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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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027 PANDORA AVENUE,
VICTORIA,CANADA

TEL:1-778-922-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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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花草多、雨水多，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这

样的季节里还容易上火，其实春天上火多与肝有关。

春 季 上 火 与 肝 有 关

1. 春天到来阳气上升，人体内的许多器官积蓄

的内热，特别是肝脏，这些内热散发出来后，

人体就会出现春燥，导致阴阳失调、新陈代

谢失调，加上北方地区此时干燥多风，就容

易出现上火症状。挥作用。

1. 注意饮食
饮食上火的原因之一，想要降火我们也要注

意自己的饮食。春天容易上火的人要少吃辛

辣食物、温补食物，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

饮食清淡才能有效防治上火。另外，日常要

多吃新鲜的果蔬，这些果蔬最好选择有降火

功效的，比如梨子、苹果、西瓜等，像榴莲、

荔枝这些容易上火的水果要少吃。

2. 保持好好心情
经常动怒的人，肝火旺盛，而春天本就容易肝

火旺盛，再生气的话就更容易上火了。所以，

情绪容易波动的人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当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可以找个知心的朋友倾

诉，不要憋在心里，也不要对他人大吼大叫。

如果生活中压力很大，也要懂得缓解压力。

4. 多喝水
多喝水对身体大有益处，养成喝水的好习惯，

能及时补充身体水分，避免春燥上火，最好每

天早起能喝一杯温开水，然后再喝一些蜂蜜水。

3. 睡眠要充足
一天 24 小时，而我们要有 8 小时的睡眠时间，

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基本要求，它能缓解疲

劳，保证身体新陈代谢的平衡，让身体更健康，

而经常熬夜的人则容易出现上火症状，想要避

免春天上火，就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

2. 饮食。不管是哪个季节，饮食都是导致上火

的不可小看的原因。喜欢吃辛辣食物的人往

往更容易上火长痘，经常吃稳步类食物的人

也容易出现上火症状。

3. 春捂捂太久。这是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上

火原因，我们都说“春捂秋冻”，春季养生

的确需要春捂一段时间，但是当一天中的最

低气温已经超过 15 度时，还不肯脱下厚重

的外套，还在春捂的话，身体内热积蓄、内

火上升，就容易上火了。

 

4. 生活不规律。经常生活不规律的人，身体

内分泌紊乱，加上有些人生活压力大，容易

上火。

 

肝火太旺易长痘 
四种方法助你有效去火

【如何清火】



       神经根型颈椎病——以手麻为主颈部侧方颈横纹的
中点，轻轻用手指按压，如果产生手麻或者疼痛，可能
就是引起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筋结了。还有在腋下极泉穴
位置，用手指使劲往上扣，感觉到手麻也可能与神经根
型颈椎病有关。

       颈性类冠心病心脏没有明显病变，但出现类似心脏
病的症状，一般会在胸锁乳突肌的下方摸到筋结。

   以上地方，容易出现颈部筋结，如果找到了筋结，那就要把它揉开。
【手法重点】需要绕着筋结做轻微地揉动，但又要伴有一定力量加大的捻动，给痛性结节一   
个微痛的刺激为宜，每次揉 5-10 分钟。  

1、脚底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脚底有很多穴位，通过按摩穴位后，体内血液循环加速，脚部的温度
也会随着按摩变得暖和，冬季手脚冰冷之人，可多做脚底按摩。

2、加快新陈代谢，脚底按摩促进人体的肾上腺素增多，进而加快人的新陈代谢，女士的气血也会变得
红润。

3、提高睡眠质量，通过按摩，可以缓解人的身体疲劳，紧张的情绪也可以得到疏解。在放松的环境中，
人的心情会变得愉悦，睡眠质量也会随之提高。

4、长期适当地进行按摩，对糖尿病、肾脏病等慢性病的治疗有益。

这七类人群不适合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以下七大类人群就不适合脚底按摩：急性病患者；有血液病患者；
身体极其虚弱者；处于月经期、妊娠期患者；严重心脏病的患者；皮肤病、传染病患者；骨质疏松患者。

         走在大马路上，每条街上都找到足底按摩店，可见中国人对足底按摩的迷恋程度有多高。脚掌虽小，
却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也被按摩店鼓吹为驱病养生的手段，脚底按摩虽好，但按摩不好，不
但不能对身体有益，还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脚底按摩的注意事项

