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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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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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燥

秋季饮食以润燥为当务之急。秋天的“燥”从何来？秋在“五行”对应中属金，在人体五脏六腑对

应中为肺。此时自然界阳气日衰，阴气日生，雨水渐少，因此，时令主气为“燥”。燥热之邪容易

损伤人的肺气，导致人体内的阴液津气耗散，出现各种干燥的表现，如人体皮肤干燥皲裂，口鼻干燥，

咽干，口渴，舌干少津，大便干结等等。

养阴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季适合阴虚的人，可多吃一些养阴的食物。

银耳：富有天然特性胶质，有美容，帮助肠胃蠕动，减少脂肪吸收的作用。但慢性腹泻的人不建议食用。

其他养阴食物：蜂蜜、莲子、山药、红枣，以及菠菜、黄花菜、无花果、雪梨、萝卜等，可常吃以

预防秋燥伤阴。

增酸

立秋后，就可以适量选择一些酸的东西以收敛肺气，养护肝脏 (肝五味主酸，以增加肝脏的功能 )。

饮食上可以多吃葡萄、猕猴桃、山楂、柠檬、苹果、石榴、葡萄、柚子等酸味的水果，这些水果可

以起到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效果。请注意，血糖高者应少食或禁食葡萄。

温食

初秋时节，仍然是湿热交蒸，以致脾胃内虚，而立秋之后，气候转凉，人们身体的抵抗力有所下降。

俗话说，“秋瓜坏肚”，性味偏寒凉的瓜类水果，特别是西瓜、甜瓜等应尽量少吃，以免伤害身体。

为保护脾胃，应多进温食，节制冷食、冷饮。可以用粳米或糯米煮粥，都有健脾胃、补中气的功能。

休息、运动两不误

秋天来了，人应当早睡早起，使情志安定平静，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使肺气保持清肃，使人

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另外，也要及时调节情绪，这乃是顺应秋气、养护人体收敛机能的

法则。要是收敛机能未得到养护，冬天的闭藏之力则不足，入冬之后就会有飧泄之症，即大便泄泻

清稀，并有不消化的食物残渣。立秋之后，可适当增加运动，增强肺部的能力，最根本的就是全面

增强体质，坚持锻炼身体。

一起来抓抓秋日养生
润燥、养阴、增酸、忌生冷

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开始琢磨“贴秋膘”了，其实刚经过酷暑，人的脾胃功能会有所减弱，

骤 然 进 补 会 加 重 脾 胃 负 担， 因 此 可 以 先 从 有 营 养、 易 消 化 的 食 物 开 始， 适 度“ 贴 秋 膘”。



       头部按摩可以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摄氧量，有利于大脑皮质
功能的调节。对于亚健康、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消除紧张、焦虑，解除疲劳，
使大脑获得充足的精力，对于老年人还可以延缓或者治疗失眠、耳鸣、耳聋、
头晕等症状。
         
一、安眠穴：
行指揉法，以食指、中指成剑指，
置于安眠穴上，稍用力按揉，微觉
酸胀感为度。于临睡前按揉，配合
缓慢自然呼吸，按摩约 5 分钟，对
失眠头痛炫目均有疗效。
         
三、迎香穴：
将食指指尖置于迎香穴，做旋转揉
搓。鼻吸口呼。吸气时向外、向上
揉搓，呼气时向里、向下揉搓，连
做 8 次，多可 64 次，如伤风感冒、
鼻流清涕或鼻塞不通，尽可多做。
鼻塞时按揉迎香穴，通常可缓解鼻
塞。

         
五、太阳穴：
两个拇指指腹分别压住左右两个太
阳穴，顺时针方向，用力稍强揉 16
圈儿，方向相反再揉 16 圈，向下
转呼气，向上转吸气。按摩太阳穴，
能加速血液循环，使脑血管通畅，
促使脑动脉硬化逆转，对预防中风
有效。
         
