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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政策
網絡研討會 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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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但丁的
中世紀佛羅倫薩| g 4

虛擬巡航

我們在Facebook上！

歐洲| g 10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退休機會委員會
網絡研討會

普京的俄羅斯與權力的重新定
義
聯席主席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

Ť 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歷史時期。在過去幾年中經常出現新聞
的國家中有俄羅斯。最近，莫斯科和其他俄羅斯城市的街道上
到處都是抗議者。俄羅斯和烏克蘭繼續為邊界主權而鬥爭，俄
羅斯與歐盟的關係處於不穩定狀態。

戴維·麥克唐納教授將分享他對俄羅斯當前不斷發展的政治格局
的看法，包括當代俄羅斯政治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
我們希望您能加入我們。 ñ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任何初步疑問，請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
調員Susan Fischer，網址為
sfischer@uwalumni.com 經過 3月9日。

戴維·麥克拉倫·麥克唐納 是Alice D. Mortenson /彼得羅維奇傑出歷史教授。
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歷史系度過了整個學術生涯，並於1988年
加入。他的研究，出版和教學興趣包括俄羅斯帝國的歷史（1649–1917年）
以及現代體育和當代俄羅斯政治。

普京的俄羅斯

在另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重新定義權力

2021年3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3月12日

食品儲藏室貢獻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143118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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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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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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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的話

網站訪問，時事通訊
通過SANDI HAASE

Ť 他的那個月，我想我要解決在會員
調查中收到的幾個問題。

電子郵件，請檢查您的垃圾郵件文件夾或登錄UWRA網站以檢
查您的會員資料。也許您更改了電子郵件地址，卻只是忘記了
更新會員資料。在查看會員資料時，請花點時間指出您的退休
年齡，退休部門，職業分類以及您的興趣，技能和才能。這有
助於協會了解我們的成員是誰以及您的編程興趣。 ñ

問 為什麼我們需要密碼才能訪問網
站上的信息。為什麼不是全部公開？

一種。 在設計網站時，開發人員會做出有意識的決定，以保護
我們的會員身份，保護與協會業務直接相關的所有資料，並確保
會員的直接利益僅對會員可用。該網站設計有兩個部分-公共部
分和會員專用部分。要訪問僅適用於會員的材料，必須使用您的
電子郵件和密碼登錄。該區域包括會員目錄和UWRA委員會記
錄，例如會議記錄，議程，董事會會議材料和協會財務報告。會
員資格的一大好處是 活賬本（ 有助於您彙編信息以幫助繼承人解
決財產的文件）。

4 保存日期
2021年UWRA年度會員大會
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此次在線會議將邀請演講嘉賓演講者，校園規劃和景觀設計總監
Gary Brown向我們介紹“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當前校園規
劃和新項目”。

我們還將選舉董事會成員，批准2021-22年預算，並參加協會的其
他業務。

問 我不記得曾經收到過 篩子。
一種。 系統中具有電子郵件地址的所有成員（包括配偶/合作
夥伴）都將收到電子版的 篩子 大約每個月的第一天（七月和八
月除外）。年度會員，議價會員和終身會員還可以選擇接收時
事通訊的紙質副本。電子新聞稿為彩色，印刷版為黑白。電子
版本的一個方便功能是可單擊的鏈接，可直接將您帶到網站，
電子郵件地址和程序註冊頁面。如果需要支付任何費用，會員
可以選擇在線或通過發票付款和支票付款。

60％至70％的會員會打開每月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指向以下網
站的電子版本的鏈接 篩子。 如果您不記得收到這樣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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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

Ť 帽子，您可以免除一年一次的UWRA會員費嗎？這很容易-只
需招募一個或多個新的UWRA成員即可。

當應徵者繳納會費並在通知協會辦公室後將您標識為應聘者時，
您的成員資格將延長一年。如果您招募一位已過期會員超過一年
的前UWRA會員，您甚至可以獲得豁免。會員只能獲得一次一年
豁免。

