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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Bruce Harrell  

竞选名称：Bruce西雅图竞选  

竞选网站：BruceForSeattle.com  

竞选职位：市长 

竞选电话号码：(206) 486-0377 

候选人介绍： 
 

我竞选市长是为了让西雅图人民以机会、包容和平

等的集体价值观为中心团结在一起。我们将团结起

来，采取大胆行动，解决我们的无家可归危机，领

导西雅图的小企业和广大家庭实现强劲的经济复

苏，实施治安改革，变革警察文化而不仅仅是 

不当执法行为，以确保我们所有家庭的安全。 

 

我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多种族家庭长大，我的一生和职涯都在西雅图度过。我爱这座城市

——现在以及未来的模样。在市议会时，我努力打破成功路上的障碍——通过了西雅图

第一部反偏见警察法，通过了“禁止查问(ban-the-box)”以防止工作场所的歧视——并增

加对公立学校BIPOC孩子的支持。 

 

我为参加竞选准备好了切实可行的计划，以解决西雅图最紧迫的问题，我将应对气候危

机，减少枪支暴力，扩大西雅图全民医疗保健，投资公共交通和交通基础设施。 

 

我们的基层人士竞选得到了最多元化的市长候选人联盟的支持，包括黑人和美国黑人协

会(AAPI)的社区领袖、前州长Gary Locke、前市长Norm Rice、倡导民权和治安改革人

士，以及西雅图各地的街坊邻居。如果能得到你们的支持，我将深感荣幸。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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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Lorena González 

竞选名称：Lorena 西雅图竞选 

竞选网站： www.Lorenaforseattle.com 

竞选职位：市长 

竞选电话号码：206.651.5668 

候选人介绍：  

我是在美国出生，由华盛顿州中部移民农场工人抚养长大

的移民二代。从小到大，西雅图都是我的梦想。为实现这

个梦想，我奋发图强，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取得了西雅图大

学的法律学位，成为了一名民权律师，并在这里安家落户。  

我参加市议会竞选，团结市民一同通过了带薪家庭假、扩大学前教育和保护 LGBTQ 权利

的诸多法案，保护性虐待受害者，推动选举改革，并为工人和小企业提供流行病援助。  

西雅图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是时候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打开局面，为西雅图的

集体共享繁荣铺平道路。让多元化成为我们让西雅图的优势，各类企业都能发展壮大，让

我们的工作能提供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让西雅图在气候保护方面领先全球，并为所有居

民提供安全且可以负担得起的住房，同时改革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让我们一同迎接民权

时代的到来。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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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Ann Davison 

竞选名称：Ann 的邻居 

竞选网站：https://www.neighborsforann.com/ 

竞选职位：市检察官 

竞选电话号码：206-775-8838 

候选人介绍：  

  

我竞选西雅图市检察官是因为即使不情愿，我们的城市也

必须接受以下现实，即它未能满足最弱势群体的需要，也

未能履行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基本职能。   

2008 年，步行到市中心的法院很安全。到 2011 年我有了第

二个孩子时，我们的街道开始变得危险。现在，员工和陪审员被告知不要使用正门，因为

太不安全。我们的许多邻里区也是如此。   

我的孩子们开始疑惑，为什么有人住在西雅图的街边，生活条件很离谱，比我在联合国

难民营工作时帮助逃离内战的难民更不人道。即使是我们的孩子也明白，这座城市的现

状不合理。   

我将平衡领导工作，使我们以更明智的方式应对犯罪：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应对。我将成

为一名合作型领导，让我们的城市和地区富有同情心，寻求进步并建立合作关系，以恢

复公共安全。   

通过修复这一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关键环节，我们将开始看到我们城市的宜居性有所改

善。有了您的投票，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创造一座更安全、更富有同情心的城市。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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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姓名：Nicole Thomas- Kennedy 

竞选名称：NTK4Justice 

竞选网站：https://ntk4justice.com/ 

竞选职位：市检察官 

竞选电话号码： 

候选人介绍： 

西雅图已经准备好接纳新的司法和公共安全计划；不再将贫穷和

伤残犯罪化，为所有人再投资一个健康社区。我们需要一个懂得

惩罚轻罪只会让已经受到西雅图不平等影响的群体变成不稳定因

素的市检察官。惩罚并没有使我们的社区更安全，然而，市政府

每年花费数百万用于检控我们的无家可归、BIPOC (有色人种)、贫穷和残疾社区成员。是

时候该做出改变了。  

我们需要彻底摆脱过去十年的被动惩罚模式。我将重点关注能够保护和提高西雅图人民的

健康、安全、环境和公共福利的诉讼，而不是因制度性错误而浪费资金用于检控某个个

体。我将为承租人和工人谋求权益、争取经济适用房和放弃化石燃料。 

当我们不再通过清理和监禁使最弱势群体不稳定化时，西雅图才能变得更加安全。作为市

检察官，我将废除我们明知行不通的制度。我们可以结束大规模监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

需要取而代之。这样做，我们才能奠定关键基础，为全体西雅图人创造真正的正义和真正

的安全。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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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Kenneth Wilson 