1、脚底按摩并不是越疼越好，太
用力会导致皮下受伤，最好的力
度是介于不疼和疼之间，有点疼
的力度刚刚好。

2、足底按摩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
好，建议每次长于 15 分钟，但最
长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3、涌泉穴、太白穴、太冲穴是常
按摩的三个穴位，但是如果找不
准穴位，也没关系，穿上袜子踩
在凹凸不平的指压板上也可以起
到按摩的作用。

4、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按摩，
夏天按摩后，不要按后就立马对
着风扇吹脚。



1、番茄煮熟去皮，
把姜黄粉、辣椒粉、
脱水香菜、月桂叶、
丁香、小豆蔻和孜
然备好放置盘中

2、 中 火， 将 切 成
的薄片洋葱炒至焦
黄，用漏勺把炒洋
葱的油过滤掉，放
凉与切碎的番茄，
蒜蓉姜蓉备用。

3、抓住鸡腿切口出的皮
反向拉皮，并把放凉的洋
葱用料理机打碎。

5、加入切碎的番茄，继
续翻炒，并加入希腊酸奶，
翻炒均匀，煮 5 分钟。

6、 将 打 碎 的 洋 葱，
加进去翻炒均匀后加
入鸡腿，将部分酱铺
在鸡腿上面，让其更
均匀入味。

7、 加 水 煮 沸， 调 小
火，加盖煮 40 分钟，
偶尔翻动一下，以免
粘锅，然后拿走盖，
煮十分钟，酱稠油出。

8、 准备一些香菜，
锅中放些，盛盘放些，
即可。

4、中火炒洋葱的油炒蒜
蓉和姜蓉，如果油太少，
可以适当加入一点炒至金
黄。

鸡肉
洋葱
番茄
希腊式酸奶

1000g
600g
500g
50g

姜蓉
蒜蓉
辣椒粉
姜黄粉
孜然
香菜
小豆蔻
丁香
月桂叶
香菜叶

2 茶匙
2 茶匙
2 茶匙
1 茶匙
1 茶匙
2 茶匙
6 颗
6 颗
1 片
5—6 大勺

主料

食材清单（四人份）

辅料



       如果孩子在报税当年 4 月 1 日之前年满 18 岁，就应该报税，换句话说，今年是 2021 年，
如果孩子的生日是 2003 年 4 月 1 日之前，请填写 2020 年的税表，不是尽义务，是拿福利！
最主要的福利有两项：
        GST/HST Credit 信用福利（详情请见这里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
publications/publications/rc4210/gst-hst-credit.html）。原则上，所有单身无收入的成年人都有 296 元的
GST/HST Credit 可以发给你。
       BC 省环境税（详情请见这里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taxes/income-taxes/personal/credits/
climate-action）。同样情况，孩子在 2020 年能拿到 193.50 元。

问题来了，你不是说 19 岁才算成年吗，为啥孩子 18 岁就要报税？
        原因是 GST Credit 和 BC Climate Action Tax Credit 发钱不是一次发的，是每 3 个月发一次，如果
在其中任何一次满足了 19 岁，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拿到之后的 GST 退税和 BC 省的环境税。拿到退税
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填报相应税表。众所周知，报税是每年 4 月 30 日截止的，因此凡是第二年 4
       以下为加拿大支付 GST 退税的时间表：（从孩子 4 月 30 日之前报税起，只要孩子在这个期间满
19 岁就可以领到相应的 GST 退税）
2021 年 7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5 日       2022 年 1 月 5 日          2022 年 4 月 1 日
         具体时间表参考我的文章 ：【税务必读】税务重要日期及重要邮件 https://victoriasummer.ca/3002.
html。如果你发现自己孩子已经超过了年龄，可以酌情补填之前的税表。（具体链接这这里 https://
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tax-packages-years/archived-general-income-
tax-benefit-package-2017/british-columbia.html）  
       如果你觉得这几百块钱是小钱，还有一笔相当不菲的钱，就是孩子的高中以上的学费！这部分的
学费是可以积累起来（Carry Forward），等工作有收入后抵税的，最近见到到一个小朋友，来到加拿
大读大学 6 年了，一直没报过税，6 年中积攒的学费超过 5 万加币！心疼啊。注意：是高中以上的学费！
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的学费是不可以抵税的。

