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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活動
|PG。7

我們在臉書上！
UWRA-⿆迪遜分校⾷品儲藏室 |PG。2 愛你的⼼ |PG。5

⾦融網絡研討會

以最⼩的⾵險和最⼤的安⼼建⽴⼀
個獲得最佳回報的投資組合

保羅·梅⾥曼是國家認可的權
威機構
共同基⾦、指數投資和資產配
置。從西雅圖的 Merriman 
Wealth Management 退休後，

總部位於投資諮詢公司，
2012 年，他創⽴了 
Merriman Financial
教育基⾦會。基⾦會為各個年
齡段的投資者提供信息和⼯
具，以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
定

利息並幫助他們實施退休儲蓄和⽀出計劃。Merriman 是 
2021 年美國個⼈投資者協會 James B. Cloonan “卓越投
資教育”獎的獲得者。他是⼋本書的作者，包括永遠的財務
健康：5 個步驟，讓您獲得更多錢、更少⾵險和更安⼼。. 
他為 Marketwatch.com 撰寫專欄，並製作每周播客“穩健
投資”。找到許多關於投資的免費資源paulmerriman.com
.

作者：FAISAL KAUD 和 KATHY ZWEIFEL，退休財務委員會成員

Ĵ請加⼊我們與華盛頓西雅圖的 Paul Merriman 
的對話，他將討論如何將適當⽐例的股票和固定
收益分配給投資組合，將在合理的⾵險下產⽣最
佳回報。他將提供在不花光錢的情況下最⼤化退
休提款的策略，以及如何為您的餘⽣選擇最佳滑
⾏路徑。

他的投資
建議是
與⼩型、中型或⼤型“巢
蛋”相關，⽤於⼀系列攻擊
性、
溫和保守

投資⽬標。他將展⽰投資組合中 10% 的簡單變化
如何為退休⼈員增加⼀百萬美元，並留給慈善機
構和家庭。-

建⽴投資組合
2022 年 3 ⽉ 15 ⽇，星期⼆

上午 10:00 ⾄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期：3⽉11⽇

UWRAmadison.org/event-4522634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初步問題，請發送⾄項⽬協調員 
Faisal Kaud，地址為fakaud@wisc.edu _ 或 Kathy 
Zweifel 在kazweife@wisc.edu ，到 3 ⽉ 8 ⽇，星期
⼆。 仍有時間註冊 2 ⽉的網絡研討會。詳情請參⾒第 5 

⾴。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Traditional) - 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

mailto:fakaud%40wisc.ed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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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zh-CN/?utm_source=onlinedoctranslato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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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董事的辦公桌

決議：志願！ 每⽉有兩個⼩時可以與 UWRA 社區分享嗎？您願意
分享哪些興趣、才能和技能？在我們迎接新的⼀年
時，您擁有哪些專業知識將使 UWRA 成為⼀個更有
活⼒的組織？您的參與可以通過哪些⽅式使 UWRA 
變得更強⼤、更重要、更有趣？

我看到⾮常有才華的成員，每個⼈都為協會帶來了
獨特的視⾓。有您的參與，UWRA 將變得更加強
⼤。我們在⼀起會更好！你會考慮志願服務嗎？

作者：桑迪哈斯

H你們當中有多少⼈決定從事促進⾝體健康的活
動，或者

解決更好的⼼理健康，或財
務健康和福祉？你們中有多
少⼈仍然堅持這個決議？你
們有多少⼈把它們扔出窗
外？

在冬季繼續照顧好⾃⼰和家⼈。溫馨問候！-

進⼊ 2022 年的第 31 天，
UWRA 繼續努⼒迎接充滿
希望的新⼀年。. . ⼀

這將再次允許我們親⾃聚會！我們的使命是通過多
樣化的活動和信息計劃促進會員的利益、健康和福
利，通過志願  者倡議促進會員對⼤學和周邊社區的
⽀持，並與相關⼤學和社區保持聯繫組織。

你仍然可以為 UWRA 董事會戴上
帽⼦
⼀個您有興趣在 UWRA 董事會任職嗎？請考慮⾃
我提名。董事會在 9 ⽉⾄ 6 ⽉每⽉開會兩⼩時。此
外，董事會成員還擔任⼀個 UWRA 委員會的聯絡
⼈，該委員會每⽉開會⼀到兩個⼩時。提名截⽌⽇
期為 2 ⽉ 15 ⽇星期⼆。將提名發送⾄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 -