隨著會員續約即將到來，請不要等待獲得豁免並立即招募新會
員。試想一下，如果每個人都招募了新會員，我們的會員人數
將增加一倍！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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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技術網絡研討會

發生了什麼
我的教室？
最上面一排，左移至右：Ja

布拉德·休斯（Brad Hughs）和布魯諾·布魯諾（BRUNO BROWN），成員，電子

net Batzli，Alicia Lee。

技術委員會
機器人湯姆行，左移至右

w ^ 我們非常了解，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室和實驗室

：Dianna Murphy，約翰

教學必須在2020年春季突然發生巨大變化。您是否想知道成千
上萬的教員如何突然轉向在線教學，以及大學在2021年春季是
什麼樣的教學？

Zumbrunnen。

沒有圖片：
哈尼亞汗

您有機會在各種不同類型的課程中脫穎而出。加入我們，參加一
場生動的小組討論，由教職員工和學術人員組成，他們現在在網
絡教學方面經驗更為豐富。這些優秀的教師來自整個校園內科學
，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系列學科。他們將描述他們和
他們的同事如何在網上進行教學，進展順利和失敗的方面，以及
即使在繼續進行校園教學後，他們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也會長期
發生變化。傑出的本科生也將加入我們，分享學生的觀點。在所
有發言人進行簡短的非正式演講之後，將有大量時間來詢問觀眾
的問題。 ñ

珍妮特·巴茲利（Janet Batzli） 是Biocore計劃的傑出教職員工和臨時主管
。 哈尼亞汗 是生物化學和宗教研究專業的大三學生。 艾麗西亞·李（Alici
a Lee） 是米德·威特音樂學院單簧管的助理教授。 黛安娜·墨菲

是語言研究所所長和俄羅斯旗艦計劃的共同主任。 約翰·祖布倫寧 是政治學
教授，綜合通識教育學院的系主任，以及教與學的副教務長。

發生了什麼
我的教室？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
調員Bruno Browning bbbrowning@gmail.com 和布拉德·休斯

在線教學和
在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學習

2021年春季

在 bthughes@wisc.edu 經過 3月12日。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

食品儲藏室貢獻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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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3月12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15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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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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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網絡研討會

中世紀佛羅倫薩：
但丁的城市和
靈感
烏拉圭總統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Ť 2021年是但丁逝世700週年。他的主要工作是 神曲， 仍然
是世界文學中閱讀最多，研究最多，插圖最為珍貴的作品之
一。這個內容豐富的演講將集中於

中世紀城市佛羅倫薩的起源和發展-其歷史遺跡，社會政治結構
和藝術遺產-以及但丁的生活和作品，但丁的故鄉在其中起著重
要的形成性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在現代佛羅倫薩的街道上漫步，我們可以看到保存完好
的教堂，宮殿，塔樓以及但丁知道和喜愛的中世紀城市遺跡。
我們還將簡要研究如何 喜劇， 但丁將中世紀意大利的日常生
活變成了對來世的錯綜複雜且生動活潑的願景。 ñ

克里斯·克萊因茲（Chris Kleinhenz） 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中
世紀的意大利文學近40年。他領導了繼續研究部和西澳大學校友會贊助的
多次意大利之旅，並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洛尼亞，佩魯賈，佛羅倫薩
和羅馬）的各個地方定居並教授和指導西澳大學的海外學習計劃。他為UW
RA做了許多關於意大利的插圖演講。

中世紀佛羅倫薩

但丁的城市與靈感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

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

劃協調員Esther

下午2：00–4：00

奧爾森 emolson2@wisc.edu 經過 3月19日。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3月19日

食品儲藏室貢獻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91842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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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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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提醒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4 保存日期 年度ETF和SWIB更新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UWRAmadison.org/event-4150979
討論了大流行對威斯康星州退休體系的影響，金融市場的動盪以及未來年金調整的預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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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網絡研討會

