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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湖虛擬

探索最新
體育館| g 10

戰略計劃| g 4

我們在Facebook上！

遊覽| g 3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金融網絡研討會

年度ETF和
SWIB更新
退休人員財務事項委員會成員瓊·吉爾曼（Joan Gillman）和凱·羅伊特·科隆（KAY R
EUTER-KROHN）

中號 超過648,000名成員，包括現任州和地方政府僱員以及退
休人員，都希望使用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WRS）來幫助他們
退休。威斯康星州投資委員會（SWIB）是負責投資退休系統資
產的獨立州機構。威斯康星州僱員信託基金部（ETF）是負責為
在職州和當地僱員以及參加WRS的退休人員管理退休，保險和
其他福利計劃的州機構。

羅謝爾·克拉斯金（Rochelle Klaskin） 是SWIB的副執行董事兼首席行
政官。 布萊恩·海爾默（Brian Hellmer） 是SWIB全球營銷策略的董事
總經理。 約翰·沃克 是僱員信託基金部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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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B的Rochelle Klaskin和Brian Hellmer將討論市場波動，S
WIB的投資策略以及代表WRS實施的其他舉措。ETF的秘書J
ohn Voelker將預測未來的核心和可變基金年金調整，並討論使
WRS保持近100％資金並能夠支付承諾收益的重要槓桿。 ñ

ETF和SWIB更新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4月16日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問題，請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送給計劃協調
員Kay Reuter克羅恩（Krohn） kreuterkrohn@gmail.com 和蒂姆·諾里斯（Tim Norris）在 蒂姆 norris@wisc
.edu 經過 4月16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15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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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接和通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已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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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的話

衷心的感謝，歡迎您！
通過SANDI HAASE

小號 自2016年11月起，Deb Lau

der協調了
會見會員 列中
篩子。 在她的監督下，我們有機會見
到了許多UWRA成員-許多

我們可能沒有機會有機會與他們“見面
”
在我們的校園生活中。本專欄取得了廣泛的成功，因為當Deb
伸出援手時，你們中的許多人都同意。我確定 篩子
讀者學到的東西使您感到驚訝和高興。
Deb，謝謝您啟動本專欄並擔任第一任協調員。你絕對值得休
息。春天臨近，夏天臨近，您將可以在高爾夫球場享受更多的
時間！

當我們對Deb說了這麼長時間時，請與我一起歡迎Crescent Kr
ingle擔任新的專欄協調員。在本期中，您可以見到Crescent，
因為她是本月的特色文章 會見會員 柱子。謝謝Crescent，感謝
您擔任色譜柱協調員的職位。

匹茲堡。在離開之前，Paul曾希望繼續以虛擬的方式繼續擔任董
事會成員，但事實證明這種安排很困難。我們感謝保羅為UWR
A董事會提供的寶貴服務，並祝他在新環境和事業中一切順利。
為了填補保羅在董事會中的任期，我 們很高興地宣布，我們前
UWRA主席之一，長期成員兼貢獻者米拉德·蘇斯曼（Millard S
usman）已經接受了董事會的邀請，以接替保羅在他任期內的剩
餘職位。 ñ

4 保存日期
在線烏拉活動
年度會員大會
與加里·布朗，校園總體規劃

5月11日，星期二 10:00 AM–NOON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

在線技術診所
什麼時候需要更換老化的計算機，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
？
上午10：00–中午

5月14日，星期五 台式機和筆記本電腦
5月21日，星期五 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將預先的問題和建議

如果新月會伸出援手，要求您分享您的故事，我希望您同意。
這是與我們的成員會面的好方法。UWRA的成功是許多志願者
分享他們的時間，才華和專業知識的貢獻的直接結果。再次感
謝Deb和Crescent與我們所有人分享您的時間。 ñ

