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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康复到养老 环环相扣
澳洲政府多项福利供长者使用
澳洲政府给长者的福利非常多，说一整天也未必介绍的清楚，本文我们向大家介绍华人长者在护理身体时常用的三种福利，让您一听即懂，一懂即用：
•	 Flexible	Care	Services	灵活护理计划
•	 CHSP	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
•	 HCP	居家养老津贴

什么是 Flexible Care Services灵活护理计划？
当长者不幸患急性病、手术后，在家或养老院环境下的短期护理服务，包括恢复性护理（恢复独立性）、出院过渡或从意外事故或疾病中恢复等情况，长者便可以获得灵活护理计划。
根据长者不同的需求，灵活护理服务包含6个部分，我们今日着重介绍华人长者较为常用的2个项目：过渡护理计划	（Transition	 Care）和短期康复性护理计划	(STRC)

过渡护理计划：	对于准备出院的人士，需要一段时间康复身体，需要额外支持和护理的，家里没办法提高所需护理需求，有时候医院会提供过渡护理，但大多数情况下，医护人员和社工有时会转介去康复中心或短居的疗养院，病患者也可能直接回家接受护理，当然是否在家或者在疗养院进行过度计划需要考虑长者的身体状况和康复需求。
在获得转介后，老龄服务部的评估小组就会预约评估，如果成功通过你就能获得至少	 	 4週	 (28天)	或	 8週(56天)	起，最多12週	 (84天)	的过渡护理照顾Transition	care。

过渡护理计划可以提供：联合医疗服务比如物理治疗，足部治疗，护士服务等，当然也有：护理支持，个人护理，个人协助比如交通等等。	
短期康复性护理计划 (STRC)	 主要关注的是长者突然改变的身体状况，因此这个服务一般协助身体状况突然走下坡的高龄人士。在短期（最多8周）里为他们提供灵活的、深入的护理及帮助，让他们可以尽快得到复原，减轻他们对长期护理服务的需要。
短期康复性护理计划可以提供：临床服务，个人护理，锻鍊课程，心理咨询和辅导，辅助设备（包括助行器材），社工，治疗服务和支援服务，药物管理等等。

以下四种灵活计划中的部分，华人不常用，我们不展开解释：
灵活暂托服务（Flexi	 Respite）；	 偏远地区服务	(MPS)；创新关怀计划；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灵活老年护理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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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灵活护理计划：
•	 医院转介，您所在医院协助您申请。
•	 您还可以主动提出或者主动申请。通过拨打老龄服务部的电话1800	 200	 422就可以申请获得。
关于费用方面，是政府与长者一同支付这个费用。一般而言，如果是选择居家接受服务的话，长者最多需要支付$10.75/天，而选择在疗养院接受服务的话，长者则需要最多支付$52.35/天。

除了这种短期的康复计划外，政府在居家养老方面也会长期的支持计划，如果65岁以上长者需要长期被照顾的话，我们将会用到：
•	 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CHSP）
•	 居家养老津贴	（Home	Care	Packages,	HCP）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	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	（简称家庭支持）和居家养老津贴	（简称津贴）呢？
家庭支持适合护理需求初级，较低的长者。一般称为单项服务或者社区服务。长者需要支付一定费用，通常是$9	–	$15每次。
居家养老津贴适合护理需求复杂的长者。让更多的长者可以安全，有尊严的在家中养老。一般长者称为居家养老津贴，长者需要通过收入测试。当然如果是全额养老金领取的长者。则不要之服务任何费用。

有的长者都会把居家养老津贴与养老金pension混淆，居家养老津贴的钱是发到长者银行卡里吗？
不是的，澳大利亚服务部Services	 Australia将为每位护理接受者创建一个家庭护理津贴账户。
那么长者每用一次服务，会通知津贴管理机构，之后管理机构去政府国库申请这次服务的资金。
政府获批后，津贴管理机构，付钱给服务商。

为什么联邦补助计划就不需要管理公司，而居家养老津贴就需要管理公司呢？
由于获得居家养老津贴的长者，一般需求都比较高，选择项目也很多，因此长者都需要一定的协助，所以政府下放了管理权给津贴管理机构（服务公司）。