Thomas HU
胡松（Thomas Hu)，Sutton West Coast Realty 的房地产经纪，山东济南人，1992 年留学加拿大，McGill
的生物化学和计算机双硕士，奔波了很多地方，还是选择在维多利亚，很喜欢这座城市。在北美居住，
我认为最好的地方不是大城市，而是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详细介绍。我的
微信号：songhu2190, Email: thomas.hu.bc@gmail.com, 电话号码：778-922-2081.  最重要的是记住我的网站：
www.victoriasummer.ca

victoriasummer.ca/6988.html

       最后强调一句，报加拿大的税不需要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孩子持有学生签证就算作
加拿大税务居民！
        如果孩子还没有申请社会保险号（SIN），请到 Service Canada 办公室申请一下。
        地址是：
                           1401 Douglas Street ，办公时间是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4 点。（维多利亚）。
                            3179 Jacklin Rd. (Langford）

【税务知识】孩子在 BC 省多大应该报税



        饭店经营管理需要注意的一个方法是要努力创新，因为一味的模
仿别人，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的，再就是让任何的餐饮店面也就是
饭店都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使得本店的发展越来越好。

        目前市面上的饭店有很多，大家也可以理解，毕竟民以食为天，
所以很多的创业者都想要的开一家的饭店，不过开店容易，有一件事
情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饭店怎么才能管理经营好呢？确实开一家饭
店比较简单，但是想要做好经营管理确实要花费不少的力气，那么有
哪些经营管理的好方法呢？下面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饭店经营管理需要注意的一个方法是要努力创新，因为一味的模
仿别人，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的，再就是让任何的餐饮店面也就是
饭店都要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使得本店的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所
谓的特色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产品有特点，或者是在服务方面深受大家
的欢迎。相信做好了这样的方面，那么店面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会是

        其实要开一家餐饮店面，或者是想使得本店的发展越来越好，那
么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要努力的追求成长，这样的话才能朝着更高的
目标前进，因为一直停滞不前的话，那么本店的发展可想而知，在将
来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好，而如果追求进步，那么就要努力的设定不同
的目标，这样才能去体验成功的乐趣和充实感。

　一、饭店经营管理注意不断创新

　二、饭店经营管理注意追求成长

  

RestaurantRestaurant
饭店如何经营管理才能更好饭店如何经营管理才能更好



        经营饭店还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要以食客为出发点，因为有一句话
是说顾客就是上帝，其实这点大家也都理解，尤其是想要开一家餐饮
店面，那么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要认真的满足食客的要求，在做任何
事情的时候，都要以食客作为出发点，这样才能使得消费者满意本店
的产品。这也是开店需要关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些时候是适合店面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要
抓住时机，这样才能使得本店良好的发展。要经过适当的市场调查，
选择适合店面消费者喜欢的品种，然后用心的做好产品。关于时机问
题也是比较重要的，像是在饭店这个时候，肯定会是饭店的用餐高潮，
亦或者是在毕业季等时机，这个时候，店面的经营者就要好好的做好
规划，这样才能使得本店良好发展。

       上面简单的介绍了四点关于开一家饭店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其实
上面介绍的内容，都是关于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内容，除了上面的因
素之外，大家还需要了解的还有店面的选址，或者装修等等方面，这
些方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内容。不得不说，开一家饭店需要关心了
解的内容有很多，大家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要及时有效的总结经验，
这样才能使得自家的饭店经营的越来越好。因为确实目前市面上的饭
店很多，如果不长点经验，那么本店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好。

三、饭店经营管理注意以食客为出发点

四、饭店经营管理注意控制良机





Tel:2504158588             www.amethyst-inn.com







制作方法



加点粉色色素搅匀，倒
入慕斯圈中冷藏至凝固

蛋黄加糖和香草精搅拌
均匀，并加入热牛奶

酸奶倒入杯子中，用
调羹使其四周挂壁

加入泡软吉利丁片搅拌
至融化

奶油打至六分发加入蛋
奶液中搅拌均匀，并

放入蛋糕胚入模具中

留一些慕斯糊加粉色
色素调色后倒入冷藏
好 的 慕 斯， 再 冷 藏 3
小时

脱模后装饰就大功告
成啦！

倒入一些慕斯糊冷藏 30
分钟，并把冷藏好的桃
子果冻放入慕斯上

桃 子 饮 料 加 入 40g 加
入糖搅拌均匀，加入
泡软吉利丁

桃子味饮料 150g     蛋黄 40g    热牛奶 175g   
奶油 175g     桃子果泥 135g    海绵蛋糕 1 片

糖 1     15g   吉丁力片 1   5g    粉红色色素 1 适量   糖 2    65g      
香草精 2g     吉丁力片 2  10g     粉色色素 2 适量

再倒入一部分慕斯糊冷
藏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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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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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乐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