社會保障工程
為了每一個！
退休金問題委員會成員KAREN HOLDEN

Ť 他的COVID-19大流行，近期的衝擊和不和諧的政治使美國迫
在眉睫的退休收入危機，護理壓力，民族社區的痛苦以及日益
惡化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狀況拉開了帷幕。人們的生計和未來
都在不斷變化。退休後的財務安全似乎對許多工人來說遙不可
及。許多獲得良好社會保障福利的人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財務壓
力。

埃里克·金森（Eric Kingson）以其在衰老，社會保障，跨代責任
和世代相傳的政治和經濟學方面的工作而聞名。他將描述當前
所面臨的系統和社會保障政治轉變的方式所面臨的挑戰，以便
通過擴張獲得更大的保護現在是可行的。他將介紹這樣一個案
例：由於社會保障旨在為所有工人及其倖存者提供服務，因此
使所有美國人（是的，甚至是富人）受益的普遍計劃，將使我
們的國家更加強大，我們的生活更加安全。

埃里克·金森 是雪城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社會保障事業部創始聯席主任兼
現任董事長 socialsecurityworks.org ）， 他是幾本書的作者，包括與他人
合著的著作 社會保障為所有人服務！ 他曾擔任總統委員會關於社會保障
改革，應享待遇和稅收改革的政策顧問，並擔任奧巴馬政府社會保障過渡
小組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社會保障工作
為了每一個！

保護和擴大美國人的愛心和保險
指望
本演示文稿並非旨在回答有關您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務實問題，
而是將討論影響社會保障替代未來的政策和政治。請注意，基
本的社會保障規則和定義可以在UWRA網站上找到，在AARP
的Lisa Lamkin在2019年1月的演講中提到了``聯邦預算，社會
保障和醫療保險''。 ñ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下午1：00–3：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3月19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15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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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
調員Karen
霍爾頓 karen.holden@wisc.edu 經過 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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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
Foundation的支票，備註行上帶有“ Open Seat”。將捐款捐贈給UWRA，
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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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會員

藥品的樂趣
UWRA成員TED COLLINS撰文

一世 在威斯康星州的萊迪史密斯出生和成長。我是高中足球

隊的隊長，儘管沒有規模，才華或速度，但仍是該州排名第一
的小學校隊。Ladysmith High是該州最窮的人之一，只僱用那
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直到一個朋友讓我編輯醫療補
助規則並決定他必須教我有關寫作的知識，我才真正開始學習
寫作。當然，這是合法的。我的學術論文由合著者編輯。我的
才華是遠見卓識和公開演講，這是我在Ladysmith High中學到
的，這是我們學校第一位獲得州法證學A學位的新生。幸運的
是，在1962年，UW承認任何可以霧化鏡子並擁有100美元的人
。

我曾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藥學院，擔任宿舍調酒師的主管，以
支持我的學業。畢業後，我在多家零售，醫院和LTC藥房工作
。我意識到自己不適合藥學，因此找到了威斯康星州Medicaid
藥劑師顧問的工作。可以訪問數百萬份醫療記錄，我發現我的
熱情在於檢查成本，質量和程序濫用。後來我搬到了威斯康星
大學的衛生系統研究中心，在那裡我領導了針對Medicaid的藥
物利用審查計劃的開發。這導致了一項聯邦合同，該合同製定
了一項全國性的療養院計劃以衡量質量。後來我被起訴為反對
製藥業定價過高的訴訟的證人。陪審團裁定賠償20億美元。

艾琳和我愛聯合露台，
艾倫花園
和尾隨
在UW足球
有家族的遊戲
艾莉和朋友。
我參加了
UW足球
70場比賽
歲月
我全家
1994年的玫瑰碗。在退休時，我和我的妻子喜歡園藝和在我們
的2007年馬自達Miata敞篷車中探索威斯康星州。我每週與家人
和朋友協調Zoom會議。大流行過去後，我們計劃參觀倫敦的大
英博物館，以查看從我們訪問過的其他國家偷來的所有歷史文
物。 ñ

