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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编者按】今年是大选年。回顾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政治上
的纷纷扰扰，展望未来在诸多方面可能的深刻影响，各位
选民一定要用好手中的选票。为自己，更为孩子，选择一
个最佳的生活环境。在今年17个加州议案中，请特别注意
第57和第64号两议案。前者允许假释法条定义下的“非暴力
”重罪犯。后者开放成人自由吸食大麻 (医用大麻已合法)。

===

关于57号议案

反对：包括至少50个县的检察长，29个县的警长的反对者
们担心犯有下列目前被定义成“非暴力”的罪犯也会被假释：
强奸失去知觉的人性罪犯拒不注册猥亵儿童纵火驾驶扫射
绑架人质 与被贩卖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人贩子家暴致伤

===

关于64号议案

===

反对: (理由略，你懂的)

以下两位候选人竞选市长

Bill Harrison

以下七位候选人竞选市议员 (两席)

Marty Froomin
职业： 软件开发者 （Software developer)
年龄： 51岁
弗利蒙市居民：13年

Cullen Tiernan

===

支持：布朗州长 : “Prop 57 focuses law enforcement on
serious violent crime, stops wasting costly prison space
on non-violent people who can be rehabilitated, and
directs savings to programs with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stopping the cycle of crime.”

支持: 随大流；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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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前海军陆战队
年龄：31岁
弗利蒙市居民：5个月

Vinnie Bacon (i)
职业： 软件开发者 （Software developer)
年龄： 55岁
弗利蒙市居民：23年

Laurie Manuel
职业： 贷款经理 （Mortgage Manager)
年龄： 59岁
弗利蒙市居民：30+年

职业： 现任市长

Raj Salwan
职业： 兽医 （Veterinarian)
年龄： 42岁
弗利蒙市居民：35年

Lily Mei
Bill Harrison
Marty Froomin
Cullen Tiernan
Vinnie Bacon (i)
Laurie Manuel
Raj Sal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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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概要

Rakesh Sharma

Lily Mei
职业： 现任副市长

Rakesh Sharma
职业： 非营利组织（Pres. Of a
nonprofit）
年龄： 67岁
弗利蒙市居民：28年

Kathy Kim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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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es; N: No; U: Undecided

举债90亿修建学校
Medi-Cal医院费用计划
州府举债需得选民批准
禁止议会通过未经发表 (印制) 的法案
延长税赋征收十二年
增收烟草税赋 (提高$2/包)
允许假释非暴力重罪罪犯及其他减刑
授权学区进行双语浸入式教学
推翻最高法院关于竞选献金的裁决
要求成人电影制作的规定
州处方药购买限价
废除死刑，惠及所有未执行之死刑犯
背景调查扩及购买弹药。禁偷枪者持枪
大麻合法。禁止直接向未成年人做广告
指导商店强制销售打包袋所收资金
限制死刑上诉，设立死刑审查期限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职业：人事资源管理助理 （HR
Admin. Assistant）
年龄： 57岁
弗利蒙市居民：36年
在过去的三周中，八位学生编辑在繁重的学业之余试
图采访以上各位竞选弗利蒙公职的参选人。在近两周
的等待中，只有 Mr.Froomin 回电邮阐述立场；Mr.
Tiernan 给出了表达他 (和另两名公职竞选人) 立场的
网站 (www.funprogressives.com/propositions)。 下
面是Mr.Froomin 的部分自荐:
I think people should vote for me because I am an
independent person with an independent mind. I am
for the death penalty and I think that process is too
slow due to appeals. I am for schools and against
plastic bags and cigarettes. I am for legalizing
marijuana. There is a lot of tax revenue to be made
from it. English is the primary language of
this country and you should be profic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