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拯救起重機和
濕地| g 4

董事會
候選人| g 5

麥迪遜地區大師
園丁 g 8

我們在Facebook上！
烏拉圭大學麥迪遜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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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度會員大會
Ť 他的UWRA年度會員大會將於5月11日通過Zoom舉
行。我們的演講嘉賓Gary Brown將介紹當前的校園
規劃和校園中的新項目。

議程
一世。 致電訂購
二。 歡迎會員和來賓
三， 特邀發言人加里・布朗
IV。 年度商務會議
・
・
・
・
・
・
・
・
・
・
・
・

審查2020‑21年特別命令規
則
成員的認可和感謝2020年年度會議
記錄
2020年特別會員會議紀要2020–21董事會行動
記錄
2020年審計報告
2021‑22年業務預算
提名與選舉
其他業務
會員的評論/問題
木槌的通過和新任總統的講話

V. 休會 ñ

如果您對演講者有任何初步疑問，請發送給計劃協調員M
ary Czynszak‑Lyne，網址為：
czynszaklyne@gmail.com 經過 5月7。

年度會員大會

2021年5月1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5月7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15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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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里・布朗（ 解放軍，FASL
A）是校園規劃與景觀總監

建築，一個部門
威斯康星大學設施規劃與管
理學院–
麥迪遜 他負責解釋，更新，

和推薦方法
實施校園總體規劃的過程。他指
導並協調詳細的身體

發展計劃，景觀
建築服務，與土地使用相關的特殊研究，建築質量研究，運輸
計劃，標誌和尋路以及市政分區批准。

$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向北公園街21號的UWRA捐款，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7205室，威斯康星州53715‑1218。

食品儲藏室貢獻

備註行上的“打開座位”。郵件

mailto:czynszaklyne%40gmail.com?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15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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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董事的話

年度會員
更新開始
通過SANDI HAASE

一種 您是否想知道您的會員
資格是否到期
年？在三個地方可以找到您的
續訂日期。第一種是您收到的
電子郵件中的數字（電子）鏈
接

篩子。 第二個是的紙質副本的
郵寄標籤

篩子。 第三個位於您的會員資料中
UWRAmadison.org 。 此外，電子郵件通知和您的會
員資料都表明您當前的會員級別。如果您的郵寄標籤
，電子郵件通知或個人資料顯示2021，那麼該該續約
了！
UWRA有兩個特殊的會員類別，您可能要考慮：便宜
貨或人壽。任何會員都可以利用便宜的“五年五年價
”費率，省去每年更新的麻煩和郵費。如果您或您的
配偶/伴侶正在接受威斯康星州退休系統年金，則也可
以使用終身會員制。

您可以快速輕鬆地在線續訂！您有三個續訂選項：

・續訂並在線付款 UWRAmadison.org
・在線續訂並通過支票付款
・使用郵寄的印刷續訂表格續訂（ 找
它在p。第11期） 和一張支票。

儘管我們在2020年面臨挑戰，但西澳大學預科學院還
是非常成功的一年。您不想錯過來年計劃的重大活動
和演講。您的持續參與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非常感
謝。

請立即續簽您的會員資格，並將自己保留在郵件列表
中，這樣您就不會錯過任何UWRA通訊。 ñ

UWRA業務

一輪掌聲 。。。請！
我們協會的成功是UWRA董事會，委員會和戰略框架
工作組付出時間，努力，奉獻和所做工作的直接結果
。儘管我們繼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這些成員
仍在繼續努力以提供計劃並推動協會向前發展。

由於我們不能在一起親自慶祝又一個非常成功的UW
RA年，我們想花一點時間來感謝所有委員會成員的
貢獻。為了表彰他們的努力，董事會已批准向威斯康
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開放式座位食品儲藏室捐贈500美
元。請和我一起感謝這些志願者。

蘇・亞當斯（Sue Adams），旅行

雷切爾・貝克（Rachel Baker），電子技術

湯姆・布羅曼（Tom Broman），合夥與敬業，成員，董事
會

布魯諾・布朗寧（Bruno Browning），電子技術凱

西・克里斯托夫（Kathy Christoph），電子技術Te

d Collins，旅行

Maury Cotter，戰略框架小組協調人Judy Craig，電子

技術

Mary Czynszak‑Lyne，董事會成員，戰略框架小組項目負
責人

佩吉・達魯日（Peggy Daluge），旅行

里克・達盧格（Rick Daluge），退休財務事項，會員

保羅・德盧卡（Paul DeLuca），退休財務事項，董事會Marcy Doe

lp，電子技術，董事會Ruthi Duval，午餐會

Bob Dye，退休財務事宜，成員，戰略框架組

簡・戴蒙（Jane Dymond），午餐會， 篩子 董事會

湯姆・艾格特（Tom Eggert），退休財務問題，退休機會

馬克・芬克（Marc Fink），午餐會

蘇・菲舍爾（Sue Fischer），退休機會，董事會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退休財務事項
，戰略框架集團董事會

