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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Facebook上！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電子技術網絡研討會

大流行中的公平
上學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路易斯·羅賓斯

[R 在某些方面，學生，一些家庭和一些學校比其他人更多地

學習不利。社會，經濟和機會差距對已經落後的學生的短期

和長期影響是什麼？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應該注意什麼？

學校（教職員工，學生和整個社區）受到怎樣的影響？

埃里卡·特納（Erica Turner）博士將通過她在社會和社區背景下

的政策與公平研究中提供觀點。卡爾頓·詹金斯（Carleton Jen

kins）博士將討論對麥迪遜都會學區的影響及其為確保所有學生

都有獲取學習工具的努力。格洛麗亞·拉德森（Gloria Ladson）

Billings博士將解決有色學生面臨的挑戰，以及老師（及其他人

）如何提供幫助。 ñ

埃里卡·特納（Erica Turner） 教育政策研究副教授，是2020年著作的作

者 突然多樣化：學區如何管理種族和不平等。 Gloria Ladson 

Billings， 艾默里塔·凱爾納（Emerita Kellner）課程與教學系城市教育家

庭傑出教授，作者是 夢想家：非洲裔美國兒童的成功老師。

卡爾頓·詹金斯（Carleton Jenkins） 是麥迪遜都會學區的負責

人。

大流行學校的股權

2021年2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疑問，請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調員

Louise Robbins，網址為

報名截止日期：2月5日

louise_robby@sbcglobal.net 通過 2月2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55915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食品儲藏室貢獻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帶有“未清

$ 備註行上的“座位”。郵寄捐款給

麥迪遜，WI 53715-1218。

UWRA，北公園街21號，7205室，

mailto:louise_robby%40sbcglobal.net?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5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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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的話
Edge（3.7％），Samsung Internet（0.4％），Android Browser（0.3％）

，Opera（0.2％），Opera Mini（0.2％）和Safari（在應用程序中）（0.2

％）。

訪客使用的操作系統包括Windows（61.3％），Macintosh

（22.7％），iOS（11.8％），Android（3.2％），Chrome

 OS（0.6％），Linux（0.2％）和未設置（0.2％） 。

觀看者使用台式機（84.8％），移動設備（11.3％）和平板電腦

（3.9％）。使用的移動設備包括Apple iPhone（54.1％），Appl

e iPad（22.0％），Samsung Galaxy S10（2.1％），未設置（1

.9％），Samsung Galaxy S9 +（1.3％），Apple Safari（0.8％）

，Samsung Galaxy S10 +（0.8％），三星Galaxy J7（2017）

（0.8％），華碩（0.5％）和Google Nexus One（0.5％）。 ñ

•

•

UWRA網站運作中

通過SANDI HAASE

H 時光飛逝。3月24日將是UWRA

會員管理系統實施以來的三年，

軟件，野生杏。

自從我們實施活動註冊的“上線”日期

以來，我們還添加了一個在線支付系

統

會費，活動和一日遊。我們添加了一個“商店”，用於購買Living

 Ledger印刷版。我們將網站開發為真正的信息資源，並提供了

“訪問站點”以獲取有關我們協會和其他十大退休協會的信息。

幸運的是，一年前大流行到來時，我們已經做好了許多準備工

作，並且工作順利。當我們學習了新的交流平台以吸引我們的

會員時，我們的“停機時間”極短（四個星期）。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我認為看一下分析可能會很有趣，當