灵活护理计划，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和居家养老津贴，这三个福利都很好，我都要！可以吗？
三个福利是先后顺序享用的，但不能同时使用。
1.	 一般顺序是：快出院，开始使用灵活护理计划
2.	 4周-8周后，用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
3.	 之后的长期护理中，用居家养老津贴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家庭支持和居家养老津贴可以同时享用：
特殊情况1．	 对于较低等级的津贴获批长者，如果他们正在一个身体的恢复期（如术后恢复），那他们可能继续使用或者增添需要CHSP中的短期的联合医疗服务或者护士服务。
特殊情况2．	 对于所有津贴的持有长者，在津贴完全到位和照看者	 (Carer)的要求下，长者就可以使用家庭支持中短期托管看护的服务。
注：灵活服务计划就不可以与居家养老津贴同时使用。

希望本文能帮助大家初步了解到三种福利，灵活护理计划，联邦政府家庭支持计划 和 居家养老津贴	如何使用，如何申请。

SWEP全州设备计划 
面向残疾或年长人士的设备补贴
什么是SWEP 
State-wide Equipment Program (SWEP), 译为全州设备计划,	 如果您有医疗或护理的需求，需要使用设备，那么您有可能获得来自州政府的津贴SWEP，您可以借用或改装设备。

什么项目可以用SWEP津贴？
有些项目提供二手或重新分发的设备。有些项目支付设备和/或改装的全部费用，而另一些项目则对于协助和设备的补贴额设有上限。津贴支持哪些类型的设备或改装？
•	 沐浴/淋浴/如厕设备
•	 床/床垫/床上用品
•	 排便控制方面的产品
•	 人工喉
•	 环境控制器
•	 房屋改造
•	 矫正器具和专用定制鞋
•	 氧气设备
•	 加压护理设备
•	 特制专用椅
•	 病人转移设备
•	 汽车改装
•	 步行和站立辅助器
•	 轮椅

谁可以申请 SWEP?
SWEP向有永久性或长期残障或年老体弱的维州人提供政府补贴的设备和/或房屋与车辆的改装。
SWEP的大部分项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居住在新州NSW的长者请查询类似的	 Aids	 and	Equipment	Program	(	AEP)	计划。
如何申请？
需要一位本地合适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为您作评估。该专业人士将帮您决定所需的最合适的设备或改装。这包括评估您或照顾您的人是否能够安全使用设备。
如果您是SWEP	 的新客户，视乎您所申请的计划而定，您可能需要填写资格表，写上您的所有个人详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将需要预约见为您治疗的医生/专科医生，让他们为您填写资格表的最后一页。这是为了确定您有资格接受SWEP的协助。
一旦SWEP收到您的申请，就会和您联系，告诉您下一步怎么办。如果合适的话，会让开列设备者的人提出要求，让你获得现现成的重新分发的设备。如果不能马上得到重新分发的设备或者经费，则该设备可能需要放在等候清单上。

如果我不再需要从SWEP借来的设备，应怎么办？
请联系SWEP，我们会研究该设备是否可以再分发。如果可以，我们就会安排将设备收回。

SWEP	联系电话：1300	747	937	或	03	5333	8100
如需要口译员，请拨打	131	450

信息来源：https://swep.bhs.org.au/

A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B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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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选择快乐生活的原因：
“当我申请这份工作时，居家养老津贴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当我做了一些功课之后，我立即被这个行业所吸引。	 这是我第一个以服务华人社区为背景的公司，虽然当时我也收到了一家澳洲上市公司的邀请。
经过慎重考虑，同为华人的我，强烈觉得要为自己的社区做点什么，归属感和奉献情怀让我觉得这份工作意义重大。	 非常感谢快乐生活为我提供了这样机会。我一开始担任销售/护理顾问的职位，现在我与快乐生活一起成长，我的职位也升至护理团队的经理。现在我致力于培训更多的年轻同仁，为华人社区服务，我也很高兴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社区中的长者。”

Jun想对华人长者说：
传统西人的津贴管理机构，令华人长者“水土不服”
目前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的数量有900多家，绝大部分是澳洲西人的机构，由于中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华人长者在西人机构里，总是感觉“水土不服”，导致服务质量大打折扣。

快乐面对面：快乐生活护理团队经理 Jun专访
回馈华人社区 奉献自己的爱心

压力性损伤

例如：不少华人长者反应，在西人的机构里，语言沟通是一大问题。很多长者觉得频繁的翻译给子女频添麻烦，最后便不好意思提要求了。
此外还有选择护理服务的差异，很多西人机构不准许使用中医服务，但中医在华人文化中是存在了上千年的医疗方式，不少长者非常热衷于中医针灸和按摩，但是西人机构不提供这项服务，让长者心存遗憾。