發送給
uwra.tech@gmail.com 。

2021年國家預算
與威斯康星州政策論壇的傑森·斯坦（Jason Stein）

5月18日，星期二 10:00 AM–NOON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

的變化
董事會
烏拉圭總統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在西澳大學服役多年後，前教務長保羅·德盧卡（Paul DeLuca）和他的
妻子弗洛倫斯（Florence）幾個月前離開麥迪遜（Madison），在紐約
與家人更親密
2個

國際起重機
基礎
與聯合創始人喬治·阿奇博爾德（George Archibald）

5月25日，星期二 10:00 AM–NOON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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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RA董事會新聞

我們的戰略框架
階段2
作者：戰略規劃框架項目負責人MARY CZYNSZAK-LYNE

Esther Olson和Rob Seltzer的繼續工作。我們感謝會員調查工作
組：Sandi Haase，Karen Holden，Mary Beth Plane和研究生
Yao Zhao，以及薪酬工作組：Mary Czynszak-Lyne，Bob Dye
，Marian Fisher，Jurgen Patau和Beth Zemp。衷心感謝Maur
y Cotter指導我們的過程和成果。 ñ

大號 去年，我報告了UWRA戰略計
劃的第一階段。專門成員工作

去年很難完成大多數舉措。要找到20
20-2025年戰略框架，

你說，我們在聽：
印刷版的訂閱費的實施 篩子

關係和動作，請轉到 烏拉圭

UWRA董事會和戰略框架實施小組成員

madison.org/page-1075430

2021年2月，一個小組與協調人和UWRA成員Maury Cotter召開
了會議，以製定第二階段。我們重申了2020-2025年框架，其中
包括成功指標以及戰略重點和行動。董事會在2月的董事會會議
上收到了有關流程的簡報。

Ť 2020年會員調查和戰略框架規劃小組確定了自給自足的通訊
是維持協會實力和可持續性的優先事項。儘管 篩子

編輯和頁面佈局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的，打印和郵寄費用由
會員支付。目前，UWRA年度預算的30％用於印刷和郵寄費用
篩子。 這些成本繼續上升，並且不可持續。
董事會接受了戰略框架，
它的優先事項，還批准了任命工作組以承擔第二組優先事項。
第二階段的優先計劃是：
•探索並實施印刷版費用
的 篩子
•

探索實習機會，讓學生參與使協會和大學受益的項目，
並擴大與類似組織的聯繫

•

探索實施會費增加

•

通過挖掘會員調查結果與我們的會員進行互動。

如果您對製定戰略框架計劃感興趣，請通過以下方式與我
聯繫

正在計劃引入印刷版《科學》的訂閱費 篩子 從2021年9月號開
始。該訂閱費將是會員費的可選“附加”權益。所有會員級別，包
括“尚未退休”或“區域外”的會員，都有資格訂閱印刷版 篩子 版。
為了使會員受益，所有會員將繼續收到數字版的 篩子 免費。

董事會已批准了該計劃，工作組，訂閱費和實施計劃。戰略框
架工作組正在與業務辦公室和運營團隊合作，以實施此訂閱費
計劃並向會員推出。看你的郵件。帶有具體細節的單獨信函將
在4月發送給每個成員家庭。

czynszaklyne@gmail.com 。

向參加者致敬

感謝Bob Dye，Mary Czynszak-Lyne，Marian Fisher，Joan Gillm
an，Sandi Haase，Karen Holden，Chris Kleinhenz，Jerry
Kulcinski，Jurgen Patau，
3

有關此計劃和實施的任何問題，請直接與Mary Czynszak-Lyn
e聯繫，網址為
czynszaklyne@gmail.com 。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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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網絡研討會

魔鬼湖虛擬遠足
旅行委員會成員Allen LIEGEL

布魯克·諾斯泰德（Brooke Norsted） 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地質博物館
的助理館長，也是該地區及其地層岩石的專家。她是NSF和NASA多個地球
科學學院的外展部門的帶頭人，管理藏品，協調博物館的外展活動，並運
行一個（每年）教育計劃（通常）超過10,000人。

