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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雅思培训火热招生中！

中外教团队教学，扬长避短，力求做到更用心，更专业！！

●中外雅思专业导师主讲

●迷你小班 2-4 人互动课堂

●雅思写作口语机经强烈渗透

●以批改作业等方式有效延伸课外课堂

●实力认证，高达 100% 通过率

阅读写作主讲老师 Li

英语教学与管理学双硕士
学位（英国圣安德鲁斯教
育 学 + 加 拿 大 UVICMBA
工商管理）
雅 思 总 分 8.5 分 得 主（ 阅
读听力满分 9 分口语写作
单科 3 分，可提成绩单）
TESOL 资 格 证 书：
TESLCANADA 资格认证，
九年教学经验
条理清晰、有效雅思干货、
短时间内有效搭建学生强
语法结构、学术词汇和辩
证思维体系。

口 语 听 力 主 讲 老 师
FREESIA

持有加拿大英语教学高
级证书，
TESOL 证书，15 年英语
从教经验，分别执教于
意大利、办案吗、墨西
哥等国家。
加拿大双学位文凭
热 情、 专 业、 负 责、 受
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口语听力主讲：KURT
老师

加拿大外教，有着长达
10 年的雅思教育经验、
全球雅思考官，英文文
学和英语教育双学位。
TESOL 硕 士，CELTA 证
书雅思考官资格证书
TESL CANADA 资 格 认
证        

微信号： EDU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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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菊有“植物的医师”的美誉，

温和清凉，能够有抗过敏的作用，在

欧洲含有洋甘菊和金盏花成分的某种

舒缓滋润霜被誉为“天然激素”，特

别是对过敏，湿疹皮炎和干燥泛红的

皮肤，有着绝佳的疗效（请遵医嘱哦）。

   山楂是很好的降血脂食品，

山楂里面含有三萜类和黄酮类

成分，能降低血清胆固醇，山

楂的维生素 C，具有减肥降脂

的作用。对抑制血清胆固醇和

甘油三酯增高都有好的疗效。     

 

   火龙果的营养丰富，功用独

特，对人体健康有绝佳的功效。

它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

白蛋白及花青素、丰富的维生

素和水溶性膳食纤维。白蛋白

是具黏性、胶质性的物质，对

重金属中毒具有解毒的功效。

   葡萄最健康的吃法是不剥皮、

不吐子。葡萄皮和葡萄子比葡萄

肉更有营养。葡萄子中含量丰富

的增强免疫、延缓衰老物质，

进入人体后有 85% 被吸收利用。  

   香蕉实际上就是包着果皮的“安

眠药”，除了能平稳血清素和褪黑素

外，它还含有镁离子，而镁离子能够

使肌肉放松，起到安眠的作用。食物

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排便。另 外，

香蕉能增加大脑中使人愉悦的 5- 羟

色胺物质的含量，保持快乐的心情。

   生活中，很多人深受慢性疼痛的

折磨。专家表示，生姜就是一种“天

然止痛药”，具有镇痛功效。生姜能

阻止疼痛讯息传到中枢神经系统，减

少疼痛感，还可辅助治疗风湿和关节

炎，生姜吃法多样，可入菜也可泡茶。

   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如果生病了就想起用药片来缓解，那
不如在日常饮食中多吃下面几种食物。有些食物不仅有健康保健的作
用，甚至还可以治病，偶尔吃一次效果不明显，长期吃一定会有效！

天然“皮肤药”—甘菊

天然“助眠药”—香蕉

天然“止痛药”—生姜

天然“抗脂药”—山楂

天然“解毒药”—火龙果

天然“抗衰药”—葡萄



       腋窝可以说是我们身体上非常关键的一个排毒的位置，极泉
穴就在腋窝里面，拍打它的话就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效果，刚刚
帮助我们促进新陈代谢，把体内的毒素都排出体外。另外，如果
经常拍打腋窝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呼吸系统，让我们的肺
功能得到一定的加强。