這過去的 23 個⽉是⼀個挑戰，我相信我們誰都不會
忘記。冠狀病毒對我們每個⼈都造成了傷害。為了
實現包容並為學習提供豐富的環境，我們的委員會
繼續制定全⾯的計劃，以解決我們成員的⾝體、⼼
理和財務健康問題。委員會繼續使⽤您在戰略框架
成員調查中提供的信息，以及您在每次演講後的研
討會評估中提供的意⾒和建議，來開發新計劃。您
的意⾒是我們成功的關鍵！當我展望即將到來的冬
末和春季項⽬時，我相信 UWRA 已經準備好迎接⼀
個美好的新年。

您的⾷品儲藏室在感恩節為學⽣提
供⾷物
噸他在校園內經營的開放式座位⾷品儲藏室今年
為⾯臨經濟困難且在⼤流⾏期間無法旅⾏的學⽣提
供了感恩節主題的⾷品盒。近 100 名學⽣報名參加
了盒⼦，為 270 ⼈提供服務。準備了 483 個單獨的
配⽅袋。

Open Seat 是 2021-22 年度唯⼀指定的 UWRA ⾷
品捐贈接受者。⾷品儲藏室
(asm.wisc.edu/the-open-seat/) 是⿆迪遜聯合學
⽣ (ASM) 提供的⼀項重要服務。
考慮使⽤抬頭為 UW Foundation 的⽀票向 Open 
Seat 捐款，並在備忘錄⾏註明“Open Seat”。郵
寄捐款給 UWRA, 21 North Park Street, Room 
7205, Madison, WI 53715-1218。-

然⽽，任何組織的成功都取決於其成員的參與。您
可以通過哪些⽅式參與 UWRA 社區？⼀個⽉有720
個⼩時。你

2

mailto:retireassn%40mailplus.wisc.edu?subject=
http://asm.wisc.edu/the-open-seat/


UW‒MAD I SON RET I REMENT ASSOC I AT I ON | UWRAmad 我的兒⼦。組織

反思

⼟撥⿏⼆⽉成名的 15 分鐘 ⼟撥⿏偶爾會咬他們的看護⼈，這無疑是因為他們
過早地醒來，但這並不能阻⽌⼈們在第⼆年諮詢他
們。⾄少，沃霍爾確實有過真正的靈感。即使是⼟
撥⿏也能在陽光下度過⼀天，或者⾄少有機會尋找
它。-

瑪麗·巴納德·雷

W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上
⼤學——安迪
沃霍爾剛剛說過，“未來，
每個⼈都將成名 15 分
鐘。” 為了說明他的觀點，
他製作了⼀段普通⼈沒有特
別談論的視頻，⽽我的英語
教授

要求我們觀看。我對那個視頻唯⼀的記憶是⼀個捲
髮的中年婦⼥的形象。雖然我不是沃霍爾的忠實粉
絲，但他在這⼀點上的先⾒之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然⽽，鑑於社交媒體上視頻剪輯的性質，我
並不急於⾃⼰擁有那個成名時刻。

捐贈合作夥伴

通過給予產⽣影響
作者：⼤學聯合運動委員會 GIANNA TAYLOR

噸他的合作夥伴捐贈活動要感謝 UWRA 社區在今
年的活動中迄今為⽌的慷慨。我們⾮常感謝退休⼈
員繼續加⼊威斯康星⼤學⿆迪遜分校社區，通過向
合作夥伴捐贈來在當地和全球範圍內產⽣影響。您
的⽀持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世界！

讓我想起沃霍爾的預⾔的是⼟撥⿏⽇。很少有動物
⽐⼟撥⿏更不起眼。從外觀上看，它們類似於模糊
的、肥⼤的⽑⽪塊。他們⼀⽣中⼤部分時間都在睡
覺，其餘時間都在吃飯。我們真的只有在他們開始
在我們的財產上挖惱⼈和危險的洞時才注意到他
們；否則，它們是我們甚⾄不會感興趣的動物，就
像我們對鬆⿏或⿅⼀樣。⼟撥⿏既不可愛也不討⼈
喜歡。出於好奇，我搜索了有趣的⼟撥⿏的視頻⽚
段，但我的搜索結果很少。視頻的第⼀⾴展⽰了同
⼀隻吃花園的⼟撥⿏的三個版本和⼀個主要關注豪
豬、松⿏和花栗⿏的“⼟撥⿏和朋友”視頻。像 
Rodney Dangerfield ⼀樣，⼟撥⿏很少受到尊重，
即使在 YouTube 上也是如此。