中號 我們每個人都曾去過魔鬼湖州立公園。也許我們去了那裡
野餐，看印度丘陵，沿著30英里的步道遠足，在湖里游泳，劃
獨木舟，或者像我父母以前在涼亭裡跳舞。

魔鬼湖州立公園

虛擬遠足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上午10：00–11：30

該公園位於冰河時代國家風景名勝區的沿線，從500英尺高的
石英岩懸崖上可以欣賞360英畝的湖泊，並享有壯麗的景色。
這些是Baraboo山脈的一部分，科學家認為該山脈形成於16億
年前，使這些懸崖成為北美最古老的岩石露頭之一。公園通常
會提供全年的自然主義者計劃。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4月20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17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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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接和通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已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現在，從您的家中，與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地質博物館的
布魯克·諾斯泰德（Brooke Norsted）一起在魔鬼湖（Devil's L
ake）進行虛擬遠足。享受美麗的懸崖和森林，同時了解惡魔
湖必須講述的有趣的地質和歷史故事。
通過視頻，照片和現場評論，Norsted將帶領我們參觀威斯康
星州最受歡迎的州立公園。作為這次冒險的一部分，參與者將
能夠提出問題或分享回憶。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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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Liegel，網址為： arliegel@wisc.edu 經過 4月20日。

4

食品儲藏室貢獻

$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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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
您是否在UWRA網站上查找了某些內容，但不確定該
在哪裡？
UWRAmadison.org 每個網頁的頁腳都具有相當強大的搜索功能
。下次嘗試“搜索”關鍵詞或短語。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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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董事會成員

網絡研討會回顧

船上新品：Millard Susman

大流行學校教育中的公平

一世 已同意在DeLuca的剩餘任

電子技術委員會成員LOUISE S. ROBBINS

期內替換UWRA董事會的Paul De
Luca（ 見頁面

2）。 自從我退休以來，我一直是
UWRA的會員
2002年。我活躍於多個委員會-財
務
退休事宜
電子技術，以及
退休機會—
過去，我曾在UWRA董事會任職，並擔任過董事會主席。
在現任教師任職期間，我對細菌病毒的遺傳學進行了研究，並
教授了一般遺傳學和微生物遺傳學方面的課程。我是普通生物
學教科書和細胞遺傳學教科書的合著者，也是生物學核心課程
（Biocore）的創始成員。我曾擔任遺傳學實驗室的主席14年，
擔任過醫學院的副院長長達9年，並擔任過生物學教育中心主任
長達7年。

作為退休人員，我和妻子芭芭拉（Barbara）一起旅行，參加了
無數的古典音樂音樂會和歌劇表演。我參加了一個閱讀小組
（動物學，進化論和遺傳學閱讀小組，簡稱ZERG），每年閱讀
大約四本書。我們目前正在工作

一世 如果您錯過了Gloria Ladson-Billings教授和Erica O. Tur

ner教授以及Madison Metropolitan學區校長Carlton Jenkins出色
的2月份課程，您仍然可以查看錄音，也可以訪問演示的幻燈片
。去 UWRAmadison.org ， 然後轉到Resources / Presentations / 2
020-21（1月-6月）。

我們的主持人指出，教育不平等不是由大流行造成的，但這種不
平等加劇了這種情況。特納提醒我們，健康，住房，糧食安全，
工作，互聯網訪問等方面的系統性不平等現像源於歷史，並導致
有色人種出現“機會差距”。她提醒我們，父母都希望為自己的孩
子提供最好的服務，但是資源卻在父母所提供的服務方面產生了
巨大的差異。她鼓勵我們在寬帶接入和免費社區互聯網等政策問
題上發表意見，以緩解數字鴻溝。

拉德森·比林斯（Ladson-Billings）呼籲我們將流行病視為通向更
好的兒童教育方式的門戶。她敦促我們想像另一個世界並為之奮
鬥。我們需要硬重置，而不是恢復正常，我們不應該浪費這次危
機帶來的機會。Turner和Ladson-Billing都指出，有色人種家庭
已經發現，虛擬學校在得到充分支持的情況下正在從有時是痛苦
的學校經歷中解放出來。

