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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臉書上！
西澳大學麥迪遜分校

退休機會網絡研討會

那時支撐著我們的歌曲。. . 現在
作者：BOB JOKISCH，退休機會委員會成員

哦在退伍軍人節，UWRA 成員 Doug Bradley 將

分享幫助退伍軍人和其他人在困難時期堅持下去
的故事和流行歌曲。布拉德利 (Bradley) 撰寫了大
量關於他在越南和後越南經歷的文章和演
講。“我們知道獸醫仍然很痛苦，不能說話，所
以我們問他們，'你的歌是什麼？'”

大學畢業後，布拉德利從 1970 年到 1971 年在越南
擔任美國陸軍戰鬥記者。他於 1974 年搬到麥迪
遜，在那裡他幫助建立了 Vets House，這是一個
為越南時代退伍軍人提供的社區店面服務中心。
——

道格布拉德利 是作者 DEROS越南：來自空調叢林的派遣 (
2012）和合著者，與華盛頓大學教授克雷格沃納， 我們要離
開這個地方：越南戰爭的原聲帶， 被評為“2015年最佳音樂
書” 滾石 雜誌。他的最新書，誰來止雨：後越戰時期的美國
尊重、紀念與和解，由勇士出版集團於 2019 年 12 月發行。

支撐我們的歌曲

2021 年 11 月 11 日，星期四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的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
將其發送給項目協調員 Bob Jokisch
bobjokisch@gmail.com 到星期四，11 月 4 日。

下午 1:00–3: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1月4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459400

在線註冊很容易，但會員也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至 UWRA 辦公室：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或致電 608‑262‑0641 註冊活動。網絡研討會鏈接和
電話信息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提醒中
在活動開始前 7 天和 2 天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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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執行董事的辦公桌

西澳新聞

UWRA 網站上的快速鏈接

招聘：UWRA 市場經理

作者：桑迪哈斯

是我們鼓勵您訪問我們的網站 UWRA‑

麥迪遜網站 獲取有關協會活
動的最新信息。您是否注意
到網站主頁已重新組織，並
包含指向過去和當前問題的
快速鏈接？篩子, UWRA 即將
舉行的課程、大學活動和要
記住的日期？

當委員會完成他們的活動和計劃時，信息會發佈在
網站上。為了不填滿您的郵箱，我們使用“公
告”列表作為快速向會員宣傳的方式。自從篩子 每
月只發布一次，網站上有最新的節目信息。經常查
看主頁！

我們繼續將網站開發為信息和交流資源。如果您對
想要包含的內容有任何建議篩子 或在網站上，我們
鼓勵您分享您的想法。這是您的協會，我們歡迎您
的意見。請給我發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

作者：MARY CZYNSZAK‑LYNE 和 BOB Dye，會員委員會聯合主席

一種我們的退休協會不斷發展壯大，隨著我們擴

大為會員服務的方式，我們正在尋找一名志願者營
銷經理。我們設想這個職位帶頭開展促銷活動，例
如可以在網站上發布的關於 UWRA 的短視頻，可以
在 UW 福利博覽會、十大退休協會會議以及其他州
和國家團體中使用的營銷材料，之類的。

如果您渴望使用具有創造性的一面，請考慮將此
邀請加入 UWRA 強大的支持團隊。聯繫 UWRA 執
行董事：retireassn@mailplus.wisc。教育. ——

新的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視頻錄製：隨著年齡的增長，我們能負擔得起退
休嗎？
・視頻錄製：非洲風情——盧旺達、肯尼亞、坦桑
尼亞
・視頻錄製：COVID‑19 更新

你可知道？

您可以獲得一年的 UWRA 會費延期！要獲得資格，
只需招募一名新的 UWRA 會員或會員資格已失效一
年以上的前會員。當被招募的會員繳納會費、完成
會員資料並確定您是他們的“招聘人員”時，您的
會員資格將延長一年。會員只能獲得一次延期一
年。

東西方虛擬早餐
2021 年 11 月 11 日，星期四

我向你挑戰：不要等到會員費延期。今天招募新成
員。如果每個人都只招募一名新成員，我們的協會
會員資格就會增加一倍。誰將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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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00–10:00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11月8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43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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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技術網絡研討會