看到很多华人长者过着“空巢长者”的生活，我更加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
加入快乐生活后，我服务的华人长者中，有的独居、有的和老伴同住，大部分长者英文有限，子女偶尔才上门，“空巢长者”的生活令人心疼，在中国至少没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但在澳洲，就只能靠子女，澳洲政府和服务机构了。因此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崇高，非常重要。

我的同事们
做这一份工作，有热情和爱心还是不够的，因为有专业的技能才可以为长者服务。
在员工培训方面，快乐生活有自己的一套选人标准：直接和长者沟通的护理顾问/护理经理/个案经理	 要思路清晰，沟通能力强，了解养老行业、护理和基础医疗常识。所以快乐生活的顾问们都具备澳洲注册护士或澳洲社工的背景，而且学历要求本科以上。这样中西文化兼备的员工才能成为长者和居家养老津贴的桥梁。
同时我们建立多个系统及时发现长者的需求和风险。
例如：意外报告，我们的员工都受过培训，通过交流发现长者是否有摔倒过，是否经历家庭暴力，是否走丢过的情况，并及时报告给对应的部门做出合理的反馈。
在这里，我祝愿各位长者朋友们 生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

压力性损伤是对人的皮肤和/或下层组织的局部损伤。	压力性损伤通常发生在骨骼的突出处，但也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压力性损伤也可称为压疮、压疮、褥疮或压力区损伤。
压力伤害可以发生在任何环境中，包括在人们的家中。

导致压力性损伤的起因？
造成压力性损伤的因素有很多。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由三个主要因素造成的：
压力。	 当一个人的皮肤和下面的组织长时间接触表面时，压力可能会导致该区域的氧供应减少。	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缺乏肌肉或脂肪填充的身体部位，例如脚后跟、臀部、肘部和骶骨/尾骨。
摩擦。	 当皮肤被拖过一个表面时会发生摩擦。	 例如，当一个人改变体位或护理人员/支持人员移动长者时，就会发生摩擦。	 当皮肤潮湿时，摩擦会加剧。
断裂。	当两个表面沿相反方向移动时会发生断裂；	例如，当电动床升高时，长者可能会滑下，向不同方向拉动骨骼和皮肤会发生断裂。

风险因素
•	 由于皮肤变薄和脆弱，所有长者发生压力性损伤的风险都会增加。	长者也更有可能发生移动能力的减退。

•	 行动不便，卧床或坐轮椅。
•	 由于瘫痪而无法移动部分或全部身体的长者，例如脊髓损伤、中风、严重的头部损伤或残疾。
•	 糖尿病	-	由于其循环和感觉和愈合能力下降。
•	 排便排尿困难。
•	 营养不良
•	 肥胖/体重不足
•	 吸烟
•	 脑退化——认知的变化会影响一个人识别疼痛和压力或独立移动的能力。
•	 周围神经病变和其他神经损伤，影响一个人识别压力、损伤和疼痛的能力。	

如何避免
•	 护理经理、长者、护理人员、护工和临床监测护士必须合作制定和实施护理计划，在需要时提供压力损伤的预防策略。例如，通过：
•	 教育或建议长者经常更换体位（至少每小时更换一到两个体位）。
•	 请职业治疗师评估提供减压方案，例如减压床垫和靠垫。
•	 请GP全科医生对消费者止痛药物评估，并在适当时请疼痛专家来管理疼痛。
•	 用针灸、按摩和水疗来缓解疼痛。
•	 通过减少失禁中的水分来保护消费者的皮肤，并通过定期淋浴、更换失禁衣物来优化皮肤卫生。
•	 提供足够的营养和补水支持，	 例如，消费者可能需要提示进食/饮水，可能需要提供膳食，因为他们需要支持准备膳食，或者消费者可能需要进食协助。
•	 确保定期监测消费者的皮肤，这可以通过支持人员、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和足科医生来完成。

C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护 理 团 队 经 理
J u n 毕业于 维 多利 亚 大 学 和 拉 筹 伯 大 学，在
澳 洲 J u n 有  20  年 的 客 服 服 务 行 业 经 验，主
要 从事 电信 和 金 融 等 各 个 行 业；之 后 经 营 客
户 咨 询 和 酒 店 业 务。

Jun Li 女士

D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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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虐待老人说 不！ 数据来源：agedcare.royalcommission.gov.au
图片来源：www.cpacanada.ca 夺墨尔本杯，头马获奖440万澳元