如果你今年還沒有給，還想給，還有時間。即使
是 5 美元也可以⽀持我們的鄰居所依賴的重要服
務。我們邀請您參觀give.wi.gov/ 查看可⽤的慈
善機構，或 give.wi.gov/about-us/giving-in-
retirement/ 註冊以將有關活動的信息直接發送到
您的電⼦郵件或家中。要查看所有捐贈選項，請
訪問give.wi.gov/options-for-giving/。 歡迎在 
2022 年 5 ⽉ 15 ⽇之前投稿。

再次感謝您對“Partners in Giving”活動的慷慨⽀
持，並祝您和您的家⼈在 2022 年⾝體健康。 -

但隨後是 2 ⽉ 2 ⽇，⼟撥⿏們有 15 分鐘的時間。
城市爭相搶奪能夠預測冬季何時結束的“官⽅”⼟
撥⿏。威斯康星州的Sun Prairie，當然有正品！天
氣預報員解釋說⼟撥⿏的傳統不太可靠，但他們仍
然在晚間新聞中報導結果。脾氣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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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

美國經濟的健康狀況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脹
· 更⾼的家庭財務壓⼒。
· 更⾼的貸款拖⽋率。
· 更⾼的利率。
· 更⾼的勞動⼒成本。
· 更⾼的運營費⽤。

作者：退休財務問題委員會成員 JOAN GILLMAN 和 KAY 
KEUTERKROHN

⼀世很⾼興歡迎 CUNA Mutual ⾸席經濟學家 
Steve Rick 回到 UWRA。我們已經記不清他與我們
談論經濟的時間了，但他絕對可以將 UWRA 的⾸席
經濟學家添加到他的簡歷中！如果您無法在 12 ⽉ 
15 ⽇加⼊我們，我們建議您查看 UWRA 網站上的
錄⾳，以及演講隨附的圖表。

通貨膨脹是暫時的，預期是基於債券的。債券市
場預計未來 10 年每年增⻑ 2.35%。好消息是利率
不會飆升。預計油價不會上漲。“通貨膨脹無處
不在，⽽且總是⼀種貨幣現象，”經濟學家⽶爾
頓弗⾥德曼寫道。

史蒂夫⾥克的 2021-2022 年經濟摘要 就業和失業

· 未來2 年⾮常強勁的經濟增⻑。
· 未來兩年⻑期利率上升1%。

· 未來幾年失業率將低於正常⽔平；勞動⼒市場
緊張。

· 未來幾年住房建設將保持強勁，市場失衡。

· 2022 年後股票和房價的增⻑將放緩。

以下是細節的亮點。

與 2020 年 2 ⽉相⽐，如今⼯作的美國⼈減少了 
500 萬。
· ⼈們害怕 COVID-19。
· 托兒服務較少。

· 重新評估⼯⼈
他們的⼯作和⼯作需
要。

· 嬰兒潮⼀代決定提前退
休。

經濟增⻑ 今天的失業率為 4.2%，低於 4.5% 的“⾃然”失
業率。這是⼀次獨特的衰退：預計未來 5 年失業率
將低於 4.5% ⾃然率，勞動⼒市場吃緊。2020 年的增⻑⽐ 2019 年低 3.5%，⽣產的商品和服

務減少。平均增⻑率為 2%，2021 年的預測為 
5.5%。要點：

· 預計不會出現衰退。
· 降低業務不確定性。
· 更⾼的消費者信⼼。
· 庫存重建將需要數年時間。
· 到 2026 年，基礎設施⽀出將增加 0.5%。

利率
在任何經濟體中最重要的價格是多少？貨幣的價
格：利率。
· 最重要的利率：10 年期美國國庫券/債券 = 
1.5%。
· 預期通脹：低於 2.5%。
· 1.5% 的國債減去 2.5% 的通貨膨脹率 = 負 

1.0% 的投資回報率。
· 美聯儲正在向銀⾏傾銷資⾦（QE = 量化寬

鬆，印鈔購買債券。）

· 利率為負值以⿎勵⼈們藉貸。

⼤問題：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

· 與⼀年前相⽐，⽣活成本上漲了 6.8%；40年
來最⾼。（2.5% 是正常通貨膨脹。）

· 需求過多⽽供應過少。
· “通貨膨脹是太多的美元追逐太少的商品。”

繼續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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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研討會回顧，從第 ⾴繼續。4

· 量化寬鬆可能放緩=實際利率將上升。

· 10 年期國債利率在 20 年內平均為 3.3%。

· 2021 年利率為 1.5%，預計未來 5 年利率將上升
⾄ 3.0%。

· 到 2026 年的短期利率⽬標為 2.5%。

- 還有時間註冊

讓你的錢持續多久
像你⼀樣做

2022 年 2 ⽉ 8 ⽇，星期⼆
美國汽⾞銷售 上午 10:00 ⾄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 過去的平均汽⾞銷量為1650 萬輛/年。
· ⽬前，汽⾞銷量為 1300 萬輛。供應鏈中斷；