作者：MILLARD SUSMAN，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

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是一個主要研發項目

他目前的研究是基於中性原子的量子計算設備的開發。他的
研究團隊率先展示了兩個被困中性原子之間的量子 CNOT
門，以及一對中性原子的確定性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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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在地，該項目旨在將量子計算應用於解
決“經典”計算機無法解決的問題。但什麼是量
子計算機，它能解決什麼樣的問題？

馬克・薩夫曼 是一位在原子物理
學、量子和非線性光學以及量子
信息處理領域工作的實驗物理學
家。他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
校物理學教授，威斯康星量子研
究所所長（wqi.wisc.edu)，以
及 ColdQuanta, Inc. 的量子信息
首席科學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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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量子計算？你為什麼要關
心？

威斯康星量子研究所所長馬克・薩夫曼教授將告
訴我們 WQI 的研究正在發生什麼，以及該研究的
結果可能如何影響我們生活的世界。 ——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的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
將其發送至項目協調員 Millard Susman
msusman@wisc.edu 到週二，11 月 2 日.

電子技術

維修 Apple 設備
作者：RACHEL BAKER，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

量子計算

2021 年 11 月 9 日，星期二
下午 2:00–4: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1月4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453121

在線註冊很容易，但會員也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至
UWRA 辦公室：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或致電 608‑262‑0641 註冊活動。網絡研討會鏈
接和電話信息包含在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的註冊確認和提醒中 7 和
活動前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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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他的文章跟進了 2021 年 5 月關於維修或更換技
術設備的兩個技術診所。當您需要有關 iPhone、
iPad 或 Mac 的幫助時，無論是在保修期內還是保
修期外，請從 https://support.apple.com 開始
（對於 iPhone 和 iPad，請安裝 Apple 支持應用程
序）。

如果搜索 Apple 支持網站沒有回答您的問題，請發
起網絡聊天或致電 800‑MY‑APPLE。我發現 Apple
支持技術人員在解決問題時知識淵博、樂於助人和
耐心，無論是通過電話還是聊天。使用聊天窗口與
支持專業人員交談可為您提供書面記錄以供將來參
考。

如果您需要硬件維修，Apple 網站可以將您轉介給
Apple 授權服務提供商。或者，如果您已經認識當
地的維修技術人員，您可以通過查看 https://
support.apple.com/repair/verify‑repair‑provider
來驗證他們是否經過 Apple 認證。維修成本可能與
任一選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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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網絡研討會中的財務問題

變化越多，越保持不變：稅收和
財務更新

肯・溫德羅 Experience
Consulting 的 EA 是退休的
稅務會計師和財務規劃師，
也是 SCORE 的導師志願者，
SCORE 是一個為小企業提供
免費指導和其他服務的非營
利網絡。

作者：PAUL REICHEL，退休財務問題委員會成員

鉀en Wundrow, EA 是一名認證的 SCORE 志願者

導師和威斯康星州稅務從業者的稅法講師，他將再
次就聯邦所得稅進行年度演講。Wundrow 是一位
有趣且知識淵博的演講者。
2018年所得稅改革後，稅法的多次增補和延伸，把
水攪渾了。Wundrow 的演講將努力通過向與會者
更新當前稅收規則並提供有關如何在所得稅法框架
內設計財務計劃的指導來正確看待事物。在整個演
示過程中，他將在回答問題時鼓勵與與會者的互
動。——

稅收和財政

2021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二
10:00 AM–NOON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1月12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439497

網絡研討會回顧

我們能負擔得起退休嗎？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的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
其發送給項目協調員 Paul Reichel，網址為
paulreichel806@gmail.com 到週二，11 月 9 日。

作者：退休財務問題成員委員會 RICK DALUGE

噸他 9 月的研討會邀請了三位偉大的演講者——來

自 AARP 威斯康星州的 Helen Marks Dicks、來自威
斯康星州領先時代的 John Sauer 和來自威斯康星州
信用合作社的 Tim Scheifelbein。

食品儲藏室捐款
開放式座位食品儲藏室是 2021‑22 年唯一
指定的 UWRA 食品捐贈接受者。開放式座
位 (asm.wisc.edu/ the‑open‑seat/) 是校
園內由學生經營的食品儲藏室，致力於緩解學生
的食品不安全狀況。這是由麥迪遜學生協會
(ASM) 提供的一項重要服務。

$

考慮向 Open Seat 捐款，支票抬頭為 UW
Foundation，備註欄上寫有“Open Seat”。將捐
款郵寄至 UWRA, 21 North Park Street, Room
7205, Madison, WI 53715‑1218。——
4

