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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報 訊】214 Valentine’s
Day，你是否還在等待迷路的TA？
你是否正煩惱給熱戀中TA驚喜？你
是否給親密愛人準備了禮物？214
表白日，將心中的愛說出來，走進美
國携手達拉斯日報，向高調單身或
低調暗戀，情侶或夫妻徵集您的愛
情表白。單身派：我的TA, 你怎麼還

沒來；暗戀黨：
一直在默默尋
找機會親口對
你說出我喜歡
你；情侶系：遇
見你是我最幸
福的事；夫妻
檔：親愛的對
不起好久沒給
你 做 早 餐 了
……不管是匿

名還是署名，不管是
簡單的文字，還是溫
馨的圖文、故事短片，
甚至是需要走進美國

為您量身打造“愛的表白”視頻，我
們歡迎您將您的郵箱、手機號和文
字圖片或短片或者您需要拍攝“愛
的表白”的要求發送到走進美國微
信公眾平臺。214表白日，我們一起
將愛說出來。你行動了嗎？快來報名
吧！
報名徵集時間：即日起– 2月12日
報名方式：
1. 微信報名：掃描下方二維碼

關注走進美國微信公眾平臺
後，編輯姓名和聯繫方式以消息形
式發送至微信平臺。
2. 郵件報名：將您的手機號和視頻
文字圖片或者“愛的表白”的要求發
送至info@cheerinus.com。
3. 電話報名：電話469-916-0885，留
下您的個人聯繫方式。

214表白日

微信掃描並關
注“走進美國

“微信公眾平臺

節日的意義就在于聚會。我想就
算若干年後 iPhone或是微信的版本
翻新到1,000，人們還是要聚會，沒有
節日也要發明出來。現代社會信息發
達，無形中削弱了面對面交往的必要
性。但是如果社會整體的線下交流減
少，那些與眾不同，反而加強了面對面
交往的個人，卻可能會因此得到競爭
優勢。

羊年新春快到了，聚會的盼望也
越來越殷切了。如果你是上海交大校
友，教職工或是和上海交大有緣，請來

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招牌活動吧。感
謝熱心校友的大力贊助，我們今年聚
會的規模檔次都將帶來驚喜。精心準
備的十幾道豐盛的菜肴，多種飲料，和
專業助興表演，我們像一個大家庭一
樣，和和美美，從從容容圍坐桌邊，品
嘗佳節的饋贈。
地點：
欣華餐廳，13331 Preston Rd. #2114，
Dallas, TX 75240，972-385-1855
時間：
2月28日，星期六，下午5:00PM

費用：
$20/大人，$10/學生，$10/小孩，學生志
願者免費，贊助者不作要求付費
報名：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
C7MBHSR
活動：

魔術，跳舞，演唱，游戲等。還有抽
大獎喔。大獎價值不菲，包括休斯敦火
箭隊版本的手機，禮物卡等。
贊助：

非常感謝事業成功的熱心校友贊

助本次高質量的新春聚會：達拉斯V
生活翁立朝，德州第一貸款董新, ZTE
USA Inc.，翁蕭濱醫生，沈月南醫生，
孟建煥醫生，高偉醫生，張明醫生。
選舉：

按章程我們校友會將選舉產生新
一年的會長，副會長及執行委員會。
聯繫：sjtu.alumni.dfw@gmail.com

上海交大達福校友會成立13年
以來，一直保持相當的活動頻度。去年
會長李暘，副會長馬心智做了很多工
作豐富校友會的活動。投資理財，子女

教育等興趣小組的講座吸引了很多校
友們的參與。上海交大校友在達福人
數眾多，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都有分
布。無論是尋找人脈，友誼，信息，還是
學術，職業發展，我們校友會都會增加
你的選擇。我們還有非常活躍的微信
群。歡迎校友加入。

期待著盛宴，期待
著熱情，讓我們一起携
手走入 2015 年新春。
(上海交大校友會供稿)

上海交通大學達福校友會羊年新春聚會

肝癌，被稱為“癌中之
王”，是因為在惡性腫瘤中肝
癌患者生存率最低，生存期
最短。在北美，肝癌是常見惡
性腫瘤，且發病呈上升趨勢。
目前，手術是治療肝癌的主
要手段，缺乏有效的治療藥
物。現代研究發現,巴西野生
綠蜂膠可以通過三大途徑遏
制肝臟癌前病變,引起各國科
學家的極大關注。

綠蜂膠抗病毒、抗肝纖
維化，降低肝癌的發生率：慢
性肝炎→肝纖維化病變→肝
硬化→肝癌，是肝病惡化的
過程。科學家發現綠蜂膠具
有極強抗病毒、抗自由基和
抗氧化損傷作用，活化肝細
胞，抑制肝細胞纖維化病變；
並且能夠遏制癌基因表達，
逆轉癌前期病變，遏制癌細
胞的形成。臨床醫學家證實
慢性肝炎病人在服用綠蜂膠
後，使肝硬化的發病率顯著