上 糾結的生活：真菌如何創造我們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思想
並塑造我們的未來 通過梅林
Sheldrake。

芭芭拉（Barbara）和我有一個兒子，五個孫子和三個曾孫。
ñ

特納贏得書獎

在艾麗卡·特納（Erica Turner）教授的書中，關於大流行學校的
網絡研討會， 突然
多元化：學區如何管理種族和
不等式， 已獲得“人種學教育研究論壇”頒發的2021年埃里克森
和霍恩貝格圖書獎中的“傑出的人種學教育獎”。 ñ

5

詹金斯（Jenkins）要求我們考慮一下現在正在進行的社交情感
學習，當孩子重返校園時，這將需要繼續進行。他指出，學區一
直在為學生和家庭提供大量的互聯網訪問集線器和設備以及食物
。他指出，麥迪遜學校目前無法充分滿足大多數學生的需求。社
區需要接受挑戰，以使麥迪遜成為對每個人都偉大的城市。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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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UWRA成員

冰島小說，湖
的喀喀，西側安迪

我目前正在閱讀 這
年輕尼祿的自白

UWRA成員CRESCENT KRINGLE

還通過以下方式報名參加了星期二上午的

一世 在麥迪遜的Westmorland街區西邊長大，畢業於西
密西根大學麥迪遜分校，大約25年前移居東邊。

現在，我住在Eastmorland，靠近自行車道，並且可以步行到
Pinney圖書館（和Olbrich啤酒花園）。我們這邊有很多很棒的
餐廳，但是我老城區的鄉村酒吧和磚漢堡仍然是我的清單上的
第一名。

我的第一項工作是為玉米脫粒，這涉及到漫長的日子和乘車時
間。我仍然記得那天晚上我父親來雨中和泥濘中營救我，所以
我可以去參加Arlo Guthrie的音樂會。我在威斯康星大學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高中時在植物學系工作。我在植物標本室做兼職。
我退休前的最後一份工作（在州政府和華盛頓大學合併服務3
8年之後）是華盛頓大學採購服務部的採購專員。我仍然不能
扔掉我由UW物理工廠員工手繪的木牌匾。

瑪格麗特·喬治（Margaret George）。我
書談會

華盛頓大學的繼續研究。

現在幾乎可以進行講座，其中包括
奧德賽的學生和教職員工。
我喜歡去看我們當地的音樂家（最
好是門）。我從不厭倦看到西區安迪
。
還有我最喜歡的旅行回憶？看到Cheops金字塔的內部；吃馬耳
他一生中最好的鱸魚；的喀喀湖的浮島；並且在巴爾乾地區，聽
到有關1990年代內戰的第一手資料。

退休後我最喜歡的部分是隨時與朋友聚會。我現在也在協調
會見會員 列 這
篩子！ ñ

2021年2月1日至28日

我們歡迎新成員

我仍然不能丟掉我手繪的木牌匾

琳恩·艾倫（B. Lynn Allen）

霍夫曼， 醫療的

華盛頓大學物理工廠的工作人員。

自退休以來，我一直在讀書。當我第一次退休時，我擔心自己
閱讀過多！那個夏天我去了冰島，發現了那本書 獨立人 由Hall
dórLaxness撰寫。對我來說幸運的是，我姨媽藏了一些她慷慨
地給我的書。我繼續享受放鬆的工作。

學校病理學
格洛麗亞·布朗（Gloria Brown）， SMPH-

6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遺傳學
史蒂夫·瑞舍爾（Steve Reischel）， 做到
帕特里夏·斯塔特（Patricia Staats） 威斯康星大學

盧旺達問題國際法庭

兒科保健

桑德拉·傑克遜（Sondra Jackson）

凱文·斯特朗，

肯·科普勒
瑪格麗特·麥克威廉斯，

醫學院
薩拉·米納斯（Sarah Minasian）， 中心

乳業研究

{

羅伯特·摩爾登豪爾（Robert Moldenhauer）

運動機能學
神經科學
謝里·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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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新活動