2021年1月1日至31日

我們歡迎新成員
喬爾·布坎南， 藥物

朗達·薩格（Rhonda Sager）， 健康

拉斐爾·查韋斯·孔特雷拉斯，

科學圖書館
斯科特·桑福德， 生物系統工程

化學與生物工程
瑪麗埃塔（蓋格）鼓
瓊·高曼
克里斯·格魯伯·特魯迪

藥物
斯科特·甘德森，
擴大
安吉·岡德森（Angie Gunderson）

傑夫·克萊斯
安德里亞·利維（Andrea Levy） 健康

服務
羅伯特·林利
瑪麗·卡羅爾·麥卡特尼
地理調查

我的妻子和高中戀人艾琳（Eileen）和我有三個孩子和四個孫
子。我們環遊世界，始於西印度群島的風帆巡遊。我們在巴黎
度過了50週年。我加入了UWRA的旅行委員會。

{
6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蘇珊·希爾茲（Susan Schiltz）， 電腦

科學界
斯科特·希爾茲

威廉·施耐德
運輸服務
羅伯特·史密斯 生物化學
Glen Stanosz， 森林與野生動
物生態
喬安妮·斯塔諾斯
伊麗莎白·史翠克（Elizabeth Stricker）

住房
威廉·史翠克

梅爾文·麥卡特尼（Melvin McCartney）

保羅·索雷森 肺動脈高壓

布里奇特·皮爾斯（Bridget Pirsch）， 拉福

查爾斯·誇利亞納 民用
工程

骨科
保羅·特迪
瑪麗·韋弗·克萊斯
競技

古斯·里卡（Gus Ricca）

約翰·懷特塞爾 威斯康星州

馬瓜達盧佩·里奧斯·德·查韋斯

聯盟

萊特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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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反思

新芽和深根

吹滅蠟燭！

UWRA成員MARGARET NELLIS

瑪麗·巴納德·雷

中號 你們的退休聚會預示了我退休的旅程。一位富有創造力的 中號 你的丈夫
年輕同事激發了舉辦“花園派對”的念頭。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南麥
迪遜市舉辦了晚會，以表彰20年來通過大學衛生服務和人類生態
學院促進校園社區夥伴關係和學生公民參與的工作。派對的亮點
包括嘻哈舞蹈課程和我生活中各個章節的紀念品展示。威斯康星
大學慢食學院的學生實習生與來自南麥迪遜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的同事，合作夥伴和朋友融為一體，而我們則在Melly M
ell's餐廳品嚐靈魂食品。我的退休慶祝活動以社區和地方感為基
礎。

我有
僅生日
幾天
分開
不像很多
朋友我們
年齡，我們仍然

慶祝他們。
我們不需要
禮物和派對，但我們每年都會做一個帶有蠟燭的蛋糕。這是
一個越來越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我們確實有一個方便的滅
火器，而且我們必須處理房屋中的煙霧報警器。

隨著年齡的增長，每年蠟燭的挑戰越來越大。使用單層蛋糕更
容易，但是一口氣吹滅蠟燭需要計劃，並且變得不可能。一年
，我沒有考慮就做了一個蛋糕。蠟燭覆蓋在頂部，並從側面萌
芽，直到蛋糕看起來像燃燒的仙人掌。

今天，我繼續為慢食大學西餐實習生提供諮詢和指導，並繼續
擔任南麥迪遜市公民事務的邊界扳手。我對當地歷史的興趣以
及非裔美國人對麥迪遜社區的貢獻，使我的退休工作變得更加
活躍。然後，一個項目與20名南部麥迪遜州南部居民進行了共
同採訪，從而共同組織了四次黑人歷史事件，並與麥迪遜歷史
保護基金會誌願服務，以推廣麥迪遜市針對代表性不足社區的
歷史保護計劃。我現在正在研究自己的家庭和家鄉的歷史，想
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為西澳大學的學生建立聯繫彼此的界限的
方法。 ñ