六、百会穴：
按摩前全身放松，闭目仰卧在床
上，用右手拇指外侧或者掌心，顺
时针方向按揉百会穴 3-5 分钟，每
晚睡前一次，有助于改善睡眠；用
手掌按摩头顶中央的百会穴，每次
按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各按摩
50 圈，每日 2 － 3 次，可以疏通经络，
达到双向调控血压的作用。

         
四、风池穴：
用大拇指中指一边一个，来回捏揉，也可以
用食指放在风池穴上，加强力度，另一只手
按着头，起到固定免得在按摩的过程中，头
来回的晃动。自己也可以用按压法，把四根
手指头放在自己的头顶两边，大拇指按到风
池穴，用大拇指来回的按揉。也可以用四个
手指头，变成爪形，撮到一起，叩打风池穴，
这样可以去风寒，去风热，而且还能清醒五官。

二、印堂穴：
被按摩者仰卧，按摩者坐于其头后，用拇指
从鼻子向额头方向推抹印堂穴约 2 分钟，以
局部有酸胀感为佳。具有治疗头痛、头晕眼花、
眼睛疲劳、黑眼圈、额头皱纹、鼻塞、酒渣鼻、
鼻窦炎等。

头部穴位按摩



五花肉适量

1、 土豆切片上锅蒸熟压
成泥，加入黑胡椒和盐搅
拌

土豆 2~3 个   鸡蛋    淀粉     面包糠     虾仁 10 只     芝士碎 适量

食材

2、 大虾去壳去虾线，留
下虾尾，加入黑胡椒和盐，
料酒姜片腌制

4、虾尾留在外面 5、 裹 上 一 层 淀 粉 裹
蛋液和面包糠

6、烤箱 180 度烤 20 分钟

3、土豆泥包入芝士碎和整
虾

土豆虾球



【考驾照】在维多利亚如何考驾照
        在维多利亚没有车非常不方便，如何坐公交请参照我的文章：【知难行易】在维多利亚如何坐公交 , 如果
你在中国已经有驾照了，希望在这里换成 BC 省驾照，请参照我的文章：【行天下】维多利亚与车相关资讯汇总，
这篇文章包括了作为旅游者相关的驾车规定，以及签证超过 6 个月以上，如何快速约考的小窍门等。注意，维
多利亚驾照管理机构（ICBC）有中文网站，https://www.icbc.com/Pages/cn/default.aspx。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驾照，希望在维多利亚考取驾照，简单的说就是三步：笔试、路考、第二次路考！
笔试一般是计算机考试，要求是 50 道题答对 40 道，复习资料可以看下边的链接。通过笔试后，
需要进行一项视力和听力测验，都合格后就可以拿到 L（Learner）驾照。
笔试之前：如果你未满 19 岁，一定要求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书，同意书可以点击这里下载，
注意：如果 ICBC 发现你的父母没有在加拿大居住，他们会推迟你的申请，即使你有家长同
意书。因此最好是你的监护人或家长陪你一起去申请。
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驾照，希望在维多利亚考取驾照，简单的说就是三步：笔试、路考、第二次路考！
笔试一般是计算机考试，要求是 50 道题答对 40 道，复习资料可以看下边的链接。通过笔试后，
需要进行一项视力和听力测验，都合格后就可以拿到 L（Learner）驾照。
笔试之前：如果你未满 19 岁，一定要求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书，同意书可以点击这里下载，
注意：如果 ICBC 发现你的父母没有在加拿大居住，他们会推迟你的申请，即使你有家长同
意书。因此最好是你的监护人或家长陪你一起去申请。
      ·两张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护照、学生签证、学生证都可以）
      ·笔试费用：$15
笔试的准备资料：
官方英文版
手机应用 Learn to Drive Smart
可下载的章节书（https://www.icbc.com/driver-licensing/driving-guides/Pages/Learn-to-Drive-Smart.aspx）
模拟测验（https://practicetest.icbc.com/#/signs）
非官方的 （如果有朋友补充，麻烦用最下边的意见栏发给我）
【硬贴】温哥华驾照笔试题库＋答案 （中文版）
https://www.vandiary.com/2016/10/17/vancouver-drivers-licence-class-7-written-test/
FREE ICBC Knowledge Test Practice 2018 | BC
加拿大 BC 驾照考试模拟题 https://bc.driver-test.com/
加拿大 BC 省驾照笔试模拟题（2022 版）https://passl.ca/