迪克斯討論了使退休人員能夠留在自己家中的各種
可用資源，以及當資金緊張時他們可能需要哪些資
源。Schiefelbein 討論了退休人員的投資策略，以
確保他們的錢可以維持 25 到 30 年的退休生活。紹
爾與養老院、輔助生活設施和社區住宅設施等長期
護理機構合作。他討論了這些設施的費用上漲以及
推高價格的原因。

如果您錯過了這個評價很高且廣受歡迎的節目，請
訪問 UWRA 網站（UWRAmadison.org 然後選擇
Resources/Presentations/2021–22 Sept–Dec) 觀
看節目的視頻錄製並查看 AARP 網站的一些內容
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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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機會網絡研討會

為什麼要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開設
公共歷史項目？

Kacie Lucchini 屠夫，威斯
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公共歷
史項目主任，公共歷史學家
和屢獲殊榮的博物館館長

作者：MARY BETH PLANE，退休機會委員會聯合主席

在亨內平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展
覽“擁有：明尼阿波利斯的種
族主義和住房”。她是威斯康
星州拉克羅斯的本地人。

噸任何組織的敘述都包括它對待其成員的方式。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區也不例外，其成員
面臨邊緣化或歧視。由 Rebecca Blank 校長委
託、Kacie Lucchini Butcher 指導的 UW 公共歷史
項目正在努力為遭受偏見的 UW 學生、教職員工
發聲。

公共歷史項目

2021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二

我們華盛頓大學社區成員的這些故事散佈在校園的
許多地方，並保存在見證和經歷這些事件的人們的
記憶中。在 Butcher 的指導下，當前的學生正在努
力通過公共歷史項目網站上提供的書面報告來尋
找、彙編和展示這些敘述，並將在 2022 年秋季的
公共展覽中展示。

憑藉我們在校園的集體經驗，UWRA 成員有很大的
潛力為這個項目做出貢獻。Butcher 希望我們願意
分享一些我們在 UW 任職期間目睹或經歷不容忍或
偏見的故事。她將分享她和學生們收集到的關於
UW 成立的一些故事、在其歷史進程中發生的事
件，以及我們可能從未聽說過的來自邊緣化人群的
校園社區成員的成就。——

10:00 AM–NOON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2月2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458217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的問題，或對您希望她解決的
問題提出建議，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項目
協調員 Mary Beth Plane：
marybethplane@yahoo.com 到週二， 11 月 30
日。
在線註冊很容易，但會員也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至
UWRA 辦公室：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或致電 608‑262‑0641 註冊活動。網絡研討會鏈
接和電話信息包含在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的註冊確認和提醒中 7 和
活動前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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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UWRA 成員

民間傳說和野貓
作者：UWRA 成員 RUTH OLSON

威斯康星州西北部，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擠奶和
餵養小牛。當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些任務會很
有趣。
我在麥迪遜地區最喜歡的餐廳是 Zuzu's——我們附
近的小酒館，供應美味的咖啡、美食和音樂。
我剛讀完 洪水先生的最後手段，作者 Jess Kidd，
因為我喜歡她的書 罐子裡的東西. 我也剛完成我的
安東尼婭，由威拉・凱瑟 (Willa Cather) 撰寫，這
是一本精彩的書，它激勵我重新閱讀我 20 多歲時
第一次閱讀的其他書籍。我剛剛開始閱讀種姓 通
過伊莎貝爾威爾克森。

一種作為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上中西部文化

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我教授民俗課程，撰寫和管理
撥款，發表演講，參與公共宣傳，並為威斯康星州
當地文化教師計劃當地文化之旅和活動。我退休前
最喜歡的工作是與那些 K‑12 老師一起工作。我們帶
他們參觀了巴倫的索馬里移民、奧吉布韋幾個保留
地的傳統藝術家和教育家、商業漁民、農民和伐木
者等，並向他們學習。

退休後的第二天，我幫助侄子和他的家人搬到了肯
塔基州。在大流行結束之前，我能夠再擠進兩次短
途旅行——包括去德盧斯上一堂瑞典民間繪畫課。
未來的旅行計劃包括蘇必利爾湖環遊，參觀康沃
爾，去紐約看我們的新孫子，12 月 27 日到期！到
目前為止，我最喜歡退休的部分是能夠在我們的小
屋向北度過更多的時間，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整
天閱讀。

