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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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健康养生	

2		食材食谱

3	 餐饮信息

4	 经营管理														

5	 中英文广告

6	 消费优惠券

主办 Sponsored by：
中国 . 北京洪旭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Sunrise Century Culture Developamt  Co.,LTD

联合主办 Co-sponsored by：
加拿大中华文化艺术协会

主编 Editor-in-chief：Annie yang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Angie

特约编审 Contributing  Editor：Jp Zhang

编辑 Editorial  Staff：Agnie Xiaoxi Wang

Health Regimen

Food Materials and  Recipes

Restaura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nglish And Chinese Advertising 

Coupons 

运营总监 Director of  Operations：Lucy

广告总监 Advertising Director：Jp Zhang

Tel：(778) 922 3388

发行人 Publisher：Annie yang



中医按摩预防治疗新冠 

新冠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强，易感人群广，在中医范畴属于疫病，根据新冠肺
炎发病特点和临床表现，中医辨证为寒湿郁肺，病位在肺，累及肠胃。人体穴位与生俱来，是人
体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人体的特殊部位，即是疾病的反映点，也是预防保健和治疗疾病的作用点，
对穴位的自我按摩，能够疏通气血，调理脏腑功能，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地陆续发布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工作方案中纳入了穴位按摩法。为
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组织中医专家根据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和症候表现，
结合地域、气候等，选取合谷、大椎、风门、肺腧、凤池、迎香、外关七个穴位指导普通人群进
行自我保健，预防新冠肺炎。穴位按摩操作简单，安全有效，非常适合居家者进行自我保健。

穴位介绍

1、合谷穴
合谷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临床上的作用非
常多，可以疏风清热、清泄肺气，还能通降
肠胃，止痛等。 
合谷穴定位：合谷穴位于手背部，第一、二
掌骨间，在第二掌骨桡侧终点处。取穴时以
一手的拇指指骨关节横纹，放在另一手的拇
食指之间的指蹼缘上，拇指尖下是穴。 

2、凤池穴 
风池穴是足少胆经的一个穴位，是足少阳胆
经和阳维脉的交会穴，有平肝潜阳，清肝明目，
安神定志的作用，可以用于头痛眩晕，目赤
肿痛等的治疗。 
风池穴定位：位于在颈部后区，枕骨之下，
胸锁乳突肌上端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中。
取穴时，头略低，耳后椎骨两次的凹陷处即
为此穴。一般双手扣于后脑，双手拇指指腹
的位置，即为风池穴。 

3、迎香穴 
迎香属于手阳明大肠经，是治疗鼻病常用要
穴，在临床中有“鼻病第一穴”之称，具有
清热散风、宣通鼻窍、祛风止痒、理气止痛
的作用，是临床治疗鼻塞、流涕等鼻疾诸症
之常用穴。 
迎香穴定位：迎香穴在鼻翼外缘中点旁，当
鼻唇沟中间。 



5、风门穴 
风门穴具有祛风散邪，宣肺解表。压此穴可增
强抵抗力，预防感冒，并缓解上气不接下气、
头痛、肩颈酸痛、胸背痛、晕眩、呕吐及脸部
浮肿等症状。 
风门穴定位：风门穴在第 2 胸椎下两旁。把手
从胸前转向相反一侧的肩，五指并拢，小拇指
抵住肩胛骨的上端，此时中指之间所在的位置
就是风门穴，左右各一穴。 

6、肺俞穴 
肺俞穴能养阴润肺，清热补虚，开窍醒神，是
治疗肺脏疾病的要穴，除可用于治疗颈肩疼痛
等局部病证外，还善于治疗肺系疾患如感冒、
咳嗽、气喘等。 
肺俞穴定位：俯卧位或俯伏坐位，先找到背部
上方取穴标志：颈部前屈时项部最高骨性突
起——第七颈椎，再向下数至第三胸椎棘突下
方，根据骨度分寸法，肩胛骨内侧缘与脊柱之
间为 3 寸，两线的中点即脊柱旁开 1.5 寸处
为肺俞穴所在。 

7、外关穴 
外关穴与阳维脉相通，是八脉交会穴之一，外
关为三焦经之络穴，通于阳维脉，具有解表祛
风、活络止痛的作用。 
外关穴定位：位于前臂背侧，手脖子横皱纹向
上三指宽处，与正面内关相对。 

穴位按摩操作方法 
穴位按摩可以采用推、拿、按、摩、压、揉等。无论是哪一种手法，都要求持久、有力、均匀、
柔和。按摩时缓缓用力，以有酸胀感为度，频率 60-80 次每分钟，每天早晩各做 1 次。 
 
注意事项 
穴位按摩选择舒适而又便于操作的姿势进行，普通人群均可根据情况进行自我按摩。但某些情
况如饥饿状态下、骨折患者、皮肤受损者、骨质疏松者、妇女经期、怀孕期等不宜按摩，一些
关节结核、骨髓患有某些慢性疾病者，也不宜按摩，或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4、大椎穴 
大椎穴是手三阳经、足三阳经和督脉的交汇
处，具有解表通阳，补虚宁神，清热解表、
截虐止痫的作用，用于感冒，发烧，落枕、
颈背痛，腰椎疼，粉刺等病情。 
大椎穴定位：正坐取穴，低头时，于颈项后
正中线可到最高突的一椎骨，并可随脖子转
动，是为第 7 颈椎，其下方凹陷处即是大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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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 :   
 鸡蛋	 	 4 个	 砂糖	 	 	 50 克	
	 手指饼干	 1 包	 浓咖啡（凉）	 适量	
	 朗姆酒	 3 勺	 Mascarpone 芝士	 450g	
	 可可粉	 适量 