考试可以选用中文或英文，如果第一次没有考过需要等待 7 天后才可以再考。考试通过后可以拿到 L 学习驾照
中国人的驾校：　
天 龙 驾 校（SKY DRAGON DRIVING SCHOOL）地址：1617 Fernwood Road, Victoria BC V8T 2Y2， 联系人： 
250 580 1988 微信号： victoriaguomei Email: skydragondrivingschool@gmail.com
驾校详情：ICBC 认证持牌教练：在国内和加拿大有着数十年安全行车经验。双刹车丰田 Prius（油电）绿色能
源教练车，配备倒车影像和雷达系统，全方位提升驾驶安全保障。车辆小巧， 方便驾驶。真皮座椅， 真皮方向盘， 
舒适温馨。
服务项目和价格：（时间从接到您开始到服务结束后送回为止）
单次课程（1.5 小时）， 服务价格 120 加币（含税）。
4 次课程（6 小时），服务价格 450 加币（含税）。
8 次课程（12 小时）， 服务价格 850 加币（含税）。
考前热身和路考用车（2 小时）， 服务价格 168（一路发）加币。
包过课程：服务价格 1580 加币（含税）， 包括考前热身和路考用车。
平安驾校：250-885-1688
L（Learner）学习驾照
拿到学习驾照需要 12 个月后才能去参加第一次路考，学习驾照的有效期是 2 年。
N（Novice）新手驾照
拿到学习驾照后需要 24 个月后才能去参加 5 级（Class 5）驾照路考，学习驾照的有效期是 2 年。



  餐饮外卖平台如何做好精准运营？

       一、数据排名？
我们首先要先知道，外卖平台的销量的决定因素是你的排名，那什么是排
名？打个比方，在班级里，考试成绩越高的孩子就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关
注，得到了老师更多的关注，意味着这个孩子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又更容
易的得到更高的成绩。所以，排名代表的就是曝光量，以及你的名次。越
高的名次就有着越高的曝光量。所以，排名规则到底是如何的？该如何有
更好的排名？

影响销量因素

1、排在首位的是昨日的交易额
昨天的交易额会占整个流量排名最重要的份额。但是这个交易额是扣除掉
你满减，折扣等活动的实际交易额。打个比方：昨天交易额是 100 元，活
动支出是 10 元，剩余的 90 元就是你昨天的实际交易额。这个昨日交易额
就是排名中最重要的一个。

2、门店所有的活动力度
活动力度包括满减的设置，特价折扣菜的设置，门店新用户立减，减免配
送费，平台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可参加报名的活动。你的活动越大，你
的排名就越靠前。

3、昨日的订单量
昨天你的外卖数量越多就越靠前。已取消的订单，无效订单不纳入计算范
围之内。

4、门店的评分
对！就是你店铺的评价！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回复你的评价，无论好
坏”！第一时间回复评价系统会给你额外排名！！！当然也有很多的小技
巧是能够让你的好评更多，差评消失。

5、客单价
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你的今日收入 ÷ 你卖了多少单。平均每单是多少钱！
为什么这个也要影响排名？因为你的单价越高，平台抽成也就越高啊，两
个商铺，一个一个月 100 元给商场百分之 10 的钱给商场。一个收入 10 元，
也给百分之十。你觉得商场会把更好的位置给谁？