這阻礙了經濟發展。

報名截⽌⽇期：2⽉4⽇

UWRAmadison.org/event-4462453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成屋銷售

· 房地產繁榮：低利率和⼈⼝結構。

· ⻑期平均房屋銷售量為每年 500 萬套。

· ⽬前，房屋銷售量為 630 萬套。
· 127 萬 = 當前待售房屋庫存。

· 房價上漲17%（通常每年上漲4.1%）。

· 預計 2021 年和 2022 年的峰值年份分別為 16% 
和 9%。

愛你的⼼
照顧的進展和策略

⼼臟健康
2022 年 2 ⽉ 14 ⽇，星期⼀

下午 1:00‒3:00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期：2⽉10⽇

UWRAmadison.org/event-4562377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標準普爾 500 指數股票（財富效應）

· ⾃ 2009 年以來股價飆升。
· 股價⽬前處於歷史⾼位。
· 當前市盈率 (P/E) 為 39；超過 25 年的市盈率是 
27。

網絡研討會的在線註冊很容易，但會員也可以通
過電⼦郵件向 UWRA 辦公室發送電⼦郵件：

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或致電 
608-262-0641 註冊活動。網絡研討會鏈接和

通話信息包含在
活動前 7 天和 2 天通過電⼦郵件向註冊者發送註

冊確認和提醒。標準普爾 500 指數增⻑率預測

· 5.2% = ⻑期增⻑
· 25% = 2021
· 9% = 2022
· - 1% =2023
· 。5% = 2024
· 0% = 2025

將您的 2022 年⽇曆標記為 2022 年 12 ⽉ 14 ⽇，
屆時史蒂夫·⾥克 (Steve Rick) 將再次介紹經濟
概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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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UWRA 會員
（後來與動物科學合併）。參與部⾨和⼤學的活動
是⼀項預期的服務（包括確保家禽科學俱樂部有新
鮮的⽕雞在感恩節出售）。我的推廣活動包括協調
教育計劃；製作信息公告和通訊；青年計劃；和諮
詢。主要受眾是家禽⽣產者、青年、相關⾏業和消
費者。我於 1998 年退休，但在需要時繼續提供幫
助。

服務於家禽科學和農業

作者：路易斯·C·阿靈頓，UWRA 成員

⼀世 在⾺⾥蘭州賽克斯維爾附近的⼀個普通農場
⻑⼤（那是⾺⾥蘭州中部，如果你能找到形狀像⾺
⾥蘭州的州的中⼼）。我的主要 4-H 和 FFA 項⽬是
在家禽：飼養和銷售活⾁雞和為當地孵化場⽣產雞
蛋的種雞。我在⾼中⾼年級時參加了全國 FFA ⼤會
和 4-H ⼤會，並獲得了這些組織的眾多榮譽，包括
州 FFA 學位和進⼊⾺⾥蘭州 4-H 全明星賽。

像⼤多數推廣專家⼀樣，我與許多州、地區和國家
家禽組織密切合作，多年來擔任⼗個⼩組的主任或
官員。我很幸運，我的貢獻得到了許多榮譽的認可
（包括家禽科學研究員和美國家禽業名⼈堂）。兩
項特殊成就是成功地準備並提名威斯康星州野⽣動
物藝術家歐⽂·格羅姆獲得威斯康星⼤學⿆迪遜分
校的榮譽博⼠學位，並編輯了⼀本 136 ⾴的紀念家
禽科學協會成⽴ 100 週年的書。

我與威斯康星州的⼈們、家禽業和農業的交往對我
和我的家⼈——我的妻⼦ Sandra 和我們的孩⼦ 
Joyce（Iola，WI）和 John（Berkeley，CA）來
說，都是⼀次⾮常有益的經歷。-

2021 年 12 ⽉ 1 ⽇⾄ 31 ⽇

我們歡迎新成員
我在⼤學的⽬標是成為州級家禽推廣專家。我曾就
讀於⾺⾥蘭⼤學、加州⼤學戴維斯分校和密歇根州
⽴⼤學，獲得了學⼠、碩⼠和博⼠學位。分別獲得
家禽科學學位。

羅納德·伯內特
藥學院
帕梅拉·斯卡爾，

威斯康星州衛⽣、醫學
和醫學實驗室
公共衛⽣

雪莉·德威特，
保管⼈
羅伯特⿑默爾曼，
信息技術部

我的擴展⽣涯始於 1966 年在⼤學
威斯康星州家禽科學系

s-UWRA 是您退休後的網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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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活動