经典版提拉米苏的做法 

1. 准备好所有材料。咖啡提前做好，
放凉。家里有咖啡机的童鞋请准备
大约 350g 的浓咖啡，没有咖啡机用
浓一点的速溶咖啡也可以。 

2. 用两个大碗分离蛋清和蛋黄。这
是分好的蛋清 ~ 

3. 加 40g 糖搅打蛋黄，直
到白糖融于蛋黄。然后，把
Mascarpone 芝士分三次加入打
匀的蛋黄液中，一定要搅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物。 

4. 这是混合后的蛋黄芝士酱。加
入 3 勺朗姆酒，搅拌均匀。 

5. 蛋清加 10g 糖打至湿性发泡，如
图中所示的大弯钩，且蛋白霜不流
动。这一步建议使用电动打蛋器中
高速打发，手动打蛋器会比较费力。 



 
6. 这是操作完成的蛋白霜和蛋
黄芝士液。混合两者。分三次
把蛋白霜加至蛋黄芝士液中，
并用手动打蛋器缓慢搅拌、融
入，直至均匀状态。 

7. 这就开始装盘啦。我会铺两层饼干两层芝
士液，这样的提拉米苏层次和口感都会好一
些。首先，手指饼干两面浸湿（轻蘸即可）
咖啡后放入玻璃盘中；然后，铺入上一步骤
中一半份量的芝士液；再铺一层蘸好咖啡的
手指饼干，最后再把剩余的芝士液铺上即可。
（图中是在铺最后一层芝士液了。） 

8. 这是弄好后的样子。放入冰箱冷藏 1-2 天。 

9. 取出撒上适量可可粉即可享用。 

小贴士 
正宗的意大利提拉米苏口感顺滑，带有淡淡的咖啡和酒香。Mascarpone 芝士是必需的 ~ 如
果没有朗姆酒，用其他酒代替似乎也可以，建议参考其他菜谱中的替换用酒哈



【法律文件】法律授权 (Power of Attorney)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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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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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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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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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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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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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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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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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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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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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样本描述了第一委托人，第二委托人，
以及委托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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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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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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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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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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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A 一定要由 BC 省的持牌律师或公证师（Notary）审核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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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龙 驾 校  

 SKY DRAGON DRIV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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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如何有条不紊地管好一家门店，餐饮这个行业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事情特别的繁琐，很多人千头万绪，不知道从哪开始呢？ 
 
如果说你做好这六大标准，那么就可以非常简单高效的把一家餐饮门店管好。那
么有哪六大标准呢？ 
 
第一个标准就是产品质量管理，这个标准是保障你门店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第二个就是服务质量管理，这个标准是保障你门店的服务质量。 
 
第三，门店前厅和后厨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提升你空间的利用率，保障你门店的
经营环境随时保持干净整洁。 
 
 
第四，门店人员的工作流程表。这是保障门店要做的每一项关键的工作都能井然
有序、按时按点的完成。 
 
第五，门店人员的薪酬体系，这个标准是来保障你门店人员的收入，让做得好的
人赚得更多，做不好的人迅速淘汰。 
 
第六，门店的产品出品标准，这个是保障你的门店的产品的出品质量，让你做的
每一份产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味道，而且不管换哪个人来做，他都能达到一定的
效果。 
 
如果说你的餐饮门店能把这六套标准落实下去，那么你这个门店管起来会非常的
轻松下来。

成功餐饮门店的 6 大管理标准 

经营
管理





Tel:2504158588             www.amethyst-inn.com







用料
	 白凉粉	 20 克
	 纯净水	 200 克
	 糖	 	 15 克
	 蝶豆花	 1 朵

春水生 • 琉璃果子
小贴士
白凉粉：水 =1:10
白凉粉的用量一定要根据自己买的白凉粉包装背后
的用量说明来调整，白凉粉用量少了容易不成型

春水生 • 琉璃果子的做法

1. 开水中加入一朵蝶豆花泡出想要的蓝色，
如果想要浅色系的就放一朵蝶豆花，想要深
色系的就多放几朵，达到想要的颜色效果后
将蝶豆花捞出。

2. 如果想要紫色系的，就在蓝色蝶豆花水
里挤入几滴柠檬汁。

3.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锅里倒入泡好的蝶
豆花的水，加入白砂糖和白凉粉搅拌融化，
煮沸冒泡后关火。

4. 裁剪大小合适的保鲜膜覆盖在一个小碗
中，将白凉粉混合液倒在保鲜膜中（倒入多
少取决于自己想要呈现的大小）

5. 然后用绳子将保鲜膜收口处扎紧，悬挂
在衣架上静置至白凉粉完全凝固即可取下。

6. 脱去保鲜膜，取出果冻一样的琉璃果。

7. QQ 弹弹，晶莹剔透，果冻质感。

8. 第一次做的时候，白凉粉和水的比例没

搞对，做出来稀碎，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买的白凉粉包装背后的用量说
明来调整。

这么简单又好看的琉璃果子你也快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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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