配送距离真的不是越大越好，因为配送距离越大，需要顾客付的钱就越多。
配送距离只有离客户越近才会越靠前。这点很重要，范围适中就可以了。

二、接着谈到四大分析 分析什么？
01 整体分析

通过整体分析外卖平台数据来判断市场的走向以及交易的涨幅情况，了解
周围店铺的其他商家数据以及是否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综合判断店铺目
前的运营状况是否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

02 顾客分析

通过统计顾客消费数据可以了解客单价和消费水平，并能影响餐厅的产品
价格定位。再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知道自己的顾客流失和转化情况，
以及商圈是否饱和。

另外还可以建立用户画像，分析男女比例，产品口味喜好，消费水平等，
这样可以做针对性的产品推广。对于顾客评价也要及时回复，差评也要了
解情况，并解决问题。

03 复购分析

分析每月老顾客的复购比率，如果老客占比很低，就需要分析是否要调整
外卖产品结构和优化产品质量，或者是同商圈开了新店。还要分析店内菜
品销量和复购率，从核心菜品出发，研发新品以代替那些销量和复购都很



6、时段
比如说你是卖早餐的，在早餐的时间你的排名就会高，你在下午茶
的时候排名自然会下降。这就是在不同的时候你的排名也会有不同
的改变。
7、配送距离
配送距离真的不是越大越好，因为配送距离越大，需要顾客付的钱
就越多。配送距离只有离客户越近才会越靠前。这点很重要，范围
适中就可以了。

二、接着谈到四大分析 分析什么？
01 整体分析
通过整体分析外卖平台数据来判断市场的走向以及交易的涨幅情况，
了解周围店铺的其他商家数据以及是否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综合
判断店铺目前的运营状况是否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

02 顾客分析
通过统计顾客消费数据可以了解客单价和消费水平，并能影响餐厅
的产品价格定位。再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知道自己的顾客流失
和转化情况，以及商圈是否饱和。
另外还可以建立用户画像，分析男女比例，产品口味喜好，消费水
平等，这样可以做针对性的产品推广。对于顾客评价也要及时回复，
差评也要了解情况，并解决问题。

03 复购分析
分析每月老顾客的复购比率，如果老客占比很低，就需要分析是否
要调整外卖产品结构和优化产品质量，或者是同商圈开了新店。还
要分析店内菜品销量和复购率，从核心菜品出发，研发新品以代替
那些销量和复购都很低的菜品。另外作为餐饮人也应该学习使用精
准营销工具，通过针对新老顾客做精准推广，提升复购率。

04 流量分析
确保自己外卖店铺的流量，针对进店转化率、下单转化率、复购率等，
随时调整你的营销战略，看看你的竞价推广是否合理，店内装修是
否完善，并了解同商圈动态，以及竞争对手的外卖运营情况，通过
对比来发现自身问题，调整店铺以提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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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好所需的食材 2. 锅中放入清水，煮沸后
倒入西米，煮至西米中间
只有少许的白色硬芯

3. 盖上锅盖，用余温闷
15 分钟左右，直到西米
没有白色硬芯变成透明
即可捞出过凉水，放入
冰水中备用

4、取出芒果和西柚肉

5. 之前的草莓液滴在上面

5、芒果果肉放入料理机中，
倒入椰浆和牛奶，搅打成芒
果泥，杯中放入西柚肉、芒
果肉和西米，倒入没过西米
的牛奶，再倒入打好的芒果
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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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龙 驾 校  
SKY DRAGON DRIVING SCHOOL

地址：      1617 Fernwood Road, Victoria BC V8T 2Y2
联系人： 郭 梅              
手机：       250 580 1988
微信号： victoriaguomei    
Email: skydragondrivingschool@gmail.com

ICBC 认证持牌教练

双刹车丰田 Prius（油电）绿色能源教练车

配备倒车影像和雷达系统，全方位提升驾驶安全保障。车辆小巧， 

方便驾驶。真皮座椅， 真皮方向盘， 舒适温馨。

天龙驾校，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

给我一个机会， 还您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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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