17日
地点：Selma & Montgomery, AL
联系人：Kevin Lewis
联系邮箱：kevilewi@india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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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头等任务。1）保持强劲的经济；2）建立各
个阶层都可以享受的住房环境；3）支持公共教
育。

新政府总是带来新的期望，布鲁明顿会变得
更加美好。

图文/长风

新市长John Hamilton（中）宣誓前

2016北极熊户外跳水活动
第十二届北极熊户外跳水活动（Polar Bear 

Plunge）于新年第二天举行。今年不如往年冷，
所以这个活动也不如往年具有挑战性。几百人
参加了这个活动。

当选市长John Hamilton举办迎新
派对

当选市长John Hamilton于2015最后一天晚上
在市中心的John Waldron Center举办迎新派对，
派对开始，唱歌、跳舞，气氛热烈。派对从晚上
9:30开始，直到零点30才结束。

■ 本地新闻

两个IU研究人员致力于研发脑震
荡测量仪

两个IU研究员（Port and Steven A. Hitzeman）
为了发明脑震荡测量仪，收集了1000个运动员
和69例脑震荡患者的数据。这个测量仪不仅可
以就地立刻测量脑震荡，而且还排除了运动员
托辞有脑震荡不继续比赛的可能。两个研究人
员从不同渠道获得总数为$549,000的研究资助。

冬季社区义工活动 （Winter 
Community Plunge）举办

为了庆祝马丁·路德金节，IU
提供Leadership早餐，需预定。免费。
时间：1月18日
地点：Alumni Hall and Solarium
            Indiana Memorial Union 
联系邮箱：mlkjr@indiana.edu 

IU信息和计算学院的博士学生Dimitar Nikolov
领衔进行了名为“Measuring online social bubbles”
（度量网络社会泡沫）的研究。该研究通过一亿点
击和十三亿社会网络的公开帖子，发现通过搜索引
擎寻求信息更为靠谱，而通过社会网络寻求信息，
有被信息泡沫误导淹没的危险。

2015年12月26日，IU橄榄球队进入决赛
（bowl game）阶段后，在第一轮比赛中，以
41比44遗憾落败Duke大学队。

通过社会网络寻求消息最可能获
得“信息泡沫”

IU橄榄球队在决赛阶段第一轮
落马

IU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何卡及其同
行发现镁也许可以防止胰腺癌

何卡及其同行通过66,000名年龄在50岁到
76岁之间的胰腺癌患者的病历，发现镁跟胰
腺癌患者的死亡率有着因果关系。这项研究
成果在英国研究癌症的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发表。

王瑶琳被害被布鲁明顿Herald Times
日报列为2015十大事件之一

布鲁明顿地方日报Herald Times将王瑶琳被
害事件列为2015十大事件之一，位列第八。2015
年9月30日，王瑶琳在其居住的公寓公共区域发
现被害。

在马丁·路德金节期间，IU布鲁明顿校区
将会举办冬季社区义工活动，该活动旨在为IU
学生们提供机会，高扬马丁·路德金为社区服务
的精神，通过非盈利性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探
索基于社会和种族正义的对话。
时间：1月15日到1月18日
地点：布鲁明顿
联系邮箱：rosec@indiana.edu

2016马丁·路德金节庆祝
早餐

冒险的视觉——画笔和镜
头摄影和水彩画展

题名为“冒险的视觉-画笔和镜
头”的摄影和水彩画展展出摄影家
Marti Carvey和水彩画家James Oblack
的作品。
时间：1月11日-1月29日
地点：121 E. Sixth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8
联系电话：812-334-9700
联系邮箱：gallerymortgage.com

摄影展消息
该展出由Amy Friend主持。

时间：1月29日前每日11 am - 7 pm
地点：122 W. 6th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4 
联系电话：812-336-0000

电影放映消息
IU Cinema将放映电影史上的经典《教父》。

时间：01/16/16 下午1点-4点
票价：$3

印大市中心中国buffet，3600
呎，150座位，无限停车场，
无限潜力，意者请面洽（812）
339-3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