悉尼新上市房源激增41%  专家说是卖家退市前兆

澳大利亚护理机构中虐待老人的发生率估计为	39.2%。	该数据仅包括被发现的遭受情感虐待、身体虐待和忽视老人。	该数据并不包括经济虐待、社会虐待和性虐待。
了解什么是虐待老人！	并坚决说	不！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虐待老人指在任何理应相互信任的关系中，由于单次或重复行为或缺乏适当行动而导致老人受到伤害或遭受痛苦的情况。此类暴力是对人权的侵犯，包括身体、性、心理、情感、财务和物理虐待；遗弃；忽视以及严重缺少尊严和尊重。
常见的虐待行为包括：
财务虐待：具有信任关系的人非法或不当使用或管理不善的人的金钱、财产或金融资源。	
心理虐待包括：对老年人造成情绪痛苦或伤害的行为。	它可以包括侮辱或威胁一个人、羞辱或不尊重的行为，以及控制行为，包括限制老人自由或隔离老人。
性虐待：任何未经本人同意的性行为。	包括性互动和具有性性质的非接触的行为。
物理虐待：对老年人造成身体疼痛或伤害的行为。

墨 尔 本 杯 决 赛 在 1 1 月 2 日 结 束，4 号 马Verry	 Elleegant赢得了冠军，骑师是James	McDonald。Incentivise、Spanish	 Mission分获二、三名，Floating	Artist位列第四。
官方给出的获胜优势是4个身位。冠军马Verry	Elleegant是去年Caulfield	 Cup的冠军，为它的驯马师Chris	Waller赢得了他首个墨尔本杯。
这匹6岁母马是自2005年“Makybe	 Diva”以来第一匹赢得墨尔本杯的母马，也是自2014

SQM	 Research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月，悉尼和墨尔本的新挂牌房屋数量分别劲升41%和82%，原因是在封锁结束、更高的抵押贷款缓冲利率实施之前，卖方纷纷重返市场。
10月份，悉尼上市房屋总数跃升25.5%，至29,183套，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墨尔本上市房屋总数劲增25.1%，至41,265套。
SQM	 Research总经理克里斯托弗(Louis	Christopher)表示，10月传统上是上市的旺季，但卖家也可能希望赶在市场进一步放缓之前上市。
他说，“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卖家正寻求在进一步的宏观审慎紧缩措施生效以及在我们加息之前退场。”已有迹象表明，远期上市正在积聚势头。SQM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未来一周悉尼将有1366套住房挂牌拍卖，墨尔本的这一数量为1600套。

忽视：未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例如食物、住房和基本医疗保健。

发现长者被虐待后，快乐生活的工作人员会：
工作人员必须向其主管报告任何怀疑虐待或忽视的情况。
由于识别虐待或疏忽情况的复杂性，工作人员必须在	24	小时内转介给临床支持团队。
工作人员不得隐瞒疑似或实际虐待的信息。
工作人员不能提供超出其技能水平或超出其职位之外的建议。
确保工作人员的行为不会造成更多伤害，并且不会损害老年人或其照顾者的权利。
等等一系列的行动来保护长者及其照顾者，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权利。

	1800	353	374	–	免费电话，老年人支援热线。
如需要口译员，请拨打	131	450

年“Protectionist”负重56.5公斤以来，以最重的负重重量（57公斤）获胜的冠军选手。Makybe	Diva在2005年的第三届杯赛中负重了58公斤。
比赛最终排名：
1st	—	#	4	Verry	Elleegant
2nd	—	#	2	Incentivise
3rd	—	#	3	Spanish	Mission
4th	—	#	22	Floating	Artist

根据主办方所公布的奖金分配方案，
第一名：440万澳元
第二名：110万澳元
第三名：55万澳元
第四名：35万澳元

来源：AFR

来源：大澳网

Ray	 White首席经济学家康尼斯比(Nerida	Conisbee)表示，“我们知道，高储蓄率是推动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她表示。“现在人们可以出去旅行了，我认为这会导致储蓄减少，并将影响人们的购房支出，最终可能影响需求。”

E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F 快乐生活 · 时事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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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公布海外入境新规！旅客一周内不得进入以下场所
来源：9	News

