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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印第安纳州市政选举年

Zionsville: 
印第安纳州的下一个新晋城市？

作者 Jim Perron      翻译 周娜

——————————————————
前两期这一位置，我们报道了印第安

纳州的新晋城市-Fishers。其实，对于
Zionsville镇来说，也同样值得我们关
注，因为它很有希望也晋级成另一个市级
区域。以下是关于Zionsville的一些有意
思的地方：

2010年，Zionsville 与Eagle和 Union
两个乡合并，成为2006年“政府现代化法
案”颁布以来受益的第一个当地政府。这
个法案规定的合并包括以下情形：

两个以上的县
两个以上的乡
两个以上的市或镇
两个以上的学校集团
两个以上具有同等实力的市政集团
两个以上的特殊征税区域
一个乡和一个直辖市
一个县和县区域内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乡
一个直辖市和一个县( Marion县除外)
一个学校集团和一个县、市或镇
一个市政集团和一个县、市或镇

双方要经过公众听审会、公投、多数
通过、立法会通过等流程后，合并才会生
效。

Zionsville和 Perry乡
合并事件后，Zionsville的人口上升

至25000。去年，Perry乡（一个人口1000
人的偏远地区）计划和Zionsville也进行
合并，11月的公投也得到了超过60%的选
票。但是，近邻Whitestown 提出异议，
认为他们并没有按照法案规定的合并流程
操作。十月，一名Boonville县的法官对
Whitestown的异议表示支持。

目前的问题
尽管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投票，但法

院那边的异议依然得解决。Zionsville已
经向印第安纳法院提出上诉，希望看在公
职竞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获得合并合法
的批准。所以，明年他们能否能有一名市
长，目前全看法院的裁决了。

Zionsville Main Street,

虽然我们欣赏着同一个月，但他
撒播的是不同的光——题记

我在美国的第一天，由于前一班飞机
的晚点，我和同行的朋友被迫改签航班到
第二天上午。因此，我们被安排在芝加哥
的一个酒店住一晚。酒店的巴士等候在停
车场狭窄的街道上，上面已经坐上了几位
乘客。等我们坐定后，车便开了。我环顾
着车窗外这陌生的城市，欣赏着芝加哥的
别样夜景。高楼林立的城中贯穿着狭窄的
街道；各色霓虹灯光彩夺目，应和着缓慢
移动的车灯的涓流，奏响着夜的狂欢曲。
这个城市的夜生活诚然让我心动而沉醉，
但也让我感觉若有所失——在高耸入云的
华美的大厦中，在浩浩荡荡的明亮的光海
中，月光好像将这个城市忘记了。

车到了酒店，依然是繁华的地段。我们
找到了房间，由于倒时差的劳累，进门后
便准备入眠。等两位朋友已经睡去后，我
走到窗前，拉开厚重的窗帘，我才意识到
月光并没有忘记这座城，而是这座城忘记
了月光。昝白的颜色在辉煌的灯火中显得
那么无力，但当你凝视他的时候，却有深
深照进你的内心——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月
光——虽然与中国那个是同一个月，但那
光却是不同的。

我 虽 从 小 就 住 在 北 京 ， 但 老 家 在 内
蒙，在那里，我看到过最美的月光。小时
候，每逢春节，我都要随父母回去过年。
因为是冬天，记忆中的老家是一片荒地样
的地方；没有现代化的城市样貌，也没有
如今发达的信息系统；只是纯粹的、安静
的运行着。由于过年的繁忙，在初十前是
无暇欣赏这里的景色的，当然若是一直沉
浸在这里的事物上，早晚会觉得厌烦的。
过了初十，时间就变的宽松起来。白天有
各种活动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而晚上，
伴随着人们的就是那璀璨的星空和那澄澈
的月。而这时候的月，已经度过了春节前

期时的新月，逐步走向十五的满月。我曾
和我的表姐搬一把小凳，坐在房檐下，凝
视天空，去寻找那国人熟知的北斗七星。
但每当我们抬头寻找时，都会被那月光吸
引。那是无法用华美的语言修饰的光，在
空中不留痕迹的传播着；直到反射到我们
的眼中，才意识到他的存在；而光进入眼
的一瞬间，仿佛一切喧嚣都静了。