雷蒙娜・加斯珀（Ramona Gasper），午餐會

http://UWRAmadison.org
http://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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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您的UWRA會員卡發佈在您的會員資料上，網址為 UWRAmadison.org
。 在“會員詳細信息”下，您的卡圖像包括您的姓名
，會員級別，會員ID號和續訂日期。在圖像下方，有
一個指向“可打印PDF”的鏈接。單擊鏈接將打開一
個頁面，其中包含打印說明。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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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吉爾曼（Joan Gillman），戰略框架小組退休
金事務

克里斯汀・甘特（Christine Gunter），退休機會

Sandi Haase，退休財務事項，戰略框架小組，
 篩子

吉姆・漢森（Jim Hanson），會員

約翰・赫爾格森（John Helgeson），電子技術

凱倫・霍爾頓（Karen Holden），退休財務事項，
戰略框架小組和調查團隊

蓋爾・福爾摩斯，旅行

Brad Hughes，電子技術Bob Jokisch，退休機會，

 篩子

Orv Jordahl，電子技術

費薩爾・科德（Faisal Kaud），電子技術，退休財務事項，
退休機會

克里斯・克萊因亨茨（Chris Kleinhenz），戰略框架集團董事會成員

莎朗・克魯德（Sharon Kluender），退休機會黛

安・克拉維茲（Diane Kravetz），電子技術新月

Kringle， 篩子

傑瑞・庫爾辛斯基（Jerry Kulcinski），戰略框架小
組退休金事務

Karen LaMere，電子技術，董事會Deb Lauder， 篩子

希拉・李瑞（Sheila Leary）， 篩子

Al Liegel，旅行

朱迪思・洛爾（Judith Louer），午餐會

勞瑞・梅伯里（Laurie Mayberry），合夥與敬業度，退休機
會， 篩子 董事會

Colleen McCabe，旅行

唐・邁納（Don Miner），退休財務事宜

加里・米切爾（Gary Mitchell），退休機會，會員蒂姆

・諾里斯（Tim Norris），退休財務事項

Esther Olson，旅行，戰略框架小組董事會成員

Jurgen Patau，業務辦公室和運營部，退休財務事項，戰略框架組

Mary Beth Plane，退休機會，戰略框架調查小組

莎拉・波茲（Sarah Potts），午餐會

瑪麗・巴納德・雷， 篩子

Paul Reichel，電子技術，退休財務事項

Kay Reuter‑Krohn，退休財務事項Louise Robbins，

電子技術

芭芭拉・魯斯特（Barbara Rust），營業部和運營部克里斯汀・辛德

勒（Christine Schindler），午餐會

休・施密特（Hugh Schmidt），電子技術

Rob Seltzer，戰略框架組

傑克・索倫森（Jack Sorenson），退休財務事項，董事會比爾・斯特芬哈根

（Bill Steffenhagen），會員

吉姆・斯特拉頓（Jim Stratton），夥伴關係與參與，退
休機會，會員

Millard Susman，電子技術，退休財務事項，退休機會，董事會

Jim Vannes，電子技術Ann Wallace，

電子技術

溫迪・韋（Wendy Way），退休機會，董事會芭芭拉・威利（B

arbara Wiley），午餐會

拉里・溫克勒（Larry Winkler），業務辦公室和運營

Beth Zemp，營業部和運營部，董事會

Kathy Zweifel，退休財務事項

非常特別的告別，謝謝
正在董事會中完成任期的一般會員：

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大型學術人員K

aren LaMere，大型大學工作人員Wendy Way，大

型教師

前任總裁瑪麗・齊恩扎克・萊恩（Mary Czynszak‑Lyne）

如果您有興趣更多地參與UWRA，那麼加入委員會是
一個很好的開始。了解有關委員會的更多信息，網址
為： UWRAmadison.org 。 ñ

http://UWRAmadison.org
http://UWRAma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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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範圍和
濕地

國際起重機
基礎

2021年5月25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5月21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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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RAmadison.org/event‑4211467