與⿆迪遜奧杜邦⼀起做志願者 我們為野⽣動物管理的總⾯積。⿆迪遜奧杜邦擁有
少量敬業的員⼯、熱情的實習⽣和熱情的志願者，
積極管理兩個野⽣動物保護區和附近的財產，以最
⼤限度地提⾼棲息地價值。作者： JOANNE JONES，UWRA 成員

○在迪爾菲爾德的⿆迪遜郊外擁有⼀個 20 英畝的
⼩農場，這無疑影響了我們的退休⽣活。當我丈夫
在 2010 年第⼀次退休時，我們從三份⼯作變成了
兩份。當我從我擔任⾸席財務官的信息技術部⾨退
休時，我們只有⼀份⼯作可以分享。

此外，⿆迪遜奧杜邦在協助其
他組織和私⼈⼟地所有者進⾏
⼟地管理和恢復項⽬⽅⾯有著
悠久⽽持續的歷史。

它還提供基於⾃然的教育計劃，通過與當地學校和
社區中⼼的合作，將孩⼦們與⼾外活動聯繫起來。
⿆迪遜奧杜邦每年都會舉辦數⼗場免費實地考察、
特別活動和發⼈深省的講座，其中許多都是免費向
公眾開放的。-

2015 年退休後不久，我被其他退休的威斯康星⼤
學⿆迪遜分校的員⼯招募為⿆迪遜奧杜邦協會的財
務主管。我是⼀個普通的動物和⼾外愛好者，但對
⿆迪遜奧杜邦這個奇妙⽽充滿活⼒的組織知之甚
少。我⿎勵你在madisonaudubon.org .

要為“退休活動”專欄提交想法，請發送電⼦郵件⾄
專欄協調員 Bob Jokisch，地址為 
bobjokisch@gmail.com .

電⼦技術

密碼管理
可作為 UW 退休⼈員津貼
作者： MILLARD SUSMAN，電⼦技術委員會成員

R使⽤ UW‒Madison IT 服務的員⼯可以註冊 
LastPass Premium，這是⼀個密碼管理應⽤程
序。這項服務是免費提供的，每年可為您節省 35 
美元。LastPass 是⼀種加強需要密碼的在線交易安
全性的便捷⽅式。

在過去六年中，Madison Audubon 的員⼯、活動
和預算均有所增加。在我擔任該組織的財務主管
期間，預算增加了兩倍。

有關 LastPass Premium 功能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UW-Madison KNOWL-EDGEBASE 上的此鏈接： 
kb.wisc.edu/103552 .

⿆迪遜奧杜邦在威斯康星州中南部保護了數千英
畝的重要棲息地。在全國所有奧杜邦分會中，⿆
迪遜奧杜邦是⼟地管理的領導者，在 450 多個分
會中排名第三

如果您已經擁有 LastPass 的免費版本並想要升級到 
Premium，請參閱：lastpass.com/
partnerpremium/u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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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校園新聞

2022年春季⼤學
圓桌系列

華盛頓⼤學植物園提供⼀系列在
線⾃然講座

作者：LESLIE FISHER，教務處副部⻑ 作者：Sheila LEARY，UWRA 成員和 SIFTER 編輯

噸威斯康星⼤學⿆迪遜植物園⻑期舉辦的冬季充
實係列課程為專業博物學家和志願者博物學家以及
感興趣的社區成員提供講座。2022 年的講座將於 2 
⽉ 3 ⽇⾄ 4 ⽉ 7 ⽇星期四上午 10 點⾄ 11 點 30 分
（美國中部標準時間）進⾏虛擬授課。講座每場10
美元，需要提前註冊。上午 10 點準時開  始會談

⼄每個學期，⼤學圓桌會議都會安排三個午餐項
⽬，其中包括⼤學社區成員的演講。圓桌會議向⼤
學社區的所有成員及其客⼈開放。所有節⽬都在聯
合南⼤學堂從上午 11:45 到下午 1:00

2 ⽉ 16 ⽇，MADISON MADE，與藝術史教
授 Anna Andrzejewski 各種地⽅和國家的演講者將就廣泛的主題發表演

講，包括推動環境正義和管理的⿊⼈社區、僅⼀平
⽅⽶⼤草原的美麗和⽣物多樣性、與植物園的 
Longenecker 園藝園建⽴公眾聯繫、運動候⿃的種
群動態，明尼蘇達州邊界⽔域 400 年的⾵⽕，威斯
康星州的⽔宣傳，解決氣候變化解決⽅案的藝術家
和插畫家，⾼分辨率衛星圖像如何改變南極洲的研
究，以及部落⼟地管理者為拯救⽽做出的努⼒具有
重要⽂化意義的⿊灰樹。註冊個⼈講座或整個系列
在arboretum.wisc.edu/learn/adult-education/
winter-enrichment/。