我們邁向新常態時，分析可能會給出一些方向。

•新用戶佔網站讀者的84％。

•平均觀看時間超過三分鐘。

大多數人從美國（97.7％）的某個地方觀看我們的視線，但我

們有來自中國（0.5％），加拿大（0.2％），印度（0.2％），

尼日利亞（0.2％），澳大利亞（0.1％）的遊客，英國（0.1％

），菲律賓（0.1％）（未設置）（0.1％）和科特迪瓦（0.08

％）。

在美國觀眾中位居前列的是麥迪遜（33.3％），聖何塞（12.0％）

，達拉斯（11/4％），格林斯博羅（4.2％），米德爾頓（4.1％）

，“未設置”（3.9％），歐文TX （2.8％），紐約（2.5％），太陽

草原（2.2％）和菲奇堡（2.0％）。

使用的頂  級瀏覽器是Chrome（52.5％），Safari（26.9％），Firefox

（8.0％），Internet Explorer（7.7％），

•

•

•

校園COVID測試
準則影響UWRA郵件

w ^ 在春季學期，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採取了新的措施

，通過增加測試的範圍和頻率來提高校園社區的安全性。

訪問校園設施和服務將與最近對COVID測試陰性的證據相關

聯，

s。看到 covidresponse.wisc.edu 。

這些新要求影響到北公園街21號發送給UWRA的郵件的提取和

處理。請注意，可能會延遲處理會員資格支票，Living Ledge

r請求和餐具室捐贈。 ñ

新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資源資源

• 技術提示：Mac計算機的QuickTime視頻編輯

• 如何加入ZoomWebinars

• 用wisc.edu縮放

• 縮放程序協調器指南

2

http://UWRAmadison.org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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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事項網絡研討會

可持續，負責任，
或影響力投資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成員MILLARD SUSMAN

一世 投資總是受到對財務回報的渴望的推動，但是投資者對他

們投資決策的其他影響越來越感興趣。它們是否向政策對環境有

害或對公司員工居住的社區產生不利影響的公司提供資源？

過去，投資世界  的一個頂峰是，投資者可以投資做善事，也

可以投資以獲得最大回報。這不再是事實，最近經濟不景氣的

證據支持人們越來越相信，最佳回報與最佳經營的公司有關。

UWRA退休金融事務委員會的成員Tom Eggert將討論社會責任

投資方面日益增長的研究，並提出將投資決策與市場（乃至世

界）最新變化相匹配的想法。該網絡研討會將被記錄。 ñ

湯姆·艾格特 一直走在商業與可持續發展的最前沿，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

分校教授可持續性的第一堂課，並創立並擔任威斯康星州可持續商業委員

會的第一任執行董事。他還是威斯康星州小額信貸的創始人和總裁，該公

司是一家非營利組織，為海地和菲律賓的小額貸款籌集資金。

可持續，負責任或

影響力投資

大流行後（和

選舉）建議

2021年2月17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如果您對發言人有任何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

劃協調員Millard Susman，網址為： msusman@wisc.edu 通過 2月

12日。

報名截止日期：2月12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74072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食品儲藏室貢獻

$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捐贈給UWRA，地址為：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205室

，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4 保存日期 中世紀佛羅倫薩網絡研討會：丹特的城市與靈感

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4：00

2021年是但丁逝世700週年。克里斯·克萊恩茨（Chris Kleinhenz）的插圖豐富的演講重點介紹了佛羅倫薩和但丁的生活和作品。

在線註冊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91842

3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74072
mailto:msusman%40wisc.edu?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9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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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消活動註冊

1。 前往UWRAmadison.org

2。 單擊事件選項卡

3。 選擇UWRA活動

（日曆年視圖）

4。 找到您的活動

希望取消

5， 點擊事件

6。 請點擊

忽略筆記

<已經註冊>

7 點擊< 取消註冊> 取消

8。 窗口打開，詢問您是否確定要

取消您的註冊。注意：所有訪客註冊也將被取消。選擇< 取消註冊>

9。 已成功取消。

10。 您會收到一封確認您的電子郵件

註冊被取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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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董事會成員

船上新品：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一世 1991年8月開始在UW–Madison工作，擔任LTE在材料