旅遊網絡研討會

保護起重機
和濕地
TED COLLINS成員，旅行委員會

w ^ 母雞阿爾多・利奧波德（Aldo Leopold）
沼澤地輓歌 威斯康星州可能剩下不到100台沙丘鶴。
利奧波德（Leopold）認為它們會沿著百日鶴的方向
前進，當時那隻鶴在北美已減少到20只以下。

但是在隨後的幾十年中，由於保護了威斯康星州和其
他地區的起重機和濕地，在威斯康星州，沙丘鶴的數
量增加到了12,000多人，這是現在從明尼蘇達州到新
斯科舍省築巢的東部100,000多人的一部分。自2001
年起，威風cons的起重機也被重新引入威斯康星州。

國際起重機基金會（ICF）的聯合創始人，現為ICF的
高級保護主義者George Archibald博士將分享有關我
們起重機的這些生動故事。1973年，Archibald與研
究生Ron Sauey一起在威斯康星州巴拉布附近建立了
ICF，將其作為世界起重機研究和保護中心。他們的夢
想是拯救世界上的起重機，從那時起，這個想法一直
是阿奇博爾德的推動力。在過去的五十年中，他在國
際保護方面的遠見卓識，帶動了全球非凡的基層恢復
工作。

他開創了創新的育種技術，使許多稀有的鶴類物種首
次被人工繁殖。1970年代，在西方科學家罕見的時代
，他與中國和俄羅斯生物學家達成了科學交流和野外
保護計劃。在他的領導下，ICF在全世界範圍內成功地
促進了起重機和棲息地的保護。 ñ

如果您對發言人有初步問題，請提前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
送給計劃協調員Ted
柯林斯在 tedcollins67@gmail.com 經過 5月21日。

喬治・阿奇博爾德 是新斯科舍省人，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
位。他獲得了四項榮譽博士學位和許多獎項，包括世界野生動
物基金會金獎，麥克阿瑟獎學金，聖地亞哥動物園協會的野生
動物保護勳章，印第安納波利斯動物園的禮來勳章和道格拉斯
・H。加拿大自然獎的皮姆洛特獎。他代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
世（Queen Elizabeth II）被授予加拿大勳章，並獲得了國家奧
杜邦協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頒發的首屆丹・魯夫
金（Dan W. Lufkin）環境領導獎。他是這本書的作者 我的起重
機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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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儲藏室貢獻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211467
mailto:tedcollins67%40gmai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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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RA董事會

UWRA董事會候選人名單， 2021–22

簡・戴蒙德
當選總統
（大學教職員工
代表）
簡・戴蒙德（Jane Dymond）
自2020年以來一直擔任UWRA
董事會成員和午餐委員會主席
。她曾在人力資源開發辦公室
工作，

負責多樣性和氣候的副教務長辦公室和質量改進辦公
室。自2010年以來，她一直是Chazen美術館的講師
。簡（Jane）於2018年從大學退休，喜歡與她的兒子
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度過時光，包括四個孫子。她是一
個狂熱的讀者和編織者。

馬克・芬克（Marc Fink），
任期3年（教師代表）

馬克在音樂學院服務了40年
後，於2013年退休，他是雙
簧管教授和該學院的副所長
，還曾是學院合奏團溫格拉
・五重奏（Wingra Quintet
）的成員。馬克

他於2014年加入UWRA，今年已成為午餐委員會的
成員。
於爾根・帕道（Jurgen Patau），任期
3年（學術人員）
代表）
於爾根（Jurgen）於2010年
從行政大臣辦公室退休

並在AIMS中擔任程序員和網絡
經理33年，在AIMS任職。他於
2017年加入UWRA，目前

退休財務事務委員會的全副主席。當UWRA開始進行
2020年戰略規劃工作時，於爾根（Jurgen）參與了
這項工作，並在兩個小組委員會中任職。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Mary Czynszak‑Lyne），

3年任期
（大學教職員工
代表）
Mary Czynszak‑Lyne [chin‑
[shock‑line]在經歷了近44年
的時間後於2016年退休。她
的最終職位是擔任

書信與科學
榮譽計劃。在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中，瑪麗曾在眾多校
園委員會和治理部門任職。她在UWRA的經歷包括擔
任總裁，前任總裁，成員共同主席，戰略框架項目負
責人，午餐委員會聯絡人，2023年10大退休協會會議
指導委員會主席以及校園退休問題委員會成員。