⿆迪遜的建築商兼開發商 Marshall Erdman 的設
計如何極⼤地重塑了⼆戰後郊區的景觀。

3 ⽉ 23 ⽇，與植物學教授 Simon Gilroy ⼀
起⼤膽成⻑
太空⾶⾏的失重對陸地⽣物學的挑戰以及當前的
研究如何揭⽰植物如何在這樣⼀個外星環境中⽣
⻑甚⾄茁壯成⻑。

4 ⽉ 20 ⽇，極地冰的熱帶故事，與地球科學教授 
Andrea Dutton
對熱帶島嶼上化⽯珊瑚礁的研究如何讓科學家了
解南極冰蓋在過去溫暖時期退縮的動態以及這對
世界各地海岸線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2 ⽉ 17 ⽇，植物園將於上午 10 點⾄ 11:45 提供免
費的在線研究研討會（需要註冊才能查看在線演
⽰）。學⽣、教師和其他研究⼈員簡要介紹了他們
在植物園⼟地和溫格拉湖流域開展的研究項⽬。今
年的主題包括草原微⽣境的管理、植物園柯蒂斯草
原的群落動態、草原放牧和蝴蝶保護、鉛污染、對
真菌多樣性的影響以及被侵占的⾼草草原的種⼦沉
積模式。註冊在arboretum.wisc.edu/science/
research-symposium/. -

每次午餐費⽤為 15 美元。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訪問
⼤學圓桌會議⾴⾯：⼯作⼈員。wisc.edu/
programs/university-roundtable/ . 如有問題，請
發送電⼦郵件圓桌會議@soas.wisc.edu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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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迪遜⾼級中⼼春季活動宣布- 保存⽇期

從古代到現在的意⼤利⽂明

條條⼤路通羅⾺
Chris Kleinhenz 的插圖講座

作者：LAURA HUNT，MSC 項⽬協調員

噸⿆迪遜⾼級中⼼⾃ 2021 年 9 ⽉起全⾯開放，提
供各種⾯對⾯、虛擬和混合計劃。與他⼈接觸對我
們的⾝⼼健康⾮常重要！2022 年 3 ⽉ 25 ⽇星期四

下午 2:00‒4:00

在地中海的⼗字路⼝，意⼤利有許多地區差異和地⽅傳
統。這個插圖豐富的講座將展⽰從古代到現代在現在的
意⼤利蓬勃發展的超過五種青少年⽂明，以及“永恆之
城”羅⾺的持久重要性。註冊地址：

2 ⽉和 3 ⽉的⽇曆仍在製定中，但以下是⼀些
已確認的活動：

· 探索詩歌第⼆和第四個星期三上午 11:00

· 書寫你的⽣活週四上午 10:00
· 繪畫（丙烯酸樹脂）從 2 ⽉ 4 ⽇開始的周五早
上
· 網站建設 101⽇期待定
· ⾊彩之聲第三個星期四上午 10:00

UWRAmadison.org/event-4498433

此外，
⼆⽉
18、我們會
有⼀個表現
艾倫的曼斯
格雷⽂，⼀個
貓王致敬
藝術家。威斯康星⼤學⿆迪遜分校圖書館

中隱藏的數字寶⽯ 3 ⽉ 16 ⽇，海上歌⼿兼詞曲
作者 Tom Kastle 將演出。2022 年 3 ⽉ 29 ⽇，星期⼆

上午 10:00 ⾄中午
註冊地址：

UWRAmadison.org/event-4623702 致電 608-266-6581 註冊計
劃。
註冊接收以了解更多信息 傳
信⼈ 在 cityofmadison.com/
senior-center/the-
messenger
和每週窗⼝在 cityofmadison.com/contact/
email-lists?category=senior-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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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籤

其他太陽的溫暖 我的⼀些與事實完全相反的。

由 EVAN RICHARDS 審查，UWRA 成員 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任何試圖更好地了解美國歷史
以及我們如何到達現在的⼈。這本書將⾮常明亮的
光線照射到⼀些極其⿊暗的⾓落。對我來說，最好
的書會把你帶到你沒有去過的地⽅，教你不知道的
東西，告訴你精彩的故事，讓你堅持每⼀個字。這
⼀切都做到了。-