反思

尋找我的家族史

洋蔥去皮

UWRA成員瑪麗·貝絲·普蘭（MARY BETH PLANE）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一世 在家庭醫學系工作了25年，擔任研究員，退休後擔任高

一世 在過去的冬天裡像洋蔥

級科學家和研究計劃主任。當我退休時，我希望我可以利用我
的調查和寫作技巧，以祖母的閣樓上的家庭故事和信息為基礎
。

我從家庭敘事和母親曾祖父母的照片開始，以及一本記錄我祖
父弗蘭克（Frank）在1800年代中期環球旅行的日誌開始。我的
曾祖父約翰·密爾沃基造船廠的負責人約翰·約翰·約翰遜（John
John）曾寫過一本關於如何建造“細拖船”的日記，這也是他的
其他家族財富。他幫助建立了弗蘭克航行的縱帆船之一。

拖船的模型 金的， 是我的曾祖父約翰設計和建造的。

我從墳墓，人口普查，新聞剪報和法院文件中找到的在線信息
增加了我對弗蘭克在運輸事故中死亡的了解，並提供了有關授
予他妻子貝莎的和解協議的新信息。

我在婚姻，出生和死亡的在線記錄以及更多家庭故事中找到
了關於曾祖母的詳細信息。我只能想像Bertha和John的妻子
Mary的日常生活，他們之間生了18個孩子！弗蘭克（Frank
）死後，伯莎（Bertha）仍然有三個小孩，瑪麗（Mary）在
最小的兒子出生後僅18個月去世，留下了五個未成年的孩子
。

我向生活中的家庭提供了研究結果的初稿，但我們的曾祖父母
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我不斷尋找新的信息，併計劃更新他們的
故事。首先，我打算進一步了解我的父親曾祖父母。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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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生長，增加了層次。我當時
戴了一個口罩，然後戴了兩個。
在1月下旬，我添加了一件額外
的毛衣，然後再加一件真絲長褲
。三月提供了

有機會開始剝離這些層。約翰
長老大先
然後是多餘的毛衣。不久就可以跳過模糊的冬季拖鞋，然後跳
過套間。連指手套讓位於手套，而長外套則改為短外套。這些
是我春天的第一個跡象。

這些不是我今年冬天添加的唯一圖層。隔離COVID-19使我習
慣了幾天不出門的日子。儘管我發誓要與朋友保持聯繫，但我
還是養成了不打電話給任何人的習慣。我不再使用電子郵件和
Facebook。誰知道成為隱士將是阻力最小的途徑？

現在我已經接種了疫苗，我正在努力剝離那些微妙的心理層面。
我可以製作Cookie與我的鄰居分享。一旦我開始，註冊UWRA
縮放事件就很容易。我提醒自己，電話，電子郵件甚至標準郵件
仍然可以使用。花園的目錄已經來了，我夢想著盡快種植。

即使陌生人被遮蓋，我仍然會感到陌生人周圍的警報更難消除。
就像將我的腳趾浸入先前冰凍的溪流中的第一個開放水域中一樣
。儘管如此，我堅持。我什至親自去買了一些新衣服，這似乎是
一次奇特的冒險。關於這個病毒的冬天很難找到任何好話要說，
但是它又使一些舊的東西又變新了。

我計劃珍惜每一個明亮，泥濘，陽光明媚，嘈雜的時刻。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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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機會網絡研討會

部落關係和
教與學
高等教育
退休機會委員會勞裡·梅貝里（LAURIE MAYBERRY）成員

一個 阿倫·伯德·貝爾（Aron Bird Bear）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
遜分校的第一位部落關係主管。在本網絡研討會中，他將談論
辦公室的背景，目標和計劃。

在2015年的一次峰會上創建了董事會，該大學在大學歷史上首
次接待了威斯康星州12個美洲印第安人國家當選領導人。在這
一歷史性事件之後，“原住民—西澳大學”倡議共同製定了一項
戰略計劃，其中包括一項建議，要求部落關係主任促進原住民
與大學之間在共同關心的領域進行交流與合作。