詹姆斯・斯特拉頓
2年任期
（大學教職員工
代表）
在加入西澳大學之前，吉姆
曾擔任威斯康星州人類分類
研究中心主任

來源長達九年。作為西澳大
學分類人員辦公室的主任，

麥迪遜（Madison）從1981年至2005年，他在人力資
源開發辦公室管理公務員計劃，包括員工分類，薪酬
，招聘和人力資源開發問題。儘管已退休，但他仍然
擔任獨立的人力資源顧問。Jim之前曾在UWRA董事會
任職，並且是兩個委員會（成員資格，夥伴關係和參
與度）的成員。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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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RA是您退休的網絡！ }

2021年3月1日至31日

我們歡迎新成員

唐納德・安德森（Donald Anderson），

社會工作學院
斯文・呂斯洛夫（Sven Lysloff） FP＆M

數字控制組
安・麥克布萊德（Ann McBride），

醫學系

彼得・索博爾 威斯康星州
公共媒體
瑪麗・索博爾（Mary Sobol）

認識UWRA成員

從在職學生到社區志願服務

烏拉（UWRA）成員SARAH POTTS

中號 您的家鄉是愛荷華州的得梅因市（Des Moin
es Iowa），但自四歲起我就住在密爾沃基，麥迪遜
或菲奇堡。關於我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我在1966
年成為Madison West High punsters's club的創始成
員。我們從未得到政府的認可，但我們喜歡玩文字遊
戲。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68年夏季和秋季擔任威
斯康星州民主黨的辦公室助理。當休伯特・漢弗萊
（Hubert Humphrey）輸掉大選時，我被壓垮了。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專職工作了35年，並在
退休後的LTE工作了四年，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CALS
或Engineering上。在退休前的十二年中，我曾是植
物病理學系的系主任。我工作中最喜歡的部分是幫助
學生。我最喜歡的退休部分是不必在早上7點趕出門

退休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長期被忽視的地方積塵。
我仍然不能扔掉舊的賀卡或我母親收藏的抑鬱症玻璃
器皿。現在，我花時間照顧我的蹣跚學步的孫子，做
民意調查，在Fitchburg Lions俱樂部做志願者，並在
我的鄰居協會的董事會任職。我在UWRA董事會任職
三年，並且是四個委員會的成員。我的配偶艾倫・波
茨（Alan Potts）和我每年夏天都會管理兩個大的菜
園。

最近，我一直在閱讀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
的短篇小說和小說。他寫了1920年代和30年代的美
國生活，並非常喜歡對話。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60年
代和70年代的搖滾，ragtime以及Gilbert和Sullivan
 operettas。我最喜歡的校園是BascomWoods，我
最喜歡的UWRA活動是一日遊。 ñ

蘇珊・亞當斯（Susan Adams）

漢斯・阿德勒

科琳・阿爾布雷希特（Colleen Albrecht）

肯尼斯・阿爾布雷希特（Kenneth Albrecht）

琳恩・艾倫・霍夫曼

Rima D蘋果

邁克爾・W・蘋果

傑瑞應用

露絲應用

安娜・阿勞霍（Ana Araujo）

伊麗莎白・巴洛（Elizabeth Barlow）

蘇珊・巴瑟爾（Susan Barthel）

布萊恩・比格勒

弗蘭克林・波爾（Franklyn Boll）

弗吉尼亞・特里・博伊德

基思・波扎斯（Keith Bozarth）

布魯斯・布勞恩

南希・布勞恩（Nancy Braun）

羅伯特・布坎南

芭芭拉・布恩格（Barbara Buenger）

認識生命成員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想藉此機會表彰
其所有現任成員（截至2021年4月9日），並感謝
他們的支持。

杰拉爾德・E・伯恩斯

大衛・卡倫（David Callan）

吉姆・卡倫

朱迪・卡倫（Judy Callen）

格里・坎貝爾

克里斯汀・切法魯・摩西（Christine Cefalu‑Moses）

羅賓・查普曼

陳美豪

比爾吉特・克里斯滕森（Birgit Christensen）

喬伊斯・W・克里姆

傑克・德・弗里斯

蘇珊・丹丁格（Susan Dentinger）

約翰・狄龍

林恩・多克特（Lynn Docter）

簡・多迪（Jane Doughty）

蘇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

露絲・德拉格（Ruth Drage）

埃德溫・德雷爾（Edwin L Dreier）

傑克・杜沙克（Jack Duschak）

雪莉・杜沙克（Shirley Dusc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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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戴