7

在第一個蠟燭燃燒之前，至少必須有兩個人點燃蠟燭，生日歌
會以生動的節奏運轉。蛋糕在點燈之前就位了-沒有人願意隨身
攜帶一盤火。熱量很高，因此，吹製時，主持人一定不能將蛋
糕傾斜在蛋糕的頂部，並且為了安全起見，頭髮必須留在耳朵
後面。至少從燭火中發出的光芒通常會使照片討人喜歡。

今年，我們確實做出了一些妥協。在兩個生日之間，我們只有一
個蛋糕，因為我們無法像往常一樣與朋友分享卡路里。鑑於我們
對傳播病毒的新認識，我們決定放棄自行熄滅蠟燭。今年，我們
使用了吹風機！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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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

最新的COVID-19

發展情況：
來自的觀點
威斯康星州

UWRA董事會成員ESTHER OLSON

w ^ 湯姆·弗里德里希（Tom Friedrich）是他在西澳大學的同事
大衛·奧康納（David O'Connor），目前正在共同領導一系列與
COVID相關的項目，特別著重於病毒進化，基因監測以及將測
試的適用範圍擴大到K-12學校。通過這項工作，他與全國和全
球的科學家保持聯繫，致力於了解和控制COVID-19大流行。

作為研究COVID-19的研究人員，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演
講將主要集中在我們從研究SARS-CoV-2病毒的遺傳學中學到的
知識：

•新的病毒變異體及其對疫苗效力和控制大流行的意義

•

了解什麼情況會促進SARSCoV-2傳播

•

COVID-19的長期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他還將介紹不同疫苗的工作方式以及一些挑戰和測試機會。
也可能會有突發新聞要討論。 ñ

托馬斯·弗里德里希 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獸醫學院的病毒學教授。他
的實驗室研究了諸如HIV，流感，寨卡和SARS-CoV-2這樣的大流行病毒如
何演變成出現，傳播和引起疾病。他在沃瓦托薩（Wauwatosa）的密爾沃
基郊區長大，並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讀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COVID-19最新動態

威斯康星州的觀點
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
劃協調員Esther
奧爾森 emolson2@wisc.edu 經過 3月26日。

下午1：00–2：3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3月26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食品儲藏室貢獻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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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UWRAmadison.org/event-416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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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娛樂協會| UWRAmadi son.org

書籤

特別興趣

前往智慧的末班車

您對家譜感興趣嗎？

UWRA成員SUSAN RIESCH

一世 範多格（1939–2015）
是一位特別多產的作家，他撰
寫了有關
兒童和年輕
大人在山西。我最喜歡他的是
他的最後一本書， 最後的

瑪麗·貝絲·普拉恩（Mary BETH PLANE），烏拉（UWRA）成員和鮑勃·里塔默爾（B
OB RETTAMMEL），烏拉（UWRA）成員和DCAGS主席

一種 您是否正在尋找對您的家族史研究感興趣的人？丹斯縣

地區家譜學會（DCAGS）是威斯康星州家譜學會和國家家譜學
會的附屬機構，為我們進行家譜研究的人們提供資源和研究金
。

前往智慧巴士。 它自然

滿足了我的兩個智力興趣（家
庭
和兒童的健康）
和個人的（洛磯山脈西部），
這本書在威斯康星州和蒙大拿州之間建立了聯繫。
主角是11歲的多南·卡梅隆（Donan Cameron），