亞倫鳥熊（ 曼丹（Mandan），日達薩（Hidatsa）和狄娜（Diné）參加了
貝特霍爾德堡印第安人保留區的三個附屬部落），是華盛頓大學麥迪遜分
校的部落關係總監，在大學關係辦公室和推廣部有雙重任命。他以前曾任
職
作為教育學院學生多元化計劃的助理院長，他的工作包括創建wisconsinf
irstnations.org，作為PK-16教育工作者將原住民研究納入課程的資源。

這樣的職位對於高等教育並不是陌生的—美國其他20所大學也
有類似的職位。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W-Madison）在大
學關係辦公室和推廣部的共同任命下創建了部落關係主管。

伯德·比爾（Bird Bear）強調在西部五大湖地區與土著民族和社
區合作時的重要性：尊重，人際關係，互惠性和責任感。擁有
集體記憶的長期關係對於與土著民族建立互利關係至關重要。
為了鼓勵相互和尊重的關係，對於大學教職員工和學生來說，
至關重要的是教與學諸如部落主權，土著語言，文化振興和和
解之類的重要問題。 ñ

三方關係

和
教與學
高等教育
2021年5月5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4月30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18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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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接和通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已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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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協調人Laurie
Mayberry at laurie.mayberry@wisc.edu 經過 4月30日。

食品儲藏室貢獻

$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備註行上的“打開座位”。將捐款郵寄給威斯康星大學（UWRA）
，地址是北公園街21號，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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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大學聯盟

有意義的奧秘

漢密爾頓：關於歷史的音樂劇如何使音樂
史

UWRA成員克里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

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一個 在很小的時候，我讀過年輕
人的奧秘，但我沒有回到神秘的流
派
直到同事給我唐娜·萊昂（Donna
Leon）在Commissario Guido的第
一本書

Brunetti系列— 死亡
在La Fenice。 該系列包含30多
個標題，定於美國作家居住多年
的威尼斯。作為退休者

下午1：00–1：45在線

報名截止日期：5月6日

P 莎拉·馬蒂（Sarah Marty）對麥迪遜四季劇院（Four Seaso

ns Theatre）的藝術總監，威斯康星商學院玻爾茲中心（Bolz
Center）的企業家精神和藝術領導力教師感到不滿。該程序是
免費的，並向所有人開放。大學聯盟年會遵循以下原則：

公克。要註冊： univleague.wisc.edu/程序 ñ

東西方虛擬早餐
我是意大利語教授，我對人物，地點，威尼斯方言的片段以及
一般的文化背景有著直接的親和力。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
9：00–10：00 AM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4月6日

每個謎團都針對特定的社會生態政治問題或犯罪。小說以吉多
·布魯內蒂（Guido Brunetti）和他的家人為特色，他們對日常生
活和飯菜的描述以及威尼斯無數的奇觀都很精彩。在閱讀時，您
可以漫步癒傷組織，體驗這座獨特而寧靜的美麗浮動城市的魅力
。

最近，我一直在閱讀馬丁·沃克（Martin Walker）的奧秘，他是
我在《美食》的《食物》部分首次遇到的。 紐約時報。 這些小
說全部設在法國多爾多涅地區，以警察局長佈魯諾·庫雷格斯
（BrunoCourrèges）為特色，他是當地美食和美酒的鑑賞家。
這些書都包含許多關於他的朋友們一起享用的美味佳餚的描述。
我之所以被這些謎團所吸引，部分原因是我和妻子與朋友在法國
那個地區的一所鄉間別墅裡住了兩個星期，而這些小說使人們回
想起了許多關於到訪地點和進餐的美好回憶。本系列的第一本書
是 布魯諾，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UWRAmadison.org/event-408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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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接和通話信息將包含在註冊確認和會議中
提醒已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註冊人。