讓・戴

佩吉・埃勒坎普（Peggy Ellerkamp）

格哈德・埃勒坎普（Gerhard Ellerkamp）

蓋爾・埃利斯（Gayle Ellis）

理查德・埃利斯（Richard Ellis）

芭芭拉・埃倫伯恩（Barbara Erlenborn）

吉姆・埃倫伯恩

赫爾曼・費爾斯特豪森（Herman Felstehausen）

瑪麗安・費舍爾（Marian Fisher）

雷蒙德・馮克（Raymond Fonck）

大衛・E・福斯特（David E Foster）

琳達・福斯特（Linda A Foster）

亞倫・弗里德曼

蘇珊娜・富森伯格（Susanna Fuerstenberg）

蘇珊・富薩德（Susan Fuszard）

凱瑟琳・瑪麗・格里森（Kathleen Mary Gleeson）

卡倫・戈貝爾（Karen Goebel）

珍妮絲・戈萊（Janice Golay）

艾麗斯・戈爾德（Elise Gold）

布倫特・海斯（Brent Haase）

桑迪・海瑟（Sandi Haase）

李漢森

蘇・希爾格曼

馬克・希爾

卡倫・希爾（Karen A Hill）

道格拉斯・D・希爾

戴維・霍夫曼

邁克爾・霍夫曼

凱倫・霍頓（Karen Holden）

布拉德利・休斯（Bradley Hughes）

霍士濤

霍娜

格雷戈里・伊卡里諾（Gregory Iaccarino）

帕特里夏・雅卡里諾（Patricia Iaccarino）

理查德・詹克（Richard Jahnke）

馬修・賈沃斯基（Matthew Jaworski）

蓋爾・喬伯留斯（Gail Jobelius）

蘇珊・卡徹（Susan Katcher）

默里・凱徹（Murray Katcher）

羅伯特・考夫曼

菲利斯・考夫曼（Phyllis A Kauffman）

唐・克里姆佩爾（Don Klimpel）

焦油克里姆佩爾

莎朗・克魯德（Sharon Kluender）

謝麗爾・諾貝爾洛赫（Cheryl Knobeloch）

弗蘭克・科伊斯特拉（Frank Kooistra）

詹姆斯・科扎（James Koza）

朱莉婭・科扎（Julia Koza）

勞倫・昆茲（Lawren Kunz）

珍妮特・拉布里（Janet LaBrie）

格雷格・蘭德里

安・蘭德里

烏爾里希・蘭格

凱西・萊溫斯基（Kathy Lewinski）

艾倫・利格（Allen Liegel）

瓊・里格（Joan Liegel）

雪莉・勞埃德（Sherry Lloyd）

理查德・洛特里奇（Richard Lottridge）

讓・洛特里奇（Jean Lottridge）

巴倫德・洛茲（Barend Lotz）

特里・羅德・隆德

斯蒂芬・隆德

布魯斯・馬斯（Bruce Maas）

揚・馬斯（Jan Maas）

弗洛倫西亞・馬倫（Florencia Mallon）

蘇珊・曼寧（Susan Manning）

醫學博士布拉德利・曼寧（Bradley Manning）

凱莉・馬萊特（Carrie Marlette）

杜安・馬萊特（Duane Marlette）

瑪麗・馬歇爾

道格・馬歇爾

凱瑟琳・梅

邁克爾・梅

琳達・麥克唐納（Linda McDonald）

帕特里克・麥克唐納

朱莉婭・麥吉文（Julia McGivern）

露絲・麥克尼科爾斯（Ruth McNichols）

羅莎莉・米加斯（Rosalie Migas）

蘇・米爾奇（Sue Milch）

安妮・米納（Anne Miner）

約翰・摩西

艾琳・內特爾頓（Aileen Nettleton）

艾倫・內特爾頓（Allan Nettleton）

黛博拉・紐海塞爾（Deborah Neuheisel）

黛安・諾巴克（Diane Norback）

簡・諾曼（Jane Norman）

約翰・諾曼

多麗絲・奧克特（Doris Ockert）

謝爾・奧哈雷

埃絲特・奧爾森（Esther Olson）

詹姆斯・奧尼爾

阿爾貝托・帕洛尼（Alberto Palloni）

羅素・潘琴科（Russell Panczenko）

彼得・普萊恩

瑪麗・貝絲・普萊恩

安吉拉・鮑威爾（Angela Powell）

保羅・H・拉比諾維茲

羅納德・雷恩斯

Shiela Reaves

羅爾夫・雷茲（Rolf Reitz）

喬爾・羅賓（Joel Robbin）

珍妮特・羅伯茨（Jeanette Roberts）

崇淑・H・魯濱遜

斯蒂芬・M・羅賓遜

芭芭拉・魯斯特（Barbara Rust）

Kewal K Saluja

威爾頓・桑德斯（Wilton Sanders）

邦妮・施密特（Bonnie Schmidt）

斯蒂芬・施密特（Stephen P Schmidt）

約翰・施密茲

讓・特雷托・施密茨

安東尼・史瑞納（Anthony J Schreiner）

安・施萊納（Ann M Schreiner）