新州卫生厅在11月2日下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卫生厅已经更新了对最近入境、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的建议，他们可以在入境后7天内进入大型接待场所，但仍不得进入部分“高风险场所”，包括老年护理机构、残疾人护理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和惩教设施等。”
这一规定将影响归国澳人以及新州居民，后者现已被允许前往海外旅行。游客也需遵守这一规定，不久后新加坡人将加入新西兰人的行列，成为首批获准入境的海外旅客。据新州卫生厅透露，任何入境该州的人，不仅需在登机前3天内新冠检测呈阴性，还需遵守其它规定，包括在抵达后24小时内接受PCR新冠检测，一周后再次接受新冠检测。但直到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除寻求医疗帮助外，入境旅客不得前往“高风险场所”。
未完全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下儿童在第二次检测返回阴性结果前不得上学或与其它儿童接触，且在入境新州后14天内不得进入“高风险场所”。

起初，新州卫生厅公布了一份更长的名单，该名单告知旅客，他们在入境后一周内不得前往酒吧、餐馆、学校、体育场、音乐厅和有托中心等场所，目前这份名单已被删除。
同时，只有接种了澳洲治疗药品管理局（TGA）批准疫苗的人才可以免隔离入境，包括辉瑞、牛津、Janssen-Cilag、莫德纳、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也于近期获得认可。

快乐生活好友推荐计划特别活动！

好友推荐计划惊喜升级！
邀友有礼，荐者有份！

活动时间：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2月1日

在活动期间推荐好友加入快乐生活，
并留下联系方式

双方都将收到100澳元奖励至居家养老
津贴账户！

快乐生活咨询顾问联系并协助完成签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快乐生活，
或联系您的护理顾问

www.happyliving.com.au
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解封的生活”
《快乐·月刊》长者投稿专栏全新主题正式启动

经历两年的封城，墨尔本悉尼两地都随着疫苗注射率的提升逐步解封。长者们逐渐走出家
中。欢迎长者分享您解封的生活，包括：家庭聚会，旅游，家园摄影，诗歌文学作品等。

投稿方式：
1.  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发送照片投稿；
2. 发送照片至电子邮箱zen@happyliving.com.au投稿；
3. 快乐生活的会员长者可以直接发送给您的护理顾问；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咨询。

政府给钱 ⾃管⾃花 经济实惠 快乐
服务周全 态度祥和 解释清楚 快乐
出谋划策 排忧解难 帮助把控 快乐
账⽬明细 每⽉清楚 ⼀⽬了然 快乐
⽉刊周刊 国内国外 内容丰富 快乐
疫情期间 有⼈值班 从不断线 快乐
不能聚集 别具⼀格 ⽹上活动 快乐
⽼男⽼⼥ 开⼼⼀起 有学有玩 快乐
⽼来⽆忧 常有活动 ⽣活多样 快乐
不是⼉⼥ 胜似⼉⼥ 嘘寒问暖 快乐
快乐⽣活 快乐⽣活 团结⼀⼼ 快乐

G

中文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快乐生活·长者投稿

长者投稿

说出您的故事火热征稿中，如果
您有故事与我们分享，您的好友
分享，或者会员之间的分享，欢
迎投稿！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全澳华人长者的“暖心人”。

有感长诗 稿/张兆渝

诗集 稿/王传锦

咏端午之⼀

粽⼦艾草雄⻩酒，

汨罗江上赛⻰⾈。

全⺠尊圣⻛俗好，

举国敬贤⼭河秀。

仁⼈⾼⻛传万代，

志⼠亮节撼九州。

⾃古英雄多磨难，

屈⼦光彩照千秋。

咏端午之⼆

⻳⼭垂泪蛇⼭愁，

凄⻛惨⾬⻩鹤楼。

⿊云压城城欲坠，

荆楚⼉⼥⾼昂头。

东⻛⼜绿汉阳树，

百花重开鹦鹉洲。

屈⼦故⾥冬去也，

和煦春阳照九州。

⺟亲节抒怀

⼈⽣路上学说话，

开⼝叫的是妈妈，

乌乌反哺⽺跪乳，

感恩之花遍天涯。

⺟亲节抒怀 ⼆

树⾼千尺不离根，

⼈活百年难忘本。

⽔流万⾥总有源，

⼼中永怀慈⺟恩。

G 快乐生活 · 时事热点 H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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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欣赏
图/严老师

书法欣赏
稿/龙老师 稿/孙老师

稿/孙老师

I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J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爆笑 笑话