科學計劃中的工作。我於2019年夏天退休，擔任教務長辦公室

副教務長，負責創建和管理為教職員工和學生提供服務的課程

。在擔任研究生院以前的職位時，我曾是McNair學者計劃的副

主任和本科生座談會的聯合創始人。當我從工程學院開始時，

我認為校園可能是一個適合居住五年的好地方，然後我又回到

了私營部門。一路走來，我發現我真的很喜歡在學術環境中工

作，以及與這麼多有才華的人一起工作所帶來的收穫和挑戰。

我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個大學期間出國留學，在我到達後的第一

個週末遇到了我的配偶拉斯·約根森。一年後我們結婚了。在過

去的十年中，我們經常談論退休後回到丹麥生活一段時間。

2019年8月，我們去了冰島，然後在哥本哈根定居了兩個月。

我們步行即可到達博物館，港口（Nyhavn），城堡，步行街，

和蒂沃利花園。許多朋友和家人（我們的兩個兒子和daughter

婦）來訪，我們能夠見到許多親戚，包括拉斯的媽媽。回到美

國後，我們從東部和南部旅行。然後Covid-19到達，旅行結束

了。

從那時起，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花園裡閱讀和工作，同時計劃進

行家庭裝修項目。我新的志願服務計劃將不得不等待，這使成

為UWRA董事會成員的過程非常令人興奮。很高興見到這麼多

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儘管通過Zoom），並成為更廣泛的大學社

區的一部分。我期待在這個陌生的世界中幫助他人創造和把握

機會。 ñ

提醒…取消預訂

w ^ 如果您註冊了早餐社交時間，委員

會會議或計劃網絡研討會，如果您的計劃

有所改變而無法參加，請取消預訂。

就像面對面一樣，我們嘗試確保大多數與

會者在會話開始時已經登錄。

出於對參加和登錄用戶的尊重，我們

想準時開始。

最近，我們注意到不參加的註冊會員比例更高。此“未出現”百

分比可能歸因於計劃變更，忘記了活動，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

取消註冊。

為了幫助成員完成取消註冊的步驟，在第4頁的此問題中包含“

如何取消”講義。如果無法參加活動，請記住取消預訂。

非常感激您對此事的關注。 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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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會員

公共服務與警務 2019.在2020年，我自己的公

司The Riseling

Group，LLC，讓我在公共安

全領域忙於諮詢。我正在逐步

走向真正的退休。

對我來說，這種分階段的方法

似乎是減輕警察工作24/7性質

的最好方法。

我每週打高爾夫球的次數

數量增加了，與我的狗莫莉（韋斯特）散步的次數和長度也有所

增加。但是我仍然經常回到工作模式！在球道上見！ ñ

UWRA成員SUE RISELING

G 在華盛頓特區划船是建立公共服務和愛國主義精神的絕妙基

礎。在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逝世以及為

與越南和平而進行的巨大遊行之後的1968年騷亂期間，我的家

人排在前排座位，而史密森尼博物館作為教室的延伸使我受益

匪淺。

對於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來說，幸運的是，我們的暑假是在馬里

蘭州大洋城附近度過的。正是在我們的海灘旅行中，我們聚集

在電視機周圍，看著尼爾·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工作人員降落在月

球表面。在不受歡迎的戰爭，種族緊張局勢和經濟不平等的挑

戰下，圍繞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獲勝的國家感到自豪，同時也充

滿了悲傷。

2020年12月1日至31日

{ 我認為這是校園裡最好的工作！ }

新成員

湯姆·安德森

瓊·本卡（Joan Benca）

杰弗裡·布魯爾（Jeffry Breuer）

簡·布勞爾

弗雷德里克·克萊頓

邁克爾·科恩

蘇珊·科恩（Susan Cohen）

羅伯特·蓋奇

珍妮·蓋奇（Janine Gage）

佩吉·海格（Peggy Hager）

唐娜·哈勒蘭

瑪格麗特·哈里根（Margaret Harrigan）

琳達·喬恩

Nanette Kelsey

烏爾里希·蘭格

卡羅琳·萊施（Carolyn Lesch）

芭芭拉·麗格（Barbara Liegel）

杜安·馬萊特（Duane Marlette）

凱莉·馬萊特（Carrie Marlette）

瓊·梅納德

道格拉斯·梅納德（Douglas Maynard）

露絲·奧爾森（Ruth Olson）

彼得·里茲

伊萊恩·羅森布拉特

理查德·羅斯

馬克·瓦格勒

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執法事業的發展。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給了我一生的機會，從1991年3月到2016年8月擔任大學的警察

局長和副校長。我認為這是校園裡最好的工作！我非常樂於幫

助人們解決複雜的問題，並在人們進行從Bad橄欖球到總統訪

問的大型聚會時確保人們的安全。我珍惜我參加的三場玫瑰碗

比賽以及無數其他精彩的UWmoments。

2016年，我通過以下方式從國際校園執法行政人員協會的首席

職位升任執行總監

{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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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寫回憶錄和小說 另一本聯合回憶錄–與我們非凡的父親一起旅行。我已經很期