是孤兒，現與他充滿愛心的祖母，1950年代落基山牧場的廚師
住在一起。當她需要手術時，多南前往威斯康星州馬尼托瓦克的
姐姐凱特。在公共汽車旅行中，多南遇到了刻骨銘心的人物。當
男孩遇到他的姨媽時，他發現她的專橫，專橫而專橫。多南與凱
特刻薄的丈夫“德國人赫爾曼”建立了聯繫。在與凱特姨媽發生了
太多意想不到的爭執之後，多南被命令回到蒙大拿州，並很驚訝
地發現赫曼是他在灰狗巴士上的旅行伴侶。不僅在乘車的同行旅
行者中，而且在新身份中，都出現了許多有趣的人物，多南和赫
爾曼為了逃避衝突並賺錢，住宿和食物而獲得了新的身份。

多伊格有效地進入了一個年輕的青少年，準確而熱情地描繪了多
南的思想和感情。儘管有些輕巧，但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說，
它將激發您對人性和人際關係的興趣。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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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rry@wisc.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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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GS成立於2006年，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由地方，州和國
家的專業和業餘歷史學家，家譜學家和檔案保管員進行各種演
講。每年有一項計劃以我們會員的研究為特色。話題從約會不
等

人們穿著的衣服拍的照片，以
收集祖先的
地圖和土地記錄的尾巴，系譜學
家應該做的十件事
在圖書館或檔案館，以確保訪問
成功。
DCAGS網站
包含以下資源
家譜研究
通訊檔案，
和有關的信息
特別興趣小組
（SIG）每月開會一次
分享發現方法的建議和發現。小組包括愛爾蘭SIG，德國/捷克S
IG，家庭樹造者SIG和計算機SIG，以支持在線研究。

您可以通過以下鏈接加入該組織，或註冊為會議的訪客： dcags.org/
。 會員資格是每年15美元，包括一封電子郵件通訊，如果是紙
質版，則每年20美元。我們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六開會。CO
VID-19期間的所有會議都是在ZOOM上虛擬的。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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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旅行

萊茵河巡遊
旅行委員會聯合主席埃斯特·奧爾森

Ø 在2018年7月12日，我們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渴望開始沿
著萊茵河航行。但是首先，我們花了一天時間遊覽這座城市。
阿姆斯特丹被稱為北方的威尼斯，擁有超過60英里的綠樹成蔭
的運河和水路，1500座橋樑和迷人的山牆房屋。這是騎自行車
者的天堂，擁有精心設計的自行車道，可連接整個地區。

傍晚，我們登上了河上的遊輪。我們很幸運有史密森尼之旅專家
Carol Reynold博士與我們一起旅行。她幫助我們了解了我們沿
途參觀的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我們的第一站是科隆
（科隆）
主要文化中心
ter，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
之一，由
公元38年的羅馬人
大教堂是
羅馬天主教大主教的所
在地科隆。我最喜歡的站是
Eau de Cologne“ 4711”
商店，首頁
的香味
我曾經
佩戴超過50年。“ 4711”這個名稱來自法國軍隊對該城市的佔領
，
1796年，為科隆的所有房屋編號。生產科隆香水的房子編號
為“ 4711”。
第二天，我們駛過美麗的萊茵河峽谷，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前往上韋瑟爾。我們經過洛雷萊岬角，洛雷萊岬角
因傳說中美麗的警報聲而聞名，那首歌迷住了水手，使船隻墜
入了岩石。這條河的50個瀑布中有許多

文件位於此區域。奧伯韋瑟爾（Oberwesel）被稱為塔樓鎮，
保留了中世紀的大部分特色：古老的防禦工事，城牆和21座原
始塔樓中的16座，可防止中世紀的襲擊。這是雷司令葡萄酒之
鄉，上韋瑟爾（Oberwesel）是德國最大的釀酒中心之一。傍
晚，我們在Schoenberg城堡用餐，該城堡現在是一家酒店和餐
廳，從窗戶可以欣賞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美景。

然後，前往施派爾（Speyer）和海德堡（Heidelberg），在
我們沿著下游航行時享受美麗的鄉村風光。在施派爾，我們
參觀了以拉丁十字架形式佈置的帝國大教堂。建於此時，它
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教堂
1030.每年的9月和10月，在這裡舉行國際音樂節。我們的下一
站是海德堡，著名的大學城海德堡城堡坐落在內卡河上方70米
處的科尼格斯圖爾山的山坡上。