我一直期待著志願者活動，但 COVID 真的把它放
在了上面。然而，在過去的這個夏天，我幫助捕捉
並絕育了 62 隻野貓。我在奶牛場長大

——

關於我，你可能不知道的一個有趣事實是，我丈夫
是阿米甚門諾派教徒長大的，所以我們定期拜訪印
第安納州南部戴維斯縣的阿米甚親戚。 ——

2021 年 9 月 1 日至 30 日

我們歡迎新成員
B. 林恩艾倫‑
霍夫曼， 醫療的
學校‑病理學
馬辛・布勞恩

大學健康
服務

健康科學

吉萬帕塔， 園藝吉爾・佩
雷斯‑格拉
恩里克・佩雷斯——

讓‑保羅・查瓦斯
農業與應用經濟學
埃斯蒂迪努爾， 威斯康星州

聯合劇院

雅庫布・埃利亞斯 華盛頓大學健康基西・埃
利奧特， 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弗朗西斯・金瑟 推廣部
埃塞爾・赫布蘭德 學校
人類生態學
斯坦利・赫布蘭德
拉里・喬根森

格拉， 系
校際田徑沃倫・羅伯茲
信息技術部
內特・施密特， 德語，
北歐和斯拉夫 (GNS)大衛
塔，
威斯康星學院

商業

格雷琴・維尼， 法律

學校

約瑟夫・維尼

夏琳・沃克 系統環境

職業中心

——

UWRA 是您退休後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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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帕爾塔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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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活動

養羊

並非我希望在退休後做的所有事情都如我所願，
但這確實做到了！ ——

作者：湯姆・布羅曼，UWRA 董事會成員

寬當我開始考慮退休時，我想到了兩件事。在麥迪

遜生活了超過 25 年之後，我和我的妻子正在尋找改
變的風景。其次，我想找到一些能讓我保持身體活
躍的東西。我不太喜歡重複練習，所以我需要一些
多樣化和引人入勝的體育活動。我在農村度過了我
的初中和高中時光，並在奶牛場工作了一年，所以
我知道我喜歡和農場動物一起工作。

徵集文章

告訴我們您在退休時的活
動
是您可能已經閱讀過有關退休人員發現最近版本

的 篩子. 我們邀請您貢獻一個類似的帳戶，專注於
特定的活動——愛好、志願工作、手工藝、運動等
——讓您忙碌並參與退休。

羊似乎是一個完美的答案。像山羊一樣，不像馬或
牛，綿羊幾乎吃任何東西。除了一年剪兩次外，它
們幾乎不需要護理。水、鹽和礦物質，還有吃的東
西——幾乎可以概括這些。我們在愛荷華縣東部發
現了一些財產，其中有一片美麗的草原，這些草原
已被前任業主修復。我在邊緣圍了大約 2 英畝的土
地，買了一些便攜式電動圍欄來細分圍欄內的區
域，並在圍欄外設置臨時牧場，並從附近的牧羊人
那裡買了五隻科茨沃爾德羔羊。

該專欄重點介紹了成員參與的一系列令人印象深刻
的有趣活動，並讓我們深入了解退休人員如何在退
休後發展新的、多樣的和令人興奮的激情。
Bob Jokisch 協調這個系列，可以在
bobjokisch@gmail.com.
指南 用 250 字或更少，描述：
・ 您所做的工作及其與退休前所做工作的關係（如果
有）
・ 你有機會在哪裡做，和誰一起做
・ 您是如何進入這項活動的——以及其他人也可能如
何

我從與綿羊一起工作的過程中發現，總能從它們身
上學到新的東西，而且每個季節都會帶來不同的東
西。這是一次美妙的經歷。

・ 你經歷了什麼結果（追求的樂趣和缺點）。

如果可能，還請提交與您的新活動相關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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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駱駝釋放？⋯ 哦！那不一樣。
沒關係！
瑪麗・巴納德・雷

一種假期臨近，我正準備

與朋友和家人共度時光，無
論是虛擬的還是面對面的。
然而，最近的事件提醒我，
也許我應該特別提高我的傾
聽和溝通技巧。讓我想起這
件事的是在路上與

我的丈夫，丹尼斯。
它始於我對考古學和所有古代事物的興趣，以及我
對駱駝的熱愛。駱駝聰明而端莊，酷酷的漫步會讓
任何一個十幾歲的男孩都羨慕不已。是的，我曾經
擁抱過駱駝，甚至親吻過一些——但只有在適當的
介紹之後。與狗不同，駱駝在接受愛之前需要時間
來衡量你。他們希望得到尊重，他們會觀察你的行
為，就像哈利波特電影中的鷹頭馬一樣。