待了！ ñ

UWRA成員MARY BEHAN

一世 從2009年12月我寫給姐姐瓦萊麗（Valerie）的一封信開

始，回想起我們的過去。她和我在愛爾蘭長大，我的來信是關

於我們在都柏林的寄宿學校的日子，這是一個相當嚴格的修道

院，從那以後我們花了六年時間

11至17歲。

幾週後，我得到了答复……並

大笑起來，因為我們對事情的

看法完全不同。我在修道院裡

看到秩序的地方，她看到了混

亂。她渴望在這個新的冒險中

興旺發達

為家。在接下來的四年裡，

我們沿著記憶道的epi傳之旅

持續了大約

五十個字母。

當我於2012年從威斯康星大學獸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的職業退

休時，我姐姐提議將我們的書信收集成書。我們出版了 修道院

女孩 於2015年在麥迪遜錄製了有聲讀物。

當那個項目結束時，我感到有些失落

，所以我開始寫小說。 被測螺紋 該書

於2020年4月出版，並得到了UWWrit

ers研討會的大力支持，Lake by the L

ake，也是一位出色的編輯。

現在我正在寫短篇小說。我計劃明年

出版題為 內核， 對於

每個故事都有一個很小的真理。

之後？好吧，我姐姐和我正在談論

7

在他們的網站上找到有關Mary和Valerie Behan及其書的更多信息

： mvbehan.com 。

反思

給我您的提示！

瑪麗·巴納德·雷

Ť ips。我喜歡小費。不是金錢

類型，也不是試圖誘使您在Int

ernet上打開商品的“一個奇怪的

提示”類型。我說的是一些隨機

的好主意，這些主意讓我感到

驚訝，並且經常被證明是有幫

助的。例如，

誰知道將乾燥劑柔軟劑片放在餅乾片上，然後用水覆蓋將有助於

去除烤上的污漬？那隻是有點有效，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想法

的創造力。然後是攝影技巧，例如“用重要的主題填充屏幕”，這

有助於我避免在拍攝人像時走得太遠。有烘烤技巧，例如在麵包

麵團的空間中放一鍋熱水，以改善起泡過程。

我在伍德曼的排隊等候到我身後的專業麵包師時得到了那個

。

最重要的是，我喜歡那些可以免除我痛苦的技巧，例如冬天在我

的後備箱中保留一些屋頂材料，以防卡住我的輪胎；如果你陷入

泥濘，則永遠不要賽車輪胎。我敢打賭，其中一些人可以分享一

些奇妙而又不尋常的提示。如果是這樣，請通過mbray@wisc.e

du將它們發送給我。如果我掌握了足夠的好技巧，則將其放在

以後的專欄中。例如，我迫切需要一種方法來防止戴口罩時眼鏡

起霧。 ñ

http://mvbe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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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丹恩縣和麥迪遜市領導致辭Covid-
19
大流行挑戰

FAISAL A. KAUD成員，退休機會委員會

Ø 2020年2月5日，當報導了首例新的日冕病毒病例時，喬·帕里

西（丹麥州行政長官）會見了傑尼爾·海因里希（麥迪遜和丹麥

州公共衛生總監），以製定戰略計劃以限制病毒的傳播。在我

們的12月1日UWRA網絡研討會中，Parisi和Heinrich報告了根據

該計劃所做的工作。

第一種方法是保護脆弱的社區和個人，例如Bad療養院的居民

和無家可歸的人。汽車旅館中安置了400名無家可歸者，在麥迪

遜市的合作下，華納公園社區遊樂中心被改造成臨時的無家可

歸者收容所。

隨後，日冕病毒感染病例急劇增加。Parisi和他的團隊覺得他們

好像在“空中製造一架飛機”。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在214天內

報告了6159例病例。不久，經過短時間的指數傳播，在14天內

報告了6178例病例，導致入住ICU的住院率極高。

在這一點上，公共衛生髮布了緊急保護令，包括戴口罩，經常洗

手，觀察社交距離，避免大聚會，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呆在家裡。

測試站點在麥迪遜南部的Alliant能源中心開業，並與聯繫人追踪

和數據收集相協調。與學校，各種機構和公眾建立了合作計劃。

這些措施對於拉平曲線並減輕疼痛和痛苦是必要的。

Parisi指出，聯邦《 CARES法》的資金協助Dane縣提供了支持

當地經濟的贈款。贈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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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托兒服務提供者，第二豐收食品銀行和當地農民。提供