噸其他太陽的溫暖：美國⼤遷徙的史詩，由伊莎
⾙爾威爾克森（蘭登書屋，2010 年）所著，是包
含多個引⼈注⽬的特徵的稀有書籍之⼀。它已收
到

來⾃⾼度讚揚
審稿⼈（贏
寧國家
書評⼈圈
2010 年獲獎），
檢查⼀個⼦
以前的項⽬
幾乎完全
被忽視了，有
獨特的⾒解
進⼊重要和
誤解
問題，呈現
在異常
詩歌寫作，和
以相當的技巧鑄
造
傑出的歷史學家和天才的記者。我發現它引⼈⼊
勝且引⼈注⽬。

請將 Books Marks 專欄的評論通過電⼦郵件發送給
專欄協調員 Laurie Mayberry，地址為 勞裡。
mayberry@wisc.edu。

威爾克森的主題是美國⿊⼈從吉姆·克勞時代的
南部到中西部、東北部和西部的“⼤遷徙”，從 
1900 年代初開始⼀直持續到⼤約 1970 年。她稱
其為遷徙，並證明它與來⾃歐洲⼤陸、愛爾蘭、
墨西哥和其他地⽅的其他移⺠的許多特徵。

東西
虛擬早餐

2022 年 2 ⽉ 10 ⽇，星期四
上午 9:00‒10:00 在線會議

報名截⽌⽇期：2⽉7⽇
需要提前註冊。在線註冊：

通過講述三個⼈的詳細故事，她說明了遷移的原因
及其結果。她的⼀名研究對象移居紐約市的哈林
區，⼀名移居洛杉磯，⼀名移居芝加哥。與⼤多數
移⺠的情況⼀樣，移⺠對孩⼦們的影響也⼤不相
同，他們是新地⽅的第⼀代⼈。威爾克森對數據的
檢查打破了許多普遍持有的信念，包括超過

uwramadison.org/event-4606231

新的 在網站上 UWRAmadison.org

·什麼是量⼦計算？你為什麼要關⼼？1 ⽉ 4 ⽇：演
⽰視頻和幻燈⽚

10

mailto:laurie.mayberry%40wisc.edu.%20?subject=
mailto:laurie.mayberry%40wisc.edu.%20?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606231
http://uwramadison.org


UW‒MAD I SON RET I REMENT ASSOC I AT I ON | UWRAmad 我的兒⼦。組織

旅⾏

威斯康星州⽐⽐皆是古怪⽽
有趣的博物館

Deke Slayton 紀念空間和⾃⾏⾞博物館 |200 W. 
Main St.，斯巴達 | 3 美元以上。該博物館紀念出
⽣於斯巴達的宇航員德克·斯萊頓，紀念交通的
進步和第⼀個鐵路到步道計劃的誕⽣地。W伊斯康星州擁有各種不同尋常的博物館。這裡

有⼀些可以考慮參觀。
國家芥末博物館|7477 Hubbard Ave., ⽶德爾頓 | 
⾃由。來⾃全美 50 個州和 70 多個國家的 6,000 
多種芥末。

城堡的歷史博物館|330 E. College Ave.，阿普爾頓 | 
7.50 美元以上。該博物館位於⼀座史詩般的城堡
中，旨在慶祝 Outagamie 縣的歷史，但最出名的
是其關於 Appleton 本地兒⼦魔術師 Harry 
Houdini 的展覽。

草原⽉亮雕塑園和博物館| 52727 Prairie Moon Rd., 
噴泉城 | ⾃由。Farmer Rusch 花了數年時間收集雕
塑、不尋常的機器和其他奇怪的紀念品，同時策劃
他的創意空間。

⼿⾵琴世界博物館|⾙爾納普街 1401 號，⾼級 | 10 
美元以上。參觀世界上最⼤的⼿⾵琴收藏，了解它
們的歷史和演變，探索超過⼀百萬件物品的檔案
館，也許還可以觀看⼀場表演。-中西部微型汽⾞博物館|103 Crescent St., 

Mazomanie | ⾃由。從微型汽⾞到輕便摩托⾞和
紀念品，博物館展⽰了交通歷史的輪換收藏。

——摘⾃在線新聞網站 608Today 
608today.6amcity.com/weirdest-museums-
madisonwi/

國家搖頭娃娃名⼈堂|170 S. 1st St.，密爾沃基 | 5 
美元以上。世界上最⼤的所有流派和時期的搖頭娃
娃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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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 8 ⽇，星期⼆
·2022 年 2 ⽉ 10 ⽇，星期四
·2022 年 2 ⽉ 14 ⽇，星期⼀