竞选名称：Ken 竞选议会 8 号职位 

竞选网站：KenForCouncil8.com 

竞选职位：市议会 8 号职位 

竞选电话号码：206-637-4994 

候选人介绍： 

议会正领导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现任政客无法找到

解决无家可归现象增加、道路和基础设施故障以及企业关

闭问题的解决方案。请您为我投票，让我提出常识性解决

方案来取代当前的管理不善。 

令人沮丧的是，我看到市中心变得无法无天并且乱象丛生，911 响应时间拉长，一位优秀

的警察局长被迫辞职，西西雅图由于宝贵的基础设施维护不善和管理持续出错而与城市其

他地区隔绝。我们的无家可归者挑战变得极为严重，无人施以援手，而公园和学校则成为

成瘾和精神障碍人士的庇护所。随着每一次的新发展，我们总会失去重要的树冠/老树以

及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屋，用负担不起的房屋取代了“五合一”房屋，这些房屋使现有的下水

道不堪重负。 

我是在西雅图居住了 28 年的居民，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这里出生。我是一名持照桥梁

结构工程师(PE SE)，自 2005 年以来经营一家小型工程企业。作为您的议会议员，我将充

分利用我的分析能力、工程知识及在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方面 30 年的经验，为议会行动

提供合理的决策和进度控制。我拥有让西雅图恢复成我们理想城市所需要的能力。  

该候选人不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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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 Teresa Mosqueda  

竞选名称：People for Teresa 

竞选网站： TeamTeresa.org 

竞选职位：西雅图市议会议员，8 号职位 

竞选电话号码：  

候选人介绍： 

我之所以再次参选，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正处于抉择的十字路

口。我们那些在西雅图工作，生活和访问的人的共同点远比

公共部门让我们相信的多。在市议会任职期间，我团结了不

同组织，通过了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变革。从《家庭工人权利法案》到 JumpStart Seattle 增

收计划，我将不同立场的盟友团结在共同的需求下，同心协力，朝着建设一个符合我们

共同价值观的西雅图一同前进。 

 我奉献自己的职业生涯确保没有人被遗忘或落伍。我与工薪家庭、女性、有色人种、移

民和低收入人群统一战线，确保解决我们的城市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在您的长期支

持下，我们可帮助邻里区从 COVID 公共安全危机和经济萧条中逐渐恢复，解决无家可归

和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创造更多教育和儿童保育机会，提供薪资可观的岗位，并投资于

我们的健康、交通和基础建设。感谢您选择将民主代金券捐给我——每一张代金券，每

一个选民，都将助力我们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西雅图。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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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姓名：Nikkita Oliver（他们/他们的） 

  竞选名称：Nikkita 为人民服务  

  竞选网站：www.nikkita4nine.com 

  竞选职位：西雅图市议会议员，9 号职位 

  竞选电话号码：(206) 712-2778  

  候选人介绍： 

 

  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呼唤变革的回应。而最具变革意义的解    

  决方案来自那些在本次危机中最受重创的人群。 

 

 我是一名倡议者、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社区组织者和律师。我是一名租客。我曾

在大学、法学院和研究生院工作。我有过居无定所的生活经历，我曾在车里过夜。作为家

庭暴力的幸存者，我很理解这种糟糕的感受：因为没有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也不知道该给

谁打电话求助。我是一名非营利机构行政主管，我从一线的服务岗位做起。作为律师，我

帮助过学校排挤、驱逐和歧视案件的当事人。 

 

我帮助建立了我们地区的创新恢复性司法(RJ)项目“Creative Justice”。我继续参与开发金郡

的 RJ 战略，例如以社区为领导的新的 Restorative Community Pathways，以及由

Community Passageways 和 Africatown Community Land Trust 提供支持的 Youth 

Achievement Center (YAC)。YAC 将为西雅图东南部的年轻人集中提供免费、低廉的住房

和服务。 

 

我所做的工作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经历，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与受影响程度最深的社

区合作并完成了这些工作。 

 

该候选人将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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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姓名：Sara Nelson 

竞选名称：Sara 市议会竞选 

竞选网站：Saraforcitycouncil.com 

竞选职位：西雅图市议会议员，9 号职位 

竞选电话号码： (206) 910-8762 

候选人介绍： 

西雅图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富饶城市。我们很幸运拥有

如此广博的资源，如此热心关怀彼此的市民。但是此

时，我们正面临极大的困难，我们的城市甚至没有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我参选市议会议

员，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取得有目共睹的结果，改善西雅图居民的生

活。 

 

在从 COVID 疫情恢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帮助我们的邻里区重焕活力。

作为一家小型家族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我知道如何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社区。在 Fremont 

Brewing，我们善待员工，回馈社区，并引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们生产的啤酒

也很不错！ 

 

我们看到许多人对无家可归和基本服务缺失的情况夸夸而谈，但成果寥寥。而我始终专注

于足履实地，取得成果。作为市议会的政策顾问，我起草了一项法案，帮助西雅图成为全

国环境政策的领导者。作为大家的议员，我将修复我们的道路和桥梁，维护我们的公园，

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恢复人们对市政府的信任。 

 

是时候让我们的城市脚踏实地，兑现承诺了。为 Sara Nelson 的市议会选举投上一票！ 

 

该候选人不参加民主代金券计划(Democracy Voucher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