       膝窝的位置其实也就是膝盖关节的后面，里面所具有的委中
穴是可以起到祛湿排毒的效果。如果这个位置受到堵塞的话，就
会让毒素无法通过委中穴，会被它给堵住，所以适时的拍打膝窝
就可以把排毒口打开，这样才能够排毒。

       肘窝可以说是经络最密集的一个位置了，很多毒素都会通过这
个位置反应出来，如果我们在拍打肘窝发现出现紫色的时候，就
代表着体内有很多的毒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做好
排毒的工作了。

          我们的身体基本都是无时无刻都在累积毒素，不管是
外在环境的污染，或者说因为我们在食用了一些是，这些
食物在体内经过消化之后所产生留下的毒素，这些都是会
伤害到身体的健康，所以在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做
好排毒的工作。
       最近小编听说可以通过按摩来进行排毒，那么你知道按
摩哪里是能够排毒的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可以
帮助我们排毒的位置是在哪里吧。



1、所有调料放入碗
里。

2、 用 叉 子 细 心 将
南乳碾碎，并将所
有腌料搅匀。

3、鸡取出内脏洗净
后 抹 干， 切 去 鸡 脚
和 鸡 尾 部， 倒 上 腌
料

5、 将 鸡 和 腌 料 一 起
装入保鲜袋中，把口
扎紧。冰箱腌制 8-12
小时隔 4 小时翻动一
次鸡身。

9、 用 牙 签 将 鸡 肚 子
开口处封上

11、大功告成10、烤盘内铺上锡纸，放苹果，鸡胸朝上摆
入，并在表面刷橄榄油烤箱提前 10 分钟 200
度左右预热后，将烤盘放在烤箱中下层烤制

6、取出腌好的鸡。将
洗净的苹果去核，其中
一只切块，其余的每只
切成 4 或 8 块，剥出栗
子肉

7、将苹果和栗子在
腌料里拌一下捞出。

8、 将 麻 将 大 小
的苹果块与栗子
填进鸡肚子里。

4、 将 腌 料 与 鸡
内外揉搓两三分
钟，使其入味

              
               主料：三黄鸡                                       1 只
               辅料：栗子仁（熟）                      20 粒
                             苹果                                            3 个

               调料：蚝油                                            3 汤匙
                             腐乳（红色）                          3 块
                             腐乳汁                                        3 汤匙
                             蜂蜜                                             5 汤匙
                             江米酒                                        2 汤匙
                             橄榄油                                        3 汤匙

工艺：烤
口味：咸鲜味
人数：2 人
烹饪时间：<2 小时
准备时间：10 分钟
难度：初中水平



        有很多家长或夫妻一方在加拿大开了银行账户，买了房子，买了车，然后就回国了，留下孩子或另一方在
这里打理，突然有紧急情况需要卖房或做银行证明，于是一件事就迫在眉睫了：当事人一定要坐飞机回来吗？
可不可以做法律委托？如何做法律授权？
        首先说最基本的概念，加拿大法律授权，英文叫 Power of Attorney(POA)，是指委托人（Donor）授权另外
一个成年人作为被委托人（Attorney in Fact）来代替他执行部分或所有相关权利的授权。这份授权书就是我们
常说的 Power of Attorney， 简称 POA。这里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1、被指定的代理人（Attorney in Fact)，虽然按中文字面的意思是“执行律师”，其实可以是任何成人，不需
要是律师。
2、Power of Attorney 不是全加拿大通用的，Power of Attorney 相关的法律是各个省制定的，BC 省的 Power of 
Attorney Act 可以点击这里参考。
3、Power of Attorney 只在当事人生前有效。如果当事人去世，POA 随即失效。这点和遗嘱 (Estate Will) 正好相反。
4、POA 有很多种，重要的要看 POA 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授权内容，已经生效所需的条件。