了資金來防止遷離，在Alliant能源中心和維羅納安裝食品冷凍機

，以及提供行為健康服務。不幸的是，聯邦資金用完了。

該縣繼續努力為公民提供安全的條件。但是，由於缺乏聯邦和

州的抗擊這種流行病的計劃，以及旨在廢除公共衛生指令的訴

訟的爆發，使得這一國家悲劇更加難以管理和挽救生命。當可

以安全地完全營業時，該縣已簽約獲得關於重建當地經濟的報

告。

丹恩縣老齡化地區管理局經理謝麗爾·巴特曼（Cheryl Batterma

n）解釋說，她的機構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包括病例管理，護理

，食物資源，餐飲服務，交通運輸和減輕社會孤立感。在適當的

情況下，他們將轉介給其他機構以提供服務。其中一些服務是通

過與

縣及其他提供者的13個社區聯絡點。

NewBridge主任（13個老年人社區聯絡點之一）的吉姆·克魯格

（Jim Krueger）解釋說，NewBridge提供案件管理服務，食品

和供應交付，膳食交付，運輸服務以及與老年客戶的溝通。在

大流行期間提供這些服務具有極大的挑戰性，一些低收入和殘

障老年人無法獲得他們所需的全部服務。 ñ

該網絡研討會已錄製，可以在UWRA網站上在線查看。在“資源”

下查找“演示文稿”。這場出色的網絡研討會的鏈接位於“ 2020年

9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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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步行與遠足

尤利西斯·S·格蘭特傳記 發現附近的公園

UWRA成員EVAN RICHARDS撰寫

G rant 企鵝酒吧

（lishing，2017）是我近年來

讀過的最好的書之一。

作者羅恩·切爾諾（Ron Chernow）

認為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

s S.Grant）是

比一般人理解的美國總統大得

多

我們最大的 格蘭特當然有他的

缺點。他與酒精中毒的終生鬥

爭非常順利

眾所周知，他過於信任的性質使他最親密的員工涉嫌腐敗醜聞

污染了他的政府。但是，他為恢復重建和在以前的邦聯州的黑

人公民的權利所做的英勇努力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也許可以理解的是，格蘭特的地位已被普遍的觀點所削弱，這些

觀點使南方浪漫起來並最大程度地減少了奴隸制的弊端，珍惜“

失去同盟的原因”，並將內戰的原因視為“國家權利”。維護聯盟並

結束奴隸制。切爾諾夫（Chernow）的格蘭特（Grant）傳記創

造了紀錄。他反對修正主義的“迷失原因”思想，該思想主張南北

戰爭期間同盟國的正義和英勇事業，並且繼續散佈關於內戰原因

的困惑。

切爾諾（Chernow）更著名的書，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啟發了精彩的音樂劇，重新引起了公眾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