上午 10:00 ⾄中午
上午 9:00‒10:00
下午 1:00‒3:00

只要你做東西⽅虛擬早餐，就能讓你的錢持
續下去
愛你的⼼：⼼臟健康的進展和策略

·2022 年 3 ⽉ 10 ⽇，星期四
·2022 年 3 ⽉ 15 ⽇，星期⼆
·2022 年 3 ⽉ 24 ⽇，星期四
·2022 年 3 ⽉ 29 ⽇，星期⼆

上午 9:00‒10:00
上午 10:00 ⾄中午
下午 2:00‒4:00
上午 10:00 ⾄中午

東⽅遇⾒西⽅虛擬早餐
為意⼤利從古代到現在 UW-Madison 圖書館中隱藏的
數字瑰寶構建⼀個回報最好、⾵險最⼩的⽂明組合

·2022 年 4 ⽉ 12 ⽇，星期⼆
·2022 年 4 ⽉ 14 ⽇星期四
·2022 年 4 ⽉ 20 ⽇，星期三
·2022 年 4 ⽉ 28 ⽇星期四

下午 1:00‒3:00
上午 9:00‒10:00
上午 10:00 ⾄中午
下午 1:00‒3:00

年度 SWIB 和 ETF 更新 東西⽅虛擬早餐 ⿆迪
遜公園和⾃然區之友 數字媒體的作⽤

·2022 年 5 ⽉ 10 ⽇，星期⼆
·2022 年 5 ⽉ 12 ⽇，星期四
·2022 年 5 ⽉ 18 ⽇，星期三

上午 10:00 ⾄中午
上午 9:00‒10:00
中午‒下午 4:00

⼀種投資東⽅遇⾒西⽅虛擬早餐的
桶⽅法
年度會員⼤會、午餐會、演講者、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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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會議和截⽌⽇期篩⼦，請參閱 UWRA 網站UWRAmadison.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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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號之後
UWRAmadison.org
威斯康星⼤學⿆迪遜退休協會 c/o 
Division of Continuing Studies 21 
North Park Street, Room 7205 
Madison, WI 53715-1218

搬家還是搬家？
篩⼦郵政服務不會⾃動轉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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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您繼續接收
篩⼦定期。

這⼩號之後 在這個問題上
編輯器·希拉·利裡
專欄作家·瑪麗·巴納德·雷

建⽴最佳回報、最低⾵險的投資組合⾴。1 來⾃執⾏
董事⾴。2 尋求 UWRA 董事會成員⾴。2

您的⾷品儲藏室捐款 餵給威斯康星⼤學的學⽣
⾴。2 反思專欄；捐贈合作夥伴⾴。3 網絡研討會
回顧：美國經濟的健康狀況⾴。4

專欄協調員
認識⼀個會員·新⽉形環 退休活動·
鮑勃·約基施
書籤·勞裡·梅伯⾥

威斯康星⼤學⿆迪遜退休協會 網站：
UWRAmadison.org 電話：608-262-0641

電⼦郵件：retireassn@mailplus.wisc.edu

網絡研討會：讓您的錢永遠持續下去；愛你的⼼
⾴。5
認識 UWRA 成員 Louis C. Arrington；新成員
⾴。6

執⾏董事·桑迪哈斯
董事會 PR ES I DENT·埃絲特·奧爾森
PR ES I DENT- ELECT·簡戴蒙德

退休活動⾴。7
2022年春季⼤學圓桌會議⾴。8 華盛頓⼤學植
物園在線⾃然講座⾴。8 保存⽇期：三⽉網絡
研討會⾴。9 ⿆迪遜⾼級中⼼活動⾴。9

書籤; 東西⽅虛擬早餐⾴。10 威斯康星州的奇特
博物館⽐⽐皆是⾴。11 UWRA ⽇曆⾴。11

過去的 PR ES I DENT·克⾥斯·克萊恩茨
秘書·瑪麗安·費舍爾
TR EA SUR ER·⾙絲·澤普
總監
湯姆布羅曼 ·瑪麗琴扎克-林恩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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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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mbray%40wisc.edu?subject=about%20your%20SIFTER%20column
mailto:crescent.kringle%40wisc.edu?subject=%22Meet%20a%20UWRA%20Member%22%20inquiry
mailto:bobjokisch%40gmail.com?subject=%22New%20Activities%20in%20Retirement%22%20inquiry
mailto:laurie.mayberry%40wisc.edu?subject=Book%20Marks%20submission
http://UWRAmadison.org
mailto:retireassn%40mailplus.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sandi.haase%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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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ane.dymond%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ckleinhe%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mrfisher%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beth.zemp%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thbroman%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czynszaklyne%40gmail.com?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doelpm%40gmail.com?subject=UWRA%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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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mdfink%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mailto:laurie.mayberry%40wisc.edu?subject=UWRA%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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