POA 的种类：

POA 大体有 4 种，但最常用的是两种：

1、General POA，这种 POA 是即时生效的（就是签完 POA 后当场生效）。一旦委托人（Donor）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个 POA 就失效了。这种 POA 非常不常见。
2、Enduring POA（简称 EPOA），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POA，即时生效，一直到委托人去世或取消委托为止失效。
因此，这种 POA 尤其对应委托人发生事故、住院、失去理智甚至入狱，代理人都可以帮他做决定。
3、Spring POA，这是有条件的 POA，是指一旦委托人失去行动能力或理智判断能力时才生效，一直到委托人
恢复行动能力或理智判断能力后，或去世后失效。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 POA。
4、Limited POA, 类似 General POA，但限制了时间或有效范围。这种 POA 也不常见。
      

       注意 : 如果使用 Spring POA，一定需要写明条件，常见的条件是：如果有 2 名以上医生证明我本人没有能力管
理我的事物。（This power of attorney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This Power of Attorney shall not 
be used unless and until two doctors have provided letters stating that I am either physically or mentally incapable of managing 
my own affairs.）

       POA 的重要性：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一对夫妇，男生在中国打拼，女生在维多利亚带孩子，买了房子，房
子是两个人的名字，之前有人建议让男生写一份 POA 给女生，男生觉得没必要，两人活蹦乱跳的。结果男生突
然在国内出了车祸，昏迷了，这边想把房子卖掉拿出钱来治病，但没有 POA，根据 BC 省的法律，没有双方的同意，
房产没法处置。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房子只写女生的名字不就好了，回答是：不一定，有的银行在执行贷款的时候，
如果户主是已婚，虽然户主只有一方，也需要另外一方在“知晓通知书（Acknowledgement Notice）”上边签字，
表示另外一方知道房产过户这件事。

     说几个 POA 常见的问题：

1、EPOA 常见的格式，在 BC 省的律师协会有样本，可以下载参考一下，点击这里。这个样本描述了第一委托人，
第二委托人，以及委托的范围。
2、准备 POA 之前，最好先填写这份 BC 省律师协会准备的 POA 问卷，这份问卷只有 14 个问题，却能理清具体
需要什么样子的 POA。（请点击这里）
3、在准备 POA 之前，最好先看一眼这份同样是 BC 省律师协会准备的 POA 准备清单（请点击这里）
POA 的代理方责任是相当重大的，理论上，他可以清空被委托方的财产，变卖其全部家产，因此 BC 省律师协会
还专门准备了一份 POA 指导，交给委托方如何保存 POA 和有效的行使对应的权利，请点击这里。
4、不同的银行可能会要求采用自己的 POA 格式，但 BC 省律师协会认证的 POA 格式是可以通用的。因此，最
好采用 BC 省律师协会认证的 POA 格式。
5、完成的 EPOA 如果涉及到房产委托，一定要去地产局注册（Land and Title Office），如果没有在地产局注册的    
POA 有可能会在房屋过户的时候产生无法过户的问题。
6、POA 一定要由 BC 省的持牌律师或公证师（Notary）审核和完成。



  

                                                 餐饮的 7 处经营问题

1、餐饮业人才配置不合理，录用的大多是餐饮内部管理人才，
而他们往往对企业的营销工作知之甚少，因此多数餐饮企业在市
场调查、市场策划和市场拓展方面十分薄弱。
2、对营销的理解狭隘，认为营销人员即为推销员，从而对营销
人员的使用不够重视。

3、机构配置落后，使得企业对市场和顾客只是被动地销售，而
不是主动地营销，从而错失大好市场机会。

4、在营销手段上仍局限于传统方式，大多数情况为了在一段时
期内的一项生意而采取较好的营销手段。而没有长期稳固采取可
持续营销手段。

5、资源节约，降低成本没有成为成为餐饮业的营销原则资源节
约是可持续营销的院子之一，但在餐饮企业并未树立真正的资源
观，“粗放式”经营和消费者的“炫耀型消费心理”没有得到控
制和制约，导致许多资源被破坏，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6、缺乏品牌营销意识品牌经营是通过品牌实力的积累，塑造良
好的品牌形象，简历营销狗做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统筹安排，
科学规划，按照市场营销策略有关理论，结合餐饮业的行业特点，
需要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方面着手，打组合拳。