那裡已經乾了，我不確定他們會不會乾旱。不太可
能發生洪水；颶風不可能。但我沒有再問；我很滿
足於在談話中隨波逐流。
他繼續解釋說，這些浮雕已有數千年的歷史，幾乎
與生命一樣大。慢慢地，慢慢地，我開始整理他的
描述。最終我意識到這些是在一些岩石露頭中發現
的駱駝的部分三維雕刻（淺浮雕）。是的，“沙特
阿拉伯北部的駱駝浮雕”。

我有沒有提到丹尼斯和我結婚快 50 年了，我們經
常完成對方的句子？當我們兩個人都處於高級時刻
並且記不起一個詞時，我們經常都知道我們在說什
麼？即便如此，我們也有困惑的時候，所以與十幾
歲的孫女和精通技術的孩子共進感恩節晚餐可能是
一個挑戰。也許我最好的計劃是張開嘴只吃火雞和
南瓜派

從編輯台

和盲人 S
作者：Sheila LEARY，SIFTER 編輯

無論如何，我親愛的丈夫最近提到了一個他認為我
會感興趣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北部發現了巨大的
駱駝浮雕，幾年前我們曾廣泛參觀過這個國家。

不過，我聽到的是“在沙特阿拉伯放生的駱
駝”。我想知道為什麼他們會釋放他們的駱駝？
駱駝很有價值，它們通常在沙特阿拉伯自由活
動，因為它們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當我們在那
裡時，我們看到很多駱駝在鄉間漫遊。我很困
惑，讓他重複他說的話。
然後我聽到了“沙特阿拉伯北部的駱駝救濟”。我
再次想知道，為什麼沙特阿拉伯北部的駱駝需要救
濟？駱駝受到重視並得到很好的照顧，它們設法在
其他動物很少能找到的食物中找到食物。我沒聽說
過沙特阿拉伯北部發生過乾旱，就是這樣
8

一世 預計我的視力會隨著年齡
的增長而惡化。除了我終生的散
光和極度近視之外，還有飛蚊症
和白內障。所以想像一下我的喜
悅，在我最近的左眼白內障手術
後，我第一次看到那隻眼睛有
20‑20 個

我生命中的時間。神奇的變化是因為，外科醫生並
沒有用透明的晶狀體替換白內障混濁的晶狀體，而
是植入了一個複曲面晶狀體來矯正我的視力。到您
閱讀本時事通訊時，他也將固定我的右眼。
我馬上出去買了非處方太陽鏡。我買了兩種，因
為它們很便宜！我期待著直接坐在我的椅子上編
輯和佈置這份時事通訊，而不是靠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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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比利・薩默斯
作者：湯姆・埃格特，董事會和 UWRA 成員

N不管他寫什麼，斯蒂芬

斯蒂芬金是恐怖、超自然小說、懸疑、犯罪、科幻
和奇幻小說的作者。他出版的 50 本書已售出超過
3.5 億冊，其中許多已被改編成電影、電視、迷你
劇和漫畫。他是 2003 年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傑出
貢獻獎和 2014 年國家藝術獎章的獲得者。——

金將永遠被認為是一個恐
怖小說家。然而在他最新
的小說中，比利・薩默斯

（斯克里布納，2021 年），他
講述了一個刺客的故事，講述了
他在外出前完成最後一份工作的
必要條件。這是犯罪

請將 Book Marks 專欄的書評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專
欄協調員 Laurie Mayberry 勞裡。
mayberry@wisc.edu.

小說。

設置是
直截了當。比利是一名前
陸軍狙擊手
僱傭殺手，方便地只殺死“壞人”。受命打擊一個
小騙子，他搬到了一個未指明的南部州的省會城
市，在那裡，由於情節的詭計，他必須在當地社區
過著雙重（或三重）生活，等待他的出手.