我們的下一站是法國史特拉斯堡，以其建築遺產和美食而聞名。
Weinstuben是當地的小酒館，以其友善的氛圍而聞名，您可以
品嚐諸如酸菜，baeckeoffe（烤箱燉牛肉），弗拉貝蛋et，意大
利細麵條和鵝肝等傳統特色菜。

很快，我們到達了布雷薩赫和弗萊堡（麥迪遜的官方“姐妹城市
”）的最後兩個站點。這些城鎮位於黑森林（Black Forest），以
布穀鳥鐘，黑森林蛋糕，傳統服裝，重型半木結構農舍以及格林
童話（Grimm Brothers）的童話而聞名。我們在弗萊堡的導遊
很高興得知我們來自威斯康星州，她的女兒是馬佐曼尼的交換生
，她想听聽我們在美國的生活。最後，我們在瑞士巴塞爾登上了
返程航班，對不起結束這一激動人心的旅程。 ñ

類似巡遊的視頻：
youtube.com/watch?v=sGfMqUyXNAs

youtube.com/watch?v=XoLAngEHykk
youtube.com/watch?v=5wmlq5_cF2Y&t=13s

提示：點擊“跳過廣告”可避免播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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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虛擬早餐
2021年3月11日，星期四
9：00–10：00 AM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3月5日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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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聯盟

Chocolatier Gail Ambrosius發言

4 保存日期 網絡研討會：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下午1：00–2：30

UW擴展大師花園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更多詳細信息和註冊信息，請訪問 UWRAmadison.org/event-4091807

通過Zoom在線演示。該程序是免費的，但是要進行可選的品嚐
，可以提前購買巧克力。有關註冊和有關可選品嚐的信息，請訪
問：
univleague.wisc.edu/程序
報名截止日期：3月2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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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11日，星期四

9：00–10：00 AM

東西方虛擬早餐

• 3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普京的俄羅斯 與大衛·麥克拉倫·麥克唐納（David MacLaren McDonald）

• 3月19日，星期五

上午10：00–11：30

我的教室怎麼了？ 華盛頓大學小組成員

• 3月23日，星期二

下午1：00–3：00

人人享有社會保障 與埃里克·金森（Eric Kingson）

• 3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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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31日，星期三

下午1：00–2：30

COVID-19的最新發展：前景
來自威斯康星州 與托馬斯·弗里德里希東西方虛

• 4月8日，星期四

9：00–10：00 AM

擬早餐

• 4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2021 ETF和SWIB更新

• 5月1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與加里·布朗的年度會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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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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小號 IFTER

非盈利

UWRAmadison.org

組織

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美國郵費

c / o繼續研究部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

有薪酬的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許可證號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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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小號 IFTER
編輯 • 希拉·利瑞（Sheila Leary）
專欄作家 •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列協調器

在這個問題上
網絡研討會：普京的俄羅斯 p。1個

來自執行董事 p。2

會見會員 • 黛布·勞德

保存日期：UWRA年度會員會議 p。2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

網絡研討會：發生在我課堂上的是什麼？ p。3

書籤 •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網絡研討會：但丁的中世紀佛羅倫薩 p。4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退休協會

保存日期：ETF和SWIB更新 p。4

網站： UWRAmadison.org

網絡研討會：社會保障政策與預測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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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員 p。6
認識UWRA成員Ted Collins p。6
退休新活動 p。7
反思專欄 p。7

過去的總統 •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

網絡研討會：Covid-19的最新發展 p。8

秘書 •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書籤欄 p。9

掌櫃 • 貝絲·贊普（Beth Zemp）

董事

特別興趣：家譜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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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旅行：穿越萊茵河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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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方虛擬早餐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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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olatier Gail Ambrosius發言 p。11
UWRA活動日曆 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