7、对市场竞争的形式分析和认识不足，没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没有及时认真分析对手的发展变化，而是
静止的看到自己的优势，从而没有比较强烈的市场竞争紧张感与
危机感。

8、缺乏合理科学的长期全面的餐饮营销规划。由于基本满足目
前的经营状况，很多餐饮企业不能清醒的认识当前和未来的优劣
势变化，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市场机构严重存在失衡问题。



                                营销策略建议
1、树立正确的营销观念，正确的营销观念必须树立的良好的产品质
量与别具一格的企业特色纸上。产品质量是餐饮企业的生存之本，对
于菜肴的质量和服务质量都要抓好。

2、注重职业道德，推行诚信营销。推行诚信营销，首先要讲究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的内容很丰富，在烹饪教育中有专门的一门课程进行专业的
教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只有自己能吃的东西，才让顾客吃。只有
自己愿意卖的东西，才能对顾客进行销售。

3、实行宣传促销策略。做好餐饮全员促销工作，餐饮业产品促销，
不是哪个领导个人事情，更不是哪个部门就能做好，要通过各种形式
活动进行宣传促销。

4、实施品牌营销策略提高企业和国民品牌营销意识，吧餐饮月品牌
营销及实施名牌战略提升到名牌经济的高度，才能对品牌营销和名牌
战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提高对品牌营销和实施名牌战略的自觉
性。

5、加强广告宣传，树立品牌形象。传统的中式餐饮业大部分采取口
碑传播，因此在品牌传播上收到很大的地域性限制，而随着信息产业
的传播与发展，餐饮业品牌的传播方式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多媒体、
长时间的宣传，除了一靠传统的口碑相应，要要应用电视，互联网，
通过广告宣传，尽可能地使产品的个性特征更加突出，激发消费者的
购买欲，有效的占领更多的市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餐饮的
需求与日俱增，对餐饮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餐饮页作为市场
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由于历史
的局限以及传统的约束，要有所突破，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发展餐
饮业的重要意义。并以此为起点，积极探索发展途径，制定合理的发
展策略。











制作方法

     “酸梅汤古来即为上
好的夏日饮品。清代经
御膳房改进成为宫廷御
用饮品，所谓“士贡梅煎”
即是。因其：除热送凉，
安心痛，祛痰止咳，辟疫，
生津止渴的功效，被誉
为“清宫异宝御制乌梅
汤”。



2、泡好的原料装入无
纺布袋中的果肉。

  酸梅汤的做法

用料：乌梅（适量） 陈皮（适量） 山楂（适量）
       桂花（适量）桑葚（适量）甘草（适量）
       薄荷叶（适量）         玫瑰茄（适量）

3、将无纺布袋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熬 30
分钟，然后关火放冰糖

4、出锅前撒上桂花。                     
                                                                                                                                                      
                                                                                                                                                      

1、将原料洗净（桂花除
外），放入碗中浸泡大概
30 分钟。

        很多人都觉得酸梅汤只适合夏天饮用，其实秋冬多喝酸梅汤也是好处
多多的，因为秋冬特别容易感到乏力，这个时候喝杯酸梅汤可以起到很好
的提神作用，让肌肉和血管组织恢复活力。另外，这么多酸性物质还可
以促进唾液腺与胃液腺的分泌，不仅生津止渴，出外游玩时也能避免晕车，
或者在喝酒过多后，起到醒酒的作用。







          五钻留学移民公司位于著名的“花园”城市。BC 省省会维多利亚市。
地处省会，使五钻公司能有效地狱加拿大政府和 BC 省政府就移民事宜
进行沟通，尤其是加拿大政府和省政府联合开发的移民项目。

                                                                  五钻使命
        五钻留学移民公司的使命是运用我们的经验、技能和只是帮助客户
克服留学或移民加拿大过程中的挑战与困难。留学移民行业由于五钻公
司的努力而更加美好。我们坚信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进入