染　发
我很久没回家了，今天回家后发现妈妈的头发都花白了。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时，我妈转过身问我：“昨天染的奶奶灰，酷不酷？”	
追 上
拦下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	 能帮我追上前面那辆车子吗？多少钱我都愿意给。”
“好咧！”司机兴奋地踩死油门追了上去，留我一人在路边惊呆了。

如愿以偿
公园里，一位男士边欣赏如画的美景，边坐下来夸赞道：“多么美的季节，多么自然的色彩。”
他对在旁边站着的我说：“我真希望能够把这些奇异的色彩带回家。”
“你会如愿以偿的。”我回答道，“这凳子油漆未干。”	

黑白外套阿姨醉倒在路边，		
路人以为是熊猫。

晨　跑
早晨起来去晨跑，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向我追来，因为从小就怕狗，吓得我立即就跑。这时后面有个大叔在喊：“趴下！趴下！没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我赶快趴下，那条狗果然没有追来。
只听大叔说：“小伙子，你走吧，没事，我不是喊的你。
恢复原状
房租又涨了，租客小明决定搬走。房东说：“搬走可以，但必须将房子恢复原状。”
小明不明所以，问要恢复什么。
房东说：“你刚搬进来时，沙发没凹陷，墙纸没发黄，冰箱没异味，电视没色差……”
小明委屈地说：“这都怎么恢复啊？”
房东说：“都去商场买新的就可以了嘛！”
小明气急，问道：“那商场里有卖蟑螂吗？”
房东问：“买蟑螂干什么？”
小明说：“你不记得我刚搬进来时，屋里有很多蟑螂吗？”	

不识庐山真面目
小明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有参赛选手被指定去一家影楼化妆。
这天，小明来得最早，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孩，她单眼皮，黑皮肤，显得很土。
一起选秀的选手小明都很熟悉，可她怎么也想不出眼前这个人是谁。
慢慢地，女孩依次被上了粉饼、腮红、眼线、假睫毛……小明这才恍然大悟，忙跟她打招呼：“主持人好！”	

哈！
哈！

哈！

L 快乐生活 · 益智图片

中国八大菜系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饮食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长。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意味,即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形、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到了现代，中华菜系演变为八大菜系：川菜、湘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徽菜和鲁菜。

川菜：味是川菜的灵魂。川菜的味清鲜醇浓并重，并以善用麻辣着称。三香三椒三料、七滋八味九杂，总结了川菜的特色。三香乃姜、葱、蒜；三椒即辣椒、胡椒及花椒；三料是醋、郫县豆瓣酱及醪糟。
苏菜：擅长炖、焖、蒸、炒，重视调汤，保持菜的原汁，风味清鲜，浓而不腻，淡而不薄，酥松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

湘菜：制作精细，用料上比较广泛，口味多变，品种繁多；色泽上油重色浓，讲求实惠；品味上注重香辣、香鲜、软嫩；制法上以煨、炖、腊、蒸、炒诸法见称。
浙菜：清鲜细腻一如茉莉。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带来了北方厨艺，让南料北烹成为浙菜特色；是江南的自古繁华为浙菜注入独特的文化底蕴，於浙式佳肴间饱含深意。

粤菜：五味调和百味香，於平淡中见层次，正是粤菜坚持食材本味的真实写照。辅以高超的刀工和烹饪技法，极品原料在精细的粤式烹饪中释放出天然丰富韵味。 徽菜：其主要风味特点为咸鲜为主，突出本味，讲究火功，注重食补。在烹调方法上以烧、炖、焖、蒸、熏等技艺为主。

闽菜：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称，在色香味形俱佳的基础上，尤以“香”、“味”见长，其清鲜、和醇、荤香、不腻的风格特色，以及汤路广泛的特点，在烹坛园地中独具一席。
鲁菜：精於食材、追求天然，以海鲜、猪肉、蔬菜为原料，注重急火快炒，常用爆、扒、炒、炸、烤、汆、锅等烹饪方法，以保持食物的品质及营养，使其清爽不腻。

麻婆豆腐 鸭血粉丝汤

东坡肉剁椒鱼头

清蒸海上鲜 问政山笋

佛跳墙 一品豆腐

K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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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独
游戏

数独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智力游戏，每个题目仅有一种解法。

答案：

标准数独由9行，9列共81的小格子构成。
在格子中填入1到9的数字，并满足下面的条件：
每一行都包含1到9；
每一列都包含1到9；
每一个3X3的格子都包含1到9。

数独

规则

电话
网址 happyliving.com.au

拥有更多选择
享受更多服务

M 快乐生活 · 益智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