lexander Hamilton）及其時代問題的讚賞。我認為尤利西斯·格蘭

特（Ulysses Grant）可能是同樣引人注目的音樂劇的靈感來源。

ñ

UWRA成員KATHY CHRISTOPH

Ø 對我和我丈夫而言，2020年最大的變化是旅行。我們每年定

期進行幾次國際旅行，再在美國進行廣泛旅行。2020年，我們

出發去發現可以在一天之內在家中游覽的公園。我們已經拜訪了

50多個，並沒有耗盡所有機會。這裡有一些亮點。

最隱秘和獨特的： 滑鐵盧的JS加曼縣自然保護區博士。這是一

個小杰斐遜縣公園，毗鄰Trek廠，在山頂上有22個土墩，這些

土墩是由美國原住民建造的。在滑鐵盧期間，您可以在Maune

sha河上美麗的環境中停靠滑鐵盧消防員公園，那裡有古老的舞

廳，歷史悠久的旋轉木馬和人行道。

獨特的歷史： 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園，但麥迪遜賽道上的

森林山公墓絕對值得一遊。在您訪問之前，請考慮下載徒步旅

行手冊。

最常通過： 威斯康星州戴爾斯附近I-90高速公路旁的洛基阿伯

州立公園。短途旅行可以在砂岩露頭下的山谷中進行寧靜的遠

足，然後達到樹木繁茂的懸崖。該類別的另一個競爭者是鷹附

近的水壺冰a州立森林。我們尤其喜歡Scuppernong Springs和

Paradise Springs Nature Trails。

風景名勝： 索克縣威斯康星河上的渡輪布拉夫州自然保護區，

埃文斯維爾附近的岩石縣公園木蘭布拉夫。

不要忽略：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湖農場縣立公園以及

許多其他地方都在“我們的後院”，有很多發現。

希望我引起了您對公園的興趣。雖然我沒有確切的參考，但請查

看

書 60英里內的60次遠足：麥迪遜。

請將有關“書籤”列的書評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列協調員Laurie Ma

yberry，網址為： 勞裡。 現在，我已經分享了一些經驗和想法，您將提供什麼？ ñ

mayberry@wisc.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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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電子技術委員會

大選後，現在呢？
經濟更新

視頻編輯基礎
電子技術委員會聯合主席凱西·克里斯托夫（KATHY CHRISTOPH）

一世 如果您試圖“簡單”編輯視頻剪

輯，則可能發現了看似無窮無盡的

各種軟件選項，其中許多都很複雜

，昂貴且只能在某些硬件上運行。

為響應對編輯視頻剪輯的更簡單方法的要求，成員Jim Vanne

s為Macintosh用戶準備了兩頁入門。使用QuickTime Player

（Mac操作系統隨附），可以修剪和分割剪輯，將單獨的剪輯

組合為單個影片剪輯，並在影片中重新排列剪輯。底漆發佈在

UWRAmadison.org 在資源選項卡下。

對於PC用戶，成員Rachel Baker推荐一個YouTube視頻，說

明使用Windows 10中包含的軟件進行視頻編輯的過程， youtube.com/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成員傑里·庫金斯基（JERRY KULCINSKI）

小號 CUNA Mutual Group首席經濟學家teven Rick於2020年

12月16日舉行了一場有趣的網絡研討會，討論了我們對2021年

美國經濟的期望。

他的總體結論是，儘管發生了COVID-19大流行，但2021年將

使經濟回到大流行之前的正軌。他指出，當前經濟的光明面-住

房和汽車銷售回升，通貨膨脹率低於平均水平-以及應付赤字應

對許多挑戰的聯邦赤字支出增加的陰暗面。他對GDP復甦從2

020年的-3.3％到2021年的+ 4.1％持樂觀態度。

里克對流感大流行如何在主要方面改變了家庭和企業行為產生

了有趣的看法：2020年做出的許多調整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出現

。總體而言，他的演講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積極預測，表明經濟

將從2020年的沉悶事件中復甦的速度。 ñ

看嗎？v = t6yQwLuoO3w 。

看一看。試一試。如果您對更高級的編輯功能或其他軟件感興

趣，請告訴我們。隨時可以通過以下任何技術問題或建議與我

們聯繫 uwra.tech @

該網絡研討會已錄製，可在UWRA網站上的“資源/演示文稿” /“ 202

0-21年9月至12月”下在線查看。

gmail.com 。 ñ

UW NOW是威斯康星校友會提供的有關實時主題的

實時視頻和視頻講座系列，由UW專家提供。東西方早餐

2021年2月11日，星期四

9：00–10：00 AM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2月8日
WAA還提供了“校友充實”視頻系列。查找這些系列和其他視

頻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85584

您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協會辦公室進行註冊。網絡研討會

鏈接和電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在 youtube.com/channel/UCU7Dnf-

69fU9qirG0035-w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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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委員會