羅伯特・舒伯特

史蒂芬・舒克（Stephen Schuelke）

桑德拉・施瓦布（Sandra Schwab）

湯姆・施瓦布

丹・史瓦茲（Dan Schwarz）

凱倫・施瓦茲（Karen Schwarz）

肯・斯科特

韋斯・塞弗森（Wes Severson）

詹姆斯・沙夫特（James Shaft）

謝里爾軸

伊麗莎白・希恩（Elizabeth Sheehan）

吉姆・舒特斯（Jim Shurts）

凱西・舒特斯（Kathy Shurts）

邁克爾・西伯斯（Michael Siebers）

保萊特・西伯斯（Paulette Siebers）

米里亞姆・西蒙斯（Miriam Simmons）

霍利斯・斯凱夫（Hollis Skaife）

托馬斯・史密斯

史密斯

格倫・斯塔諾斯（Glen Stanosz）

喬安妮・斯塔諾斯（JoAnne Stanosz）

戴維・斯特拉

凱西・斯特拉（Kathy Stella）

史蒂夫・J・斯特恩

奧黛麗（Audrey Tluczek）

凱瑟琳・特魯巴（Cathleen Trueba）

杰拉德・圖奇（Jerald Tutsch）

肯德拉・圖奇（Kendra Tutsch）

約翰・尤克（John J Uicker）

愛德華・範・格默特（Edward Van Gemert）

格蕾絲・瓦巴（Grace Wahba）

安・華萊士

桑德拉・沃德（Sandra Ward）

戴維・威爾遜

安・威爾遜

拉里・溫克勒（Larry Winkler）

大衛・伍德 ñ

UWRA終身會員，
從p。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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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網絡研討會

2021年國家預算
由唐・邁納，成員和傑克・索倫森撰寫，
聯合主席，退休委員會的財務事項

Ĵ 讓我們來討論由Jason Stein領導的《威斯康星州20
21年預算案》。他是威斯康星州政策論壇（Wiscons
in Policy Forum）的研究主管，在那裡他專注於州和
地方政府。
威斯康星州政策論壇是一個無黨派的獨立研究組織，
在密爾沃基和麥迪遜設有辦事處。它提供了對影響地
方政府，學區和威斯康星州的關鍵政策問題的明智分
析。研究和促進活動鼓勵民選官員和社區領導人促進
富有成效的討論並找到有效的，以數據為依據的解決
方案，以應對緊迫的政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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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Miner，網址為 dlminer655@gmail.com 
或傑克・索倫森（Jack Sorensen）
jwsoren1@gmail.com 經過 5月14。

2021年國家預算
選項和

潛在結果
2021年5月18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5月14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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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RAmadison.org/event‑4196626

傑森・斯坦（Jason Stein） 擔任國會大廈的記者 密爾沃基前
哨雜誌 和 威斯康星州立雜誌 在加入威斯康星州政策論壇擔任研
究總監之前。他與的帕特里克・馬利（Patrick Marley）合著 討
價還價的餘地：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工會和威斯康
星州的鬥爭（ UW按）。他的作品得到了美國新聞編輯學會，美
國商業編輯和作家協會以及國會記者和編輯協會的認可。 密爾沃
基雜誌 在2015年，他被任命為該市最有影響力的媒體人物之一
。

食品儲藏室貢獻
應付給UW Foundation的支票，備註行上帶有
“ Open Seat”。郵寄捐款到UWRA，北公園
街21號會議室

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

網絡研討會回顧將於六月舉行 篩子
3月和4月舉行的網絡研討會在普京的俄羅斯社會保障
中心舉行，COVID‑19。大流行學校教育以及其他內
容將在6月號中重述。 篩子 UWRA新的一年從9月開
始時，將在7月和8月進行夏季休假。 ñ