大學聯賽

Madison Savoyards 將參加在
線燭光音樂會
作者：JOANNE CANTOR，大學聯盟

噸大學聯盟邀請您參加他們於 12 月 3 日星期五晚
比利・薩默斯這個角色並不完美。比利通過寫他的
人生故事來填補他等待“工作”的時間。這是一個
關於暴力青年和戰時悲劇的故事，開始是對主要程
序的不受歡迎的中斷，但逐漸吸引讀者進入比利偏
離正軌的道德準則的窗口。

金擅長勾畫懷舊的鄉村生活，提供細節，使我們能
夠與事件聯繫起來。與比利的鄰居一起做飯、與孩
子們玩大富翁遊戲、約會之夜和晚餐——所有這些
都是金對美國生活神話的一部分。這本書大量引用
了當代電視和音樂，並向我們保證這個故事可能發
生在任何地方。在中點，故事發生了一個完全出乎
意料的轉折，介紹了一個將改變比利人生軌跡並且
無法忘記的角色。

一本好書最好的標誌是不要忘記它。我不會忘記
比利・薩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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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7:00 通過 Zoom 和 YouTube 舉辦的年度燭光
音樂會

音樂會的特色是 Madison Savoyards 演奏他們曲目
中的各種歌曲。自 1963 年以來，Madison
Savoyards 製作了吉爾伯特和沙利文以及其他適合
所有年齡段觀眾的英語喜劇歌劇。他們完全上演的
作品為年輕藝術家、社區成員和新興專業人士提供
了表演機會。

大學聯盟宣布了另外兩項即將舉行的活動：2022
年 3 月 22 日，作者羅謝爾・彭寧頓 (Rochelle
Pennington) 將探索圍繞 1975 年埃德蒙・菲茨杰
拉德 (Edmund Fitzgerald) 沉沒的謎團；2022 年 5
月 10 日，名譽教授 Stanley Temple 將就 Ado
Leopold、自然循環和氣候變化發表演講。有關這
些活動的更多信息，包括場地，將在稍後提供。
有關所有大學聯盟課程的詳細信息，請訪問
univleague.wisc.edu/prog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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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資源

什麼是活賬本？
升活的分類帳 是一份

綜合性文件
專為 UWRA 設計
成員及其家人。從本質
上講，它是一種幫助會
員編制個人、財務和健
康狀況的工具
供其繼承人和指定的個
人代表用於查找重要文
件和定位的信息
需要時的個人聯繫。
該工具旨在盡可能全面，因此包含一些可能與任何
給定用戶的需求無關的部分。儘管如此，填寫所有
相關部分應提供您的助手和倖存者在您殘疾或死亡
時需要的信息。為了保護包含在其中的信息的機密
性活賬本，用戶不應分發太多副本，並應將某些信
息（例如 Internet 密碼）保存在單獨的地方。

活賬本 是 UWRA 會員的一項福利，可在網站的會
員專區獲取。要訪問，您需要使用電子郵件和密
碼登錄網站。
您會發現五個軟件選項 生活窗台r 在網站上：兩種
Microsoft Word 格式（doc 和 docx）、一種 Adob
e PDF、Adobe‑fillable PDF 和 Apple Pages 格式。
喜歡手動填寫工作簿的成員可以從 PDF 文件中打印
出來。要下載數字模板，請訪問
UWRAmadison.org 然後到資源/生活分類帳。如果
您不想在打印機上打印分類帳，您可以訪問“我們
的商店”購買紙質副本（每份 10 美元）
UWRAmadison.org 或將支票寄給協會辦公室，支
票抬頭為 UW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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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事項網絡研討會

經濟展望：回歸正常？
作者：JOAN GILLMAN，退休財務問題委員會成員

J當首席經濟學家史蒂夫
・里克 (Steve Rick)
對於 CUNA Mutual，

幫助我們理解
美國經濟的真實情
況。Rick 是我們最受
歡迎的年度主持人之
一，所以
這有望成為一個有
啟發性和
關於我們經濟的娛樂性會議。
儘管存在供應鏈問題和 COVID 變種激增，但萌芽的
美國經濟反彈能否站穩腳跟？擴張能否恢復危機前
的經濟？就業市場的根本變化是否容易導致長期差
異？聯邦財政刺激會導致通脹失控嗎？本次演講將
包括對塑造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主要力量的回顧。計
劃參加以了解這些主題等；你不想錯過！——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的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
將它們發送給項目協調員 Joan Gillman
jgillman@wisc.edu 到週三，12 月 8 日.