                                                                  五钻理念
五钻留学银民公司秉承“客户第一”的理念；
严格遵守监管机构执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换位思考，客户视角
优质服务，尊崇体验
增值服务，超越预期

                                                                   五钻准则
        为有效实现客户目标，并保证客户 VIP 体验。五钻留学移民的工作
准则如下：
        充分利用五钻公司掌握的留学移民方面的一手信息，全面分析客户
需求，为客户匹配最合适的留学移民项目。从签约到完成服务，五钻与
客户沟通高效清晰。节约客户的宝贵时间，降低客户成本。借助五钻团
队中英文语言优势，准确解读加拿大移民法律法规及行业动态。融合五
钻公司对加拿大文化，商业和教育的切身体验，为客户留学移民提供“保
姆式”服务。
                                                                  隐私保护
       五钻留学移民公司所有团队成员严格按照我们隐私条款的规定来保
护客人的隐私。当您和五钻公司签署委托协议时，请仔细阅读协议中的
隐私条款和其他材料，以使了解我们如何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我们的官网：
www.5diamonds.cn

拨打电话：
1-250-588-5368

发邮件到：
john@5-diamonds.ca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加微信

                                                                   五钻团队
        五钻留学移民公司由石新玲女士和侯磊先生在加拿大 BC 省省会维
多利亚市共同创立。其中，石女士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加拿大移民
顾问监管协会注册会员。该协会是加拿大唯一的移民顾问监管结构。
        五钻团队主要成员在中国各个行业都超过 20 年的工作经验，通过
BC 省提名项目移民加拿大，在维多利亚生活和经营企业超过 5 年。在
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没权珉阿熟悉和掌握了在加拿大拥有和管理中小企业
所需要的的劳工、财税、法律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管理
公司的知识和经验。艾伦 普拉滕先生在维多利亚生活和工作超过 40 年，
积累了广泛的当地社会关系、人脉资源和优质的口碑。昔日投资移民，
华丽转身，服务社会。五钻团队是您了解加拿大、留学加拿大、移民加
拿大、融入加拿大、乐享加拿大的最佳引路人。

石新玲女士
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

郭梅女士
业务拓展经理

刘劲松先生
业务拓展经理

艾拉 普拉滕先生
业务拓展经理

侯磊先生
客户经理



                            

                            

                            

                            

                            

移民加拿大找五钻

五钻专项服务

留学加拿大 找五钻

就业加拿大 找五钻

就业加拿大 找五钻

快速通道
    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枫叶卡，乐享加拿大工作和生活
             * 联邦技术移民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的第一选择
             * 加拿大经验类移民
                 特别推荐给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朋友
              * 联邦技工移民
                 欢迎厨师、电工、木匠等技工人员联系我们
家庭团聚
               * 夫妻 / 子女团聚
                  有情人相聚加拿大，不在天各一方
                * 父母 / 祖父母团聚
                  好山好水好生活，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其他移民项目
               * 保姆移民
                   新政出台，无需打分，一人申请，全家受益
               * 创业移民
                   您有商业价值的好主意，五钻帮您来移民
               * 自雇移民
                    文体专业人士移民加拿大，就走这条路

* 自主申请前期辅导
               对选哪个项目有疑惑，让我们来帮您

* 自助申请提交把关
               对自己准备的申请有点不踏实，找五钻

留学规划
   * 小学 / 中学
      聚焦大维多利亚地区，掌握学校和教育的一首信息，
为客户提供专业建议和个性化服务，帮助客户享受到
加拿大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人性化的教学模式
   
    * 大学研究生
        面向加拿大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为客户量身定制，
统筹规划和留学和移民，视线留学，移民一条龙服务。

留学规划
五钻团队丰富的经验为您的申请保驾护航，我们广泛
的当地资源网络，帮您更快更好地找到合适的雇主，
满足您的的工作申请要求

加拿大超级签证
每次入境居留期两年，免除老人奔波之苦

旅游签证
加拿大 / 美国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日本 / 欧盟 / 韩国

工作签证 / 许可申请 / 续签
  身为老板，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当地员工，想来加拿大
工作的外国人，困于没有合适工签；
五钻团队都能通过 LMIA 帮您排忧解难