威斯康星州阿爾茨海默氏病
研究中心尋求志願者

Ť 威斯康星州阿爾茨海默氏病研究中心正在招募研究參與者。該
研究的目的是及早發現有患阿爾茨海默氏病風險的人並改善治療
。志願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

輕度認知障礙（MCI）的診斷阿爾茨海默氏病引起的癡呆的診

•

斷

•

45-65歲，有無阿爾茨海默氏病的父母病史。

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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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有關研究的更多信息，請致電（608）
265-0407或電子郵件 adrcreferrals@medicine.wisc.edu 。

訪問您可能能夠獲得的所有開放研究的列表
加入 https://www.adrc.wisc.edu/open-studies 。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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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旅行

運動場遺願清單-探索球迷們從未見過的最
新體育場館
蘇·亞當斯（SUE ADAMS），成員，旅行委員會

“ 一世 如果您建造它，它們就會來。” 不幸的是，由於兩個

新的主要運動場館的開幕（正巧與全球大流行同時發生），球
迷們無法驚嘆於有史以來建造的最昂貴的體育場館和娛樂場館
。這兩個體育場都舉辦了球隊的2020賽季主場比賽，但是除了
少數例外，這兩個體育場都還沒有歡迎球迷。
SoFi體育場，建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附近的前好萊塢公園賽馬場上

SoFi體育場建在加利福尼亞州英格伍德的前好萊塢公園賽馬場上
，是洛杉磯公羊隊和洛杉磯充電器隊的所在地。內華達州天堂
的Allegiant體育場（綽號“死亡之星”）是NFL拉斯維加斯突襲者
隊和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Runnin'Rebels足球隊的所在地。兩
個體育場都模糊了作為內部還是外部場地之間的界線。兩者的屋
頂均由堅韌的，半透明的塑料製成，可以使風扇免受大約一半的
太陽熱量的照射，並在罕見的下雨情況下提供保護。

革命性的場所 https://youtu.be/jfJILuSZFIY
內華達州的Allegiant體育場的建造成本約為20億美元，其中約4
0％由公共資金資助。它具有72個電機，在非比賽日，這些電機
會在體育場外攜帶一個可伸縮的天然草地托盤，以在草地上曬太
陽。Runnin'Rebels選擇在安裝在草地托盤下方的人造草皮場地
上比賽。體育場設有80'x 215'陽台門，可觀看拉斯維加斯大道的
景色。遊覽 https：//

youtu.be/jUjmWFYEigw

SoFi體育場的建造成本約為50億美元，這是私人資金。地震
加固的人造草皮體育場可容納70,000人，可擴展至

十萬 它將在二月份舉辦超級碗LVI
2022年，2023年大學橄欖球季后賽冠軍以及2028年夏季奧運
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它也打算作為音樂會和娛樂場所。它具
有NFL的第一個360º雙面超高清4K視頻板；“ Oculus”視頻板高
4層，與粉絲們經歷的不同。在此處查看大型視頻板的工作原
理：

https://www.chargers.com/video/recharged-episode-3

在SoFi體育場外，一個2.5英畝的廣場和一個可容納6000個座位
的表演藝術場所將錨定一個298英畝的綜合體，包括辦公室，商
店，餐廳，住宅，酒店，劇院和公園，以及一個帶有瀑布和原
生美化環境的湖泊。參觀這個
10

Allegiant Stadium的容量為65,000，對於某些賽事（可能包括未
來的超級碗），可以擴展到約70,000。無現金交易將加快服務
速度，並將管理成本降至最低。在以下位置了解有關可移動領
域，無現金交易和WIFI技術的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3v-

j8V3n4o_s

這兩個體育場都擁有一切……。除了球迷。儘管足球是在
2020年，兩個場館都未舉辦過音樂會或特別活動。場地位置
（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是Bad和包裝工球迷的熱門目的地。
（有趣的事實：前身Badger Alec Ingold對Allegiant體育場進行
的首次Raiders觸地得分）。Packers並未計劃在2021年在這兩
個新場館中進行比賽。Packers或Badgers在此比賽的最佳選擇
SoFi體育場是難以捉摸的2022年超級碗或2023年大學橄欖球季
后賽冠軍賽。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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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可持續，負責任和
影響力投資
退休財務事項委員會成員米拉德·蘇斯曼（MILLARD SUSMAN）