經濟展望

2021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三
10:00 AM–NOON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12月10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20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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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大學圓桌會議：圓號+電子，
通訊與民主

乙每個學期，大學圓桌會議都有三個午餐項目，

由大學社區成員進行演講。現在報名參加本學期最
後兩次圓桌會議，因為空間可能有限。

11 月 17 日，Dan Grabois 將呈現“法國圓號 + 電
子設備 = ?” 圓號是最浪漫的管弦樂器之一：溫
暖、豐富、感性。當號角進入當代電子聲音的環境
時會發生什麼？作為 Mead Witter 音樂學院的號角
副教授和威斯康星銅管五重奏的成員，Grabois 將
讓與會者聽到當號角與電子處理結合使用以創造全
新的聲音時會發生什麼。報名截止日期為11月9
日。

12 月 15 日，Mike Wagner 將討論威斯康星州的
通信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近幾十年來以及這些變化對民主的影響。曾經主要
的國家和地方新聞機構，尤其是報紙，已經大大減
少，而其他機構，包括談話電台、黨派媒體和社交
媒體，則越來越突出。作為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的
教授，瓦格納概述了這些變化如何改變公民了解公
共事務的過程、他們討論公共事務的媒體、開展活
動的機制以及公眾參與的場所。進行辯論。報名截
止日期為12月7日。

圓桌會議向大學社區成員及其客人開放。所有課
程都在 Union South 的 Varsity Hall 舉行，上午
11:45 至下午 1:00 每次午餐費用為 15 美元。必須
提前收到註冊和付款；將不進行現場註冊。

有關更多詳細信息，請訪問大學圓桌會議頁面，網址為
acstaff.wisc.edu/programs/university‑roundtable/.
如有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圓桌會議@ soas.wisc.edu.
——

——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退休協會日曆日期 ——
繼續監測 UWRAmadison.org 網站以獲取進一步更新。
・11 月 9 日，星期二
・11 月 11 日，星期四
・11 月 11 日，星期四
・11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 2:00–4:00
上午 9:00–10:00
下午 1:00–3:00

什麼是量子計算？你為什麼要關心？東西方虛擬早餐

・12 月 7 日，星期二
・12 月 9 日，星期四
・12 月 15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 至中午
上午 9:00–10:00

上午 10:00 至中午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公共歷史
項目東西方虛擬早餐
經濟展望：回歸正常？

・3 月 15 日，星期二
・3 月 24 日，星期四

上午 10:00 至中午

充實您的退休遊記到羅馬

・5 月 10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 至中午

投資的桶法

上午 10:00 至中午

下午 2:00–4:00

曾經和現在支撐著我們的歌曲
事物變化越多，它們就越保持不變

有關即將進行的柏拉圖旅行的信息，請訪問 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有關董事會和
委員會會議和截止日期 篩子，請參閱 UWRA 網站，網址為 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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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秒IFTER

UWRAmadison.org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退休協會轉交繼續
研究部 21 North Park Street, Room
7205 Madison, WI 53715‑1218

搬家還是搬家？

篩子 不會由郵政服務自動轉發。請使用
電子郵件、普通郵件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向我們提供您的新地址，以便您可以繼
續收到篩子 定期。

這 秒IFTER

在這個問題上

編輯器 ・ 希拉・利瑞
專欄作家 ・ 瑪麗・巴納德・雷

網絡研討會：支撐我們的歌曲 頁。1來自執行董

認識會員 ・ 新月鈴蘭退休活動 ・ 鮑勃
・約基施
書籤 ・ 勞裡・梅伯里

擬早餐 頁。2網絡研討會：量子計算 頁。3維修

列協調員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網站：
UWRAmadison.org電話： 608‑262‑0641
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執行董事 ・ 桑迪哈斯
BOA RD PRES I DENT ・ 埃絲特・奧爾森
PRES I DENT‑ ELECT ・ 簡・戴蒙德
過去的新聞 ・ 克里斯・克萊恩茨
秘書 ・ 瑪麗安・費舍爾
特雷亞瑟 ・ 貝絲・贊普

總監

湯姆・布羅曼 ・ 瑪麗・欽扎克‑萊恩 ・ 瑪西・多
爾普 ・ 馬克芬克 ・ 勞裡・梅伯里 ・ 於爾根
帕陶 ・ 傑克索倫森 ・ 吉姆・斯特拉頓 ・ 米勒德・
蘇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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