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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四招实现绿色
“降糖”新理念
胞并增加胰岛素受体，通过 的血糖同时，又能将过低的
保护与修复胰岛β细胞，起到 血糖调节到正常，保持血糖
降低高血糖作用。
动态平衡。
来