召集所有里克·史蒂夫·想去貝斯
！

過去三年擔任兼職監察員。服務期限通常為三年，每週約有十

小時的工作報酬。申請應在2021年2月5日之前提交。有關詳細

信息，請訪問： ombuds.wisc。

旅行委員會聯合主席埃斯特·奧爾森

d 您喜歡分享旅行經歷和照片嗎？如果是這樣，旅行委員會正

在尋找您。在這個困難的孤立和活動受限的時期，提供網絡研

討會或撰寫文章以 篩子 有關旅行經歷的信息可以幫助您重拾快

樂，並為他人提供歡樂和娛樂。

請聯繫委員會聯合主席Esther Olson

edu /職位空缺/

Ombuds Office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所有員工（包括推廣

人員（教師，學術人員，大學員工，研究生助理，博士後和學生

員工）的資源。申訴專員為員工提供了一個保密的機會，讓他們

有機會聽到他們的聲音，並提供解決工作場所問題的資源，選項

和策略。監察員獨立於大學行政辦公室工作，倡導工作場所的公

平與公正。從退休的教職員工，學術人員和大學工作人員中選出

申訴專員，以實現該計劃的最大廣度和深度。當前的職位空缺是

針對具有豐富校園經驗的退休教職員工，以填補今年將空缺的職

位。 ñ

在 emolson2@wisc.edu 或Peggy Daluge在 rickn- 

peg@dalugetravel.com ñ

華盛頓大學退休人員兼職監察員職位

P 羅沃斯特·卡爾·舒爾茨（Karl Scholz）和申訴專員公署（Ombuds Office）

正在尋找在西澳大學退休的UW退休人員

ñ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日曆日期 ñ

繼續監控 UWRAmadison.org 網站以獲取更多更新。

• 2月4日，星期四 5:00 PM 2021-22年UWRA董事會提名截止日期（請參閱1月 篩子 文

章）

• 2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大流行學校教育中的公平 和艾麗卡·特納（Erica Turner）

Gloria Ladson Billings和Carleton Jenkins東西方虛擬早

餐• 2月11日，星期四

• 2月17日，星期三，上  午10:00至中午

9：00–10：00 AM

可持續，負責任或影響力投資

與湯姆·艾格特（Tom Eggert）

東西方虛擬早餐

俄國 與大衛·麥克拉倫·麥克唐納（David MacLaren McDonald）

• 3月11日，星期四

• 3月16日，星期二

• 3月24日，星期三

9：00–10：00 AM

上午10：00–中午

下午2：00–4：00 中世紀佛羅倫薩：但丁的城市與靈感

與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東西方虛擬早餐• 4月8日，星期四 9：00–10：00 AM

有關即將到來的PLATO之旅的信息，請訪問 platomadison.org/page-18561。

有關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的信息以及截止日期 篩子

請訪問UWRA網站，網址為 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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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

組織

美國郵費

PA ID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許可證號658

UWRAmadison.org

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c / o繼續研究部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

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感動還是感動？
篩子 不會自動

由郵政服務轉發。請使用電子郵件，普通郵

件，

或訪問我們的網站給我們您的新地址，以便您可

以繼續接收 篩子 定期地。

的 小號 IFTER 在這個問題上
編輯 • 希拉·利瑞（Sheila Leary）

專欄作家 •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大流行教育網絡研討會的公平性 p。1個

來自執行董事和網站上的新消息 p。2

可持續投資網絡研討會 p。3

如何取消活動註冊 p。4和5

船上新品：Laurie Mayberry p。5

認識UWRA會員Sue Riseling p。6

新成員 p。6

新活動：回憶錄和小說寫作 p。7

反思專欄 p。7

網絡研討會回顧：丹麥縣大流行 p。8

書籤欄 p。9

發現附近的公園 p。9

網絡研討會回顧：2021年的美國經濟 p。10

視頻編輯基礎 p。10

東西早餐 p。10

呼籲旅行故事 p。11

退休人員的職位空缺：西澳大學申訴專員公署 p。11

UWRA活動日曆 p。11

列協調器

會見會員 • 黛布·勞德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

書籤 •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退休協會

網站： UWRAmadison.org

電話： 608-262-0641

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執行董事 • 桑迪·海絲（Sandi Haase）

董事會主席 • 克里斯·克萊因茲（Chris Kleinhenz）

總統選舉 • 埃絲特·奧爾森

過去的總統 •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

秘書 •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掌櫃 • 貝絲·贊普（Beth Zemp）

董事

湯姆·布羅曼 • 保羅·德盧卡 • 瑪西·多爾普（Marcy Doelp）Jane Dymond • 蘇珊

·菲舍爾（Susan Fischer） • 卡倫·拉梅爾（Karen LaMere）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 傑克·索倫森 • 溫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