飞抵印第安纳的第一天是个阴天，自然
无法看见这里的月光，我心中不免有所遗
憾。

由于中秋节大多都是在学期中来到的，
我们于是没有机会到老家团圆。但北京也
是很好的观月城市。北京中秋节最美的月
光，便在那卢沟桥上。别具匠心的卢沟桥
的设计，使得那月仿佛卧在桥上。一轮当
空，皓月粉刷了卢沟桥上曾经的哀尘，空
灵柔美，碧波荡漾在白纱之上。虽说没有
荷塘中的那轮月，但水波中波动的月影、
闪动的月光更将那光的柔美表现的尽致淋
漓，直达人的心灵深处。

厚密的积雨云最终是飘下了雪花，我
从未见过这样大的雪，雪片连缀，遮天蔽
日。仍是阴天，看来在印第安纳的第二
天，也看不见月光了。

记得上次游长江，正是十五。我们在洞
庭湖潘赏月，真正体会了《望洞庭》中那
举世无双的月：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雪下了有两日，第三天终于放晴了。

我满心欢喜着期待在印第安纳的月光。晚
上我走到窗边，抬头看月。却发现，斜前
方依然是那轮月，好像发出的依然是他的
光——我并未看出有不同于中国的月的任
何迹象。或许，这里和故乡的月并无什么
差异；但我知道不是这样，我在芝加哥明
明看到了那不同的月光；那也许是，我已
经忘记了那故乡上空的明月所承载的光的
样子了吧。

月  光  忆
作者 王圣博 

北京报纸事业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
明王朝官办的邸报，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
历史。北京出现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中
西闻见录》，由英、美传教士创办于1872
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纸是
1895年创刊的《万国公报》，三个月后改
名为《中外纪闻》。

近代北京报纸事业发展迅猛，不论从
数量还是发行量，均领先于全国。民国政
府成立之前，北京先后成立的报纸达五十
多家。较著名的有《京话日报》、《燕京
时报》、《帝国日报》、《民国公报》。
其中《燕京时报》是1901年10月由日本侵
华机关东亚同文会的中岛真雄主办。1905
年3月后更名为《顺天时报》。该报在全国
各地派有驻地记者，主要搜集有关中国政
局方面的情报，极力支持亲日派军阀，人
称“逆天时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
舞台，在反对封建言禁，提倡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以致1912
年当年，涌现出了大批新报，在北京注册
登记的报纸近百家之多。而好景不长，很
快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对报纸媒体进行
打压，使原来一百多家报纸驺减至二十余
家。1916年7月16日，黎元洪大总统废止
袁世凯制定的《报纸条例》，报纸事业开
始复苏，这时又出现了一批新办的报纸，
著名的有《晨钟报》、《京报》。《晨钟
报》创刊于1916年8月，创刊初期由李大
钊亲自任主编，1918年更名为《晨报》刊
行，同年10月著名的一代报人邵飘萍主办
了《京报》。两份报纸在北洋政府统治时
期，多次发表反帝反军阀的言论，并积极
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成为传播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阵地。这一时期创刊发行的著
名民营报纸还有《世界日报》，由著名报
人成舍我创刊于1925年2月，该报改革创
新、重视政论、消息灵确，是民国政府时
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29年元
旦日，在华北地区还成立了《华北日报》
，该报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重视国际
新闻、国内新闻的报道，一度成为北京发
行量近万份的报纸。1937年北平沦陷后，
该报曾被日本人劫夺改出《武德报》，直
至日本投降才重新复刊发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改组成立《人民日报》。

除以上机关报、民营报、党报，北京
还有由传教士主办的报纸《益世报》，成
立于1915年，总社在天津，北京为分社，
是民国时期四大民报之一。该报登载报道
的内容不是宗教信息，而多为国内外政治
新闻，有较广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顺天时报》（1905~1930）

《 顺 天 时 报 》 ， 先 期 用 名 《 燕 京 时
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由日
本人中岛真雄创刊于北京，是日本人在北