学习签证 / 许可申请 / 续签
        五钻公司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让您从繁琐
的申请流程中解脱出来，专注自己的学业和未来。
    

* 拒签调档
               找到原因，方可对症下药

* 持牌移民顾问专业咨询服务
               花钱买个放心，有问必答，时间长短，由您定

技术移民
              * 技术人员移民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的第二选择
              *BC 省研究生移民
                 九大专业研究生的福音，免除雇主担保
              * 加国大学毕业生移民
                期待服务业、旅游业、食品加工业的朋友
企业家投资移民
              让您的勇气、经验只会在加拿大落地开花结果               
               * 基本类
                  投资地区随您选，只要您喜欢
                * 区域试点
                  2019 新政、投资小、社区支持好
其他移民项目
               *BC 省提名快速通道
                   全程网上提交，最快的 BC 省提名项目
               *BC 省提名科技试点项目
                29 个高科技紧缺人才刚问等待您、无需 LMIA
               







        北京洪旭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洪旭传媒）是一家以创意和经纪
为主线的文化传媒企业，公司成立二十年洪旭人始终专注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与民族音乐事业，成功运作数千个成功案例公司经营范畴涉及演艺经纪、艺术
创作、器乐培训、会展活动、广告宣发、体育赛事、影视动漫等领域旗下艺人
团队由国际马头琴大师李波、著名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家贺西格神骏乐团、塔尔
乐团、陀乐乐团、天空乐队、梦天使乐队等数十位艺人组成。洪旭传媒系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演员经纪人联盟、中国西部院线联盟、北京演出
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及多个文化产业协会会员单位。

演出预约：8610—65533220

李波 
国际著名马头琴演奏家
从艺五十余年 旅美旅日三十余载
 创作了迄今为止难度最高的
马头琴曲《遥远的敖特尔》   
出版了中国第一张马头琴唱片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卷》
创造了马头琴连跳弓和连顿弓的演奏技法

贺西格
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家
在马头琴音乐的教学、传播、创作、编曲
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熟谙蒙古族传
统音乐文化
他积极探索马头琴音乐的应用与实践，创
新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逐
渐形成了普世化，精英化，独树一帜的名
族音乐风格



神骏乐团   
漠北枭骑 金奖团队 
多次进行国际巡演
多次赴海外进行公益演出及文化交流活动
多 次 登 陆 中 国 中 央 电 视 台 及 各 大                                                                                                                                                
 卫视

天空乐队   
坚持原创二十年的摇滚乐队 
多次举办签过巡演及公益演出
多次参加国内外知名音乐节
举办数百场专场演唱会

何佩勋   
台湾著名钢琴家
第一位横跨独奏、歌剧、芭蕾、室内
乐团、交响乐团、与英美合作音乐剧
的创作型钢琴家
多次担任全国特长生器乐大赛、德国
欧米勒等国际大赛钢琴评委

梦天使女子乐队   
追逐梦想的女子天团 
乐队成员全部为 90 后女孩
乐队全部音乐均为原创
跨界融合多元化的世界音乐 

陀乐乐团   
雪域高原 非遗藏音 
内地非遗传承世界音乐乐团
他们将传统的非遗文化传承藏族玛尼调与
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元素完美融合，以非
遗音乐的独特魅力让经历千年的古来艺术
和文化，在传承与穿心中得以延续 

张渲妮   
香港著名音乐教育家 
张渲妮是邓丽君唯一的学生
也是香港中华国际名族器乐大赛
第一至十一届的发起人之一
她声音甜美，可塑性强，低，中音婉
转高音不仅挥洒自如，而且柔和透亮

洪旭马头琴乐团   
传承非遗 推陈出新
致力于马头琴推广的民族乐团
游走世界传播马头琴艺术
举办数千场马头琴教学讲座
举办数百场马头琴专场音乐会



新学期民乐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