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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儿童绘画比赛今起报名 "

&

月
'(

日起"豪客来全国儿童绘画拉开帷幕# 该比
赛成功举办五届" 累计选手已达

)!

万# 本
次"是在一张内置$ 牛形%的画纸上开始创

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解放思
想束缚"回归天性"发挥最牛创意# %

本次活动" 还希望培养协作意识"所
以特别鼓励团体报名参赛#

参赛送礼物 &获奖赢电脑 "豪客
来还精心准备了奖品"凡上交作品就
可获得限量版小画笔卡

*

张# 主办方
将邀请$ 中国美术协会会员%&$ 中国
油画协会会员% 专家组成评委会"根
据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选出全国
大奖&城市大奖&餐厅大奖以及指导

教师奖# 大奖获得者可赢得$ 华硕笔记本电
脑%&$ 好记星学习机%&$ 佳能数码相机%&$ 纽
曼

+,&

%&$ 奖牌奖状%等丰厚大奖#详情请咨
询豪客来牛排西餐厅# 参赛须知'豪客来第
六届全国儿童绘画比赛报名时间 '

&

月
#(

日
-)

月
./

日( 报名地点' 全国各城市豪
客来牛排西餐厅(报名条件'全国

(-*&

岁儿
童) 分儿童组

0

少年组* (接受个人
0

团体报名(

奖项设置'全国大奖&城市大奖&餐厅大奖&

及指导教师奖(奖品设置'华硕笔记本电脑&

好记星学习机& 佳能数码相机& 纽曼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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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无论走到哪家公司"都会
发现在老总办公桌等显要位置摆放
着一两件寓意吉祥& 招财的工艺摆
件# 品质上乘"寓意深远的商务礼品
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拉近企
业之间的距离"保持合作伙伴间恰如
其分的交往# 不知你有没有留意"大
部分公司老总&企业老板那气派的办
公桌上" 总摆着一件精美的瑞物"取
招财纳福之祥兆"而其中又以玉制品
为多#

玉被古人视为上天的恩赐"帝王
祭天怀祖必以玉制礼器"表达对上天
及先祖的尊敬(王室贵族不惜花重金
购置玉器"以突显身份地位(君子互
赠玉制品"以示高雅性情之交(儿女

婚嫁"则必配白玉嫁妆"以显隆重"并
寓意婚姻冰清玉洁++从古至今"玉
器一直是中国礼品史上非常重要的
一笔"在现代"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
玉制礼品同样是人们贵重好礼的首
选#

在立发礼品"著名的$ 玉松源%玉
制摆件一向好销"特别是$ 玉松源%阿
富汗白玉吉祥摆件"每一款都有其深
远寓意和美好祝福" 颇受消费者喜
爱#$ 如虎添翼%白玉摆件是立发礼品
新年伊始最受购礼者欢迎的礼品之
一"白虎伸展的双翅和昂首吼叫的霸
气打开虎年的祥瑞和鸿运#$ 事事如
意%是一款以阿富汗白玉与金相嵌制
成的如意摆件"以光滑细腻的白玉精

琢而成的手柄上 "

#

枚玉柿端卧其
上"一童子匍匐欲向前抱柿"憨态可
掬"寓意$ 事事) 柿柿*如意%# 如意首
为整块白玉璧" 福禄寿三公位于其
上"为拥有者带来财富&官禄&长寿#

$ 事事如意% 四金字传达着美好的祝
愿#

美玉 " 潇洒飘逸 & 温润柔美 "

汇人文之精髓& 纳艺术之精美" 犹
如一本古朴的线装书 " 墨香四溢 "

博大精深 # 常州立发礼品代理的
$ 玉松源% 品牌的阿富汗精品玉礼品
件有瑞兽& 尊鼎& 器皿等" 造型各
异" 色如凝脂" 精光内蕴" 厚质温
润# 阿富汗精品玉礼品件将富贵高
雅& 纯洁质朴有机的融为一体" 不
仅有很高的观赏& 收藏价值" 更成
为了尊贵与品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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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冬瓜藤熬水用来擦脸&洗澡"可使皮肤滋润&消
除雀斑#金盏花叶汁也有护肤除斑的功效#将金盏
花叶捣烂"取汁擦涂脸部"既可消除雀斑"又能清
爽和洁白皮肤#蒲公英花水也能用于除斑"取一把
蒲公英"倒入一茶杯开水"冷却后过滤"然后以蒲
公英花水早晚洗脸"可使面部清洁"少患皮炎#

面对恼人的脸部斑点你是不是尝试过很多方法! 其实"几个简单的小办法"就能帮你#喝$掉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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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喝
1

杯西红柿汁或经常吃西红柿"对
防治雀斑有较好的作用#因为西红柿中含丰
富的维生素

2

"被誉为
3

维生素
2

的仓库
3

#

维生素
2

可抑制皮肤内酪氨酸酶的活性"有
效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从而使皮肤白嫩"黑
斑消退#

@AB

取大米
1//

克"鲜嫩黄瓜
4//

克"精盐
.

克"生姜
1/

克# 将黄瓜洗净"去皮去心切
成薄片#大米淘洗干净"生姜洗净拍碎#锅
内加水约

1///

毫升"置火上"下大米&生
姜"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慢慢煮至米烂
时下入黄瓜片"再煮至汤稠"入精盐调味
即可# 一日二次温服" 可以润泽皮肤&祛
斑&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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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柠檬搅汁"加冰糖适量饮用# 柠檬中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

2

"

1//

克柠檬汁中含维生素
2

可高达
)/

毫克# 此外还含有钙&磷&铁和
5

族
维生素等# 常饮柠檬汁"不仅可以白嫩皮肤"防
止皮肤血管老化"消除面部色素斑"而且还具
有防治动脉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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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黑木耳
4/

克"红枣
./

枚# 将黑木耳洗
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
右# 每日早&晚餐后各一次# 经常服食"可
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
黑斑&形瘦# 本食谱中的黑木耳"- 本草纲
目.中记载其可去面上黑斑# 黑木耳可润
肤"防止皮肤老化(大枣和中益气"健脾润
肤"有助黑木耳祛除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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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鲜胡萝卜研碎挤汁"取
1/64/

毫升"每日
早晚洗完脸后"以鲜汁拍脸"待干后用涂有
植物油的手轻拍面部# 此外"每日喝

1

杯胡
萝卜汁也有祛斑作用# 因为胡萝卜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

7

原#维生素
7

原在体内可转化为
维生素

7

# 维生素
7

具有滑润&强健皮肤的
作用"并可防治皮肤粗糙及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