关于北京六份老报纸的历史（1）
作者 袁耀龙 

中国画《月光下的思念》-- 
作者王福增

在 这 座 城 市 里
作者 Fiona Wang（王若薇）

时光飞逝，我们来自北京的六名同学在印第安纳波
利斯已经度过了难忘的两周。在这两周中，我们品尝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住进了别致的别墅中，和美国的
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参加各种有趣的课程以及
课外活动，体验午夜和朋友挤在一起看恐怖片的刺激。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生活，好像远离了都市的喧嚣。
一切保持着原始，又有几分现代。住宅区中有气势磅礴
的的小城堡，又有怀旧的小木屋，还有树、雪、小溪、
松鼠…对于在都市生活得太久的我们来说，这都是全新
的体验。

在这座城市里，人与人间也着平等与和谐。开车出
去碰到邻居时，双方都会挥手致意；客人对待服务员的
态度十分和蔼，并没有因为职业的不同而产生偏见；在
学校里，同学老师们见到我们都会和我们打招呼。

此外，我们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这里。在Park Tudor
的中文课上，我们教会了同学们中国武术；所有的同学
都为自己的寄宿家庭准备了具有中国国特色的小礼物，
并为寄宿家庭的小伙伴们讲解这些礼物的含义；我们也
同Park Tudor的同学们一起品尝了一位华人亲手制作的
月饼。

    还有一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太平洋那头的的
我们再次回首这段经历，想必一定会感触颇多吧。

编者按：本文摘自首都师范大学研究
生袁耀龙的硕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袁耀
龙先生是本报《音乐成语》专栏作家孟维
平教授的学生，他的论文《近代北京六份
老报纸中的新音乐史料研究》，2014年10
月在宁波音乐史学术会议上获得了全国高
校音乐史学会硕士论文评奖的一等奖第一
名。这是关于北京解放前老报纸中音乐方
面的专题性研究，其中有关北京一些报纸
的发展历史十分值得回味。

京创办发行最早的中文日报。日俄战争期
间，由于该报在制造舆论、煽动战争方面
的“出色表现”，被外务省于1905年3月收
购，成为日本政府在北京发行的唯一的机
关报，同年7月21日改称为《顺天时报》
，著名的驻华日本记者龟井陆良是该报社
的第三任社长。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
统一大江南后，中央设立宣传部，曾颁布
有《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新闻检查标
准》等法令，对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等活
动给予监督和限制，对外报的管理更是严
格，《顺天时报》作为日本人在华创办的
报刊，受到政府当局的密切关注，随着中
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在国人不断反日的浪
潮中，该报于1930年3月27日停刊发行。国
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较完整的录藏了
该报104盘卷片，共9285期。

《顺天时报》是近代北京发行量较高，
影响较大的报纸。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
平均每日刊印发行七版，多则十余版，内
容涉及宫门抄，上谕、谕说、各地通讯、
小说、文苑、路透电报、东京特电、时事
要闻、京师要闻和广告等，最高日销量达
1.2万份。该报对于文化教育、音乐艺术等
方面的报道，多集中在第五版和第七版。
第五版主要登载中国传统音乐，辟有“剧
界消息”、“梨云录”等栏目，时时报道
中国传统曲艺界名人的演剧活动及出国等
信息，如1919年4月17日“梨云录”栏目登
载梅兰芳东渡日本的消息等。第七版一般
为“本京新闻”专栏，有关新音乐方面的
信息，多出现在此版面，不仅对北京市大
中小学校的游艺会、音乐会予以关注，同
时还对社会上较为活跃的音乐团体如“爱
美乐社”、“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
的音乐演出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作为日本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在我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度成为北京市引领
潮流的新闻载体，其对于音乐活动方面的
报道虽然不多，但也为后人提供了较为客
观的音乐史料记载，有利于我们对于当时
音乐界所发生的音乐现象进一步认识和考
证，从而真正还原当时人们音乐生活的面
貌。

（未完待续）

《顺天时报》1906年2月14日第一版

小
留
学
生
眼
里
的

印
第
安
纳
波
利
斯

【作者简介】王若薇和王
圣博是北京四中国际校区高
一学生，曾经作为国际交换
学生在印第安纳州Park Tudor 
School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