具有較高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指標的內褲在股市中的
表現要優於平均水平。在最近的一年以及過去的三，五年和十
年中，回報率都有所提高。現在，有超過17萬億美元的資金投
資於經過ES＆G績效篩選的公司。

一世 在2月有關社會責任投資的網絡研討會上，UWRA成員湯

姆·艾格特（Tom Eggert）為如何選擇投資提供了新的思路。長
期以來，投資一直是接受“理性人”模型培訓的投資專業人員的領
域，該模型假定投資者將始終尋求最大化回報。大多數嬰兒潮一
代和X代人都信任這種方法。但是，一些投資者想要更多：獎勵
旨在造福社會和自然界的公司。

由此產生了對社會負責的投資理念。以這種方式判斷公司與審
查財務文件同樣重要。研究表明，對計算機的投資

嬰兒潮一代和最偉大的一代在利用這種改進的性能方面落後於其
他幾代人。雖然95％的千禧一代將ES＆G評級納入他們的投資
決策，但不到40％的美國老年人這樣做。這是一個失去的機會。
現在，最好的財務回報來自那些將自己定位為可持續發展和多樣
性領導者的公司。

該網絡研討會已記錄下來，可以在以下位置查看
UWRAmadison.org ， 然後請參閱參考資料/演示文稿/

2020

年1月21日至6月21日。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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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8日，星期四

9：00–10：00 AM

東西方虛擬早餐

• 4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2021年ETF和SWIB更新了Devil's Lake虛擬遠足 與布魯克·諾斯泰德

• 4月23日，星期五

上午10：00–11：30

（Brooke Norsted）

• 5月5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 5月1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部落關係與高等教育 和
亞倫鳥熊
加里·布朗東西方虛擬早餐年度會員大會

• 5月13日，星期四

9：00–10：00 AM

• 5月14日，星期五

上午10：00–中午

技術診所： 是時候更換筆記本電腦/台式機了嗎？2021年國

• 5月18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家預算 與Jason Stein技術診所合作： 是時候更換平板電腦

• 5月21日，星期五

上午10：00–中午

/智能手機了嗎？國際起重機基金會 和

• 5月25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喬治·阿奇博爾德
• 6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園丁大師課程 與埃德·米森（Ed Me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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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截止日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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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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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

有薪酬的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麥迪遜市7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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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和SWIB更新 p。1個

來自執行董事 p。2個

會見會員 • 新月克林格

保存日期：五月活動 p。2個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Bob Jokisch）

UWRA戰略框架 p。3

書籤 • 勞裡·梅伯里（Laurie Mayberry）

網絡研討會：魔鬼湖虛擬遠足 p。4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退休協會

UWRA董事會的變更 第2和5頁

網站： UWRAmadison.org

網絡研討會回顧：大流行學校教育中的公平 p。5

電話： 608-262-0641
電子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執行董事 • 桑迪·海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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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Olson）

新成員 p。6
認識UWRA成員Crescent Kringle p。6
退休新活動：家族史 p。7
反思專欄 p。7

過去的總統 •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Mary Czynszak-Lyne）

網絡研討會：部落關係與高等教育 p。8

秘書 •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網絡研討會：漢密爾頓音樂創造歷史 p。9

掌櫃 • 貝絲·贊普（Beth Zemp）

董事

阿爾茨海默氏症研究中心尋求志願者 p。9

湯姆·布羅曼 • 米拉德·蘇斯曼（Millard Susman） • 瑪西·杜爾普（Marcy Doelp

東西方虛擬早餐 p。9

）簡·戴蒙德（Jane Dymond） • 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 • 凱倫·拉梅爾（Karen LaMere）

書籤欄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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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旅行：探索兩個新體育場 p。10
網絡研討會回顧：可持續投資 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