東西方虛擬早餐

2021年5月13日，星期四
9：00–10：00 AM
在線會議

報名截止日期：5月10日

UWRAmadison.org/event‑4085593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您可以致電或通過電子郵件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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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lminer655%40gmail.com?subject=
mailto:jwsoren1%40gmail.com?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196626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08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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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NT

我們的技能
或老年人

醫學科學實驗室助理主任

n作為外展活動，在Kego
nsa的中心又向同步加速器
學習了五年。倡導和

我的工作職責以及作為怨
恨組織主席的es

d我的政治能力。

退休後，我將注意力轉向了一個新的年齡段‑60歲以上
的年齡段。我重新集中了自己的技能和精力，在各級
政府中倡導“老年人”。從地方一級開始，我曾在糖
河高級中心董事會任職，然後加入了戴恩縣老齡化地
區委員會（AAA）的董事會，並主持了該委員會的立
法小組委員會。我們的目標是提高戴恩縣老年人的知
名度並增加計劃資金。通過與縣行政部門和戴恩縣委
員會的合作，我們為2014‑2014年的高級計劃爭取了
超過60萬美元的資金。

2019年。我還擔任州老齡諮詢委員會主席，並在戴恩
縣和威斯康星州的其他幾個委員會，委員會和與衰老
倡導有關的網絡中任職，並為老年人舉辦了倡導培訓
講習班。

我們中的許多人在職業生涯中都發展了獨特的技能
，退休後可以用新的方式分享這些技能。這就是我
對這種過渡的看法。 ñ

反思

為小鴨騰出空間！
瑪麗・巴納德・雷（MARY BARNARD RAY）

Ë 就在那一年，我們住在翡翠巷，在我們街區的一對
鴨子巢中，離最近的水幾乎一英里。我敢肯定它們並
不總是同一隻鴨子，但我們總是稱它們為“玉”和“
車道”。不幸的那對夫婦從未成功地飼養過小鴨子，
直到今年Jade身後出現了十二隻小鴨子！該是找水的
時候了，但是她走錯了路，她的孩子們在圍欄下滑倒
了。

丹尼斯和我出去，把孩子們帶回媽媽那裡，但是我們
仍然想知道她如何安全地給他們澆水。我們招募了一
個鄰居湯姆（Tom），我們三個人把這個家庭帶到街
角，拐角處和另一個街區，討論通往一條小溪的最短
路線。

一切進展順利，直到我們到達了一條繁忙的街道。玉
退到後院灌木叢。當我在他們的地基上爬行時，我開
始遇到許多房主，要求Jade遠離喬木，伏牛花灌木和
門廊的安全。就像在灌木叢中看到某人帶房主出去調
查一樣。同時，丹尼斯和湯姆正忙著將dog狗者轉移
到街道的另一邊。

在駛向每條車道以保持鴨子前進的速度之後，我們來
到了密爾沃基街。我向有耐心的司機的聖徒們祈禱，
然後走出去阻止了交通。停止交通時，使頭髮變白有
幫助；沒有人想打祖母！丹尼斯（Dennis）和湯姆
（Tom）帶著十二隻小鴨在整條車道上將傑德（Jad
e）趕過四個車道，車手們的困惑和驚resolved便化解
了。

翡翠一定聞到了小溪的味道，因為她更快地走到了最
後三個街區，並直接跳入水中。朋友們，那是我那一
年中最出乎意料卻最令人滿意的90分鐘的故事。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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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給威斯康星大學基金會的支票，包括

園丁大師

2021年6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在線網絡研討會

報名截止日期：5月28日

需要預先註冊。在線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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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RAmadison.org/event‑4091807

退休機會網絡研討會

麥迪遜地區大師
園丁協會
鮑勃・喬基施（BOB JOKISCH）成員，退休機會委
員會

Ĵ 在Ed Meachen討論Dane County的Master Garde
ner計劃時，請參加我們的在線網絡研討會。他將告
訴我們他如何參與該計劃及其使命，目標，成員，歷
史和組織。並且，他將展示自己花園的一些圖像，他
對園藝的興趣的基礎以及在大流行中倖存下來的救贖
。

園丁大師是對園藝和園藝感興趣的志願者，他們從
西澳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推廣部接受了基於科學的園
藝方面的培訓和教育。成功完成考試後，他們將被
認證為園丁大師。為了保持認證，園丁大師必須每
年完成10個小時的繼續教育和24個小時的志願服務
，以支持公共花園以及Extension的使命，即向公
眾提供園藝教育。 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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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Jokisch在 bobjokisch@gmail.com 經過 5月28日。