下降，肝癌的發生率下降了
58％，因此將蜂膠譽為肝病
的保護神。

綠蜂膠抗肝炎病毒，有
效率 80％以上：B 型肝炎病
毒是導致肝硬化和肝臟腫瘤
最主要的元兇。因此，積極殺
滅肝炎病毒和阻斷肝纖維化
成為關鍵。巴西野生綠蜂膠
被證實為最好的天然抗病毒
之品，其有效成分對肝炎病
毒具有抑殺作用。實驗研究
其對肝炎病毒的有效率達
80％以上，臨床運用發現能
夠使肝炎病毒轉陰，穀丙轉
氨酶(GPT)/穀草轉氨酶(GOT)
正常或降低。

綠蜂膠增強免疫，築起
抗癌長城，遏止病情發展：強
化免疫，圍殲肝癌細胞是綠
蜂膠輔助治療肝癌的另一重
要途徑。在進化中，人體獲得
了免疫功能，它能及時發現、
圍阻和消滅癌細胞。由於缺

少運動、不良的生活習慣、人
體老化和先天等因素，免疫
監督功能弱化，是人體罹患
癌症重要原因之一。研究發
現，巴西養蜂人絕少患癌，並
且平均壽命超過普通人10多
年。科學家揭示其秘密是蜂
膠的保護作用，它強化了養
蜂人的免疫抗癌能力。綠蜂
膠能刺激免疫機能，增加抗
體生成量，增強吞噬細胞活
力，是一種天然的高效免疫
增強劑。從蜂膠中提取PRCA
超級抗原，可使癌變的肝細
胞失去活性。醫學家臨床運
用綠蜂膠發現它能穩定和縮
小病灶，抑制肝癌細胞的擴
散和轉移，從而極大的提高
了患者的生存時間，並改善
患者的生活品質。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
的王者，巴西第一名牌，世界
公認最佳品質：野花牌(Api-
ario Silvestre) 綠 蜂 膠，自

1982年以來最悠久的生產歷
史，每一克原料選取均采用
HPLC液相色譜分析，有效成
分含量業內最高，淨濃度
85%，類 黃 酮 7%、酚 多 體
3.5%，絕無蜂蠟無酒精，安全
可靠。

加 拿 大 NPN#80006418
‧美國 FDA食品藥品監管局
註 冊 #10328566522 ‧ 國 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
全球HACCP質量認證BR13/
7429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
司 ，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ser-
vice@royalnatural.ca， 購 網
站：www.royalnatural.ca 歡
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 三大途徑遏制肝臟癌前病變
春節佳節即將來臨，您想感受到

中國新年的氣息嗎？來我們天翼！我們
學校現在都開始張燈結彩啦！

在中國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家家
都在張羅著迎接新春的到來。在這裏

呢？我們學校為了讓孩子
們體驗和瞭解到中國新
年的喜慶和民族風俗習
慣，我們提前就開始做預
備了，家長和孩子們都忙

起來了，陪孩子一起做中國燈籠，因
為燈籠象徵著吉星高照、希望祝福
……

您想讓您的孩子從小打好扎實
的中文基礎嗎？來我們天翼！我們每
天都有中文課，突破3-6歲孩子一年
認識一千漢字的識字關！培養孩子的
語言表達演講能力也是我們的

一個強項! 3月21日上午9：30-12
點，我們將有一個中文演講識字
小天才選拔賽，從2-14歲的學生
都可以來報名，我們正在熱烈的
報名中！詳情請上我們的網站查

詢！
您想您的孩子除了

課業必學的學科以外，
增添更多的學習愛好和

興趣嗎？我校具有自己獨特的辦學
特色，除了蒙特梭利的教學外，另
教3種語言，英文、中文、西班牙
文；並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開
設有：音樂欣賞、鋼琴、小提琴、繪
畫、舞蹈、國際象棋、足球、書法、英
文演講課等等。

歡迎隨時預約參觀我們學校。
蒙特索利幼兒園招收18個月到6歲的
孩子，秋季將增開學前班，課後班招收
K-5th學生。周末中文學校招收PrK-8
年級學生。若需詳情，請來電諮詢。

聯繫電話：972-985-5010,
214-500-3557, Fax:972-596-2109
地址： 3901 W Park Blvd,

Plano TX 75075

Website: www.tydiscoverymontessori.
com, www.tychinese.com
Email: tydma3901@gmail.com
(天翼供稿)

天翼蒙特梭利學校
喜迎春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