埃德・米森（Ed Meachen） 自2014年以來一直擔任麥迪遜地
區園丁大師協會（MAMGA）的主席。他曾是UW系統管理學院
負責學習和信息技術的副副主席。

食品儲藏室貢獻

備註行上的“打開座位”。郵寄捐款到UWRA
，北公園街21號會議室

7205，麥迪遜，WI 53715‑1218。

旅行

參觀芝加哥植物園
TED COLLINS成員，旅行委員會

Ť 位於伊利諾伊州格倫科的芝加哥植物園（從麥迪遜
出發，乘坐I‑94州際公路需要2.5個小時），提供了
該國最好的日本花園之一，以及英式花園，玫瑰花園
，水果和蔬菜花園，矮人花園和仙人掌溫室。還有一
個咖啡廳。有關更多信息，當前時間以及與COVID相
關的要求，關閉和預註冊詳細信息，請訪問 https：
// www。

chicagobotanic.org/visit

參觀CBG的所有花園可能需要四個小時。考慮一下2.
3英里的電車車程（老年人7美元）。花園不收門票，
但收取25美元的停車費（週二為10美元）。如果您是
奧爾布里奇花園（Olbrich Gardens）或其他公共花園
的成員，請攜帶會員卡出示以顯示可能的免費停車或
花園商店折扣。

要進行虛擬導覽，請參閱 https://goo.gl/maps/ ceQRP 。 而
且，在以下位置有一個有用的CBG應用程序
https://www.chicagobotanic.org/app ñ

http://UWRAmadison.org/event-4091807
mailto:bobjokisch%40gmail.com?subject=
https://www.chicagobotanic.org/visit
https://www.chicagobotanic.org/visit
https://goo.gl/maps/ceQRP
https://goo.gl/maps/ceQRP
https://www.chicagobotanic.org/app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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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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星期三  上午10：00–中午 部落關係與高等教育 和
亞倫鳥熊（請參閱四月 篩子 （有關詳細信息）
加里・布朗東西方虛擬早餐年度會員大會・5月11日，星期二

・5月13日，星期四
・5月14日，星期五
・5月18日，星期二
・5月21日，星期五
・5月25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9：00–10：00 AM
上午10：00–中午
上午10：00–中午
上午10：00–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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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1年國家預算 與Jason Stein技術診所合作： 是時
候更換平板電腦/智能手機了嗎？保護起重機和濕地
和
喬治・阿奇博爾德

・6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00–中午 麥迪遜園丁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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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線技術診所 網絡研討會
什麼時候需要更換老化的計算機，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

您如何知道何時更換可信任的計算機？兩個虛擬技術診所將介紹最常見的注意事項，並幫助您系統地考
慮更換老化的技術設備。每節課將以簡短的演講開始，然後是提問和回答的時間。將預先的問題和建議
發送給 uwra.tech@gmail.com。 在下面的鏈接上進行預註冊。

5月14日，星期五 上午10：00–中午 台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 UWRAmadison.org/event‑4204093
5月21日，星期五 上午10：00–中午 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 UWRAmadison.org/event‑4204125

mailto:uwra.tech%40gmail.com?subject=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204093 
https://uwramadison.org/event-4204125


在這個問題上
年度會員大會 p。1個
來自執行董事 p。2個
義工鑑賞 第2–3頁
網絡研討會：保護起重機和濕地 p。4
UWRA理事會候選人 p。5
新成員 p。6
認識UWRA成員Sarah Potts p。6
終身會員的認可 第6‑7頁
網絡研討會：麥迪遜地區主要園丁 p。8
旅行：芝加哥植物園 p。8
新活動：高級倡導 p。9
反思專欄 p。9
網絡研討會：2021年國家預算 p。10

東西方虛擬早餐 p。10
會員續簽表 p。11
五月份的兩個在線技術診所 p。11
UWRA活動日曆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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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見會員 ・ 新月克林格
退休新活動 ・ 鮑勃・喬基施（Bob Jok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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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總統 ・ 瑪麗・齊恩扎克・萊恩（Mary Czynszak‑L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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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拉德・蘇斯曼（Millard Susman） ・ 瑪西・杜爾普（Marc

y Doelp）簡・戴蒙德 ・ 蘇珊・菲舍爾（Susan Fischer） ・ 凱倫・拉梅爾（Karen LaM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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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小號 IFTER
UWRAmadison.org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退休協會
c / o繼續研究部北公園街21號，威斯
康星州麥迪遜市7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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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盈利
組織
美國郵費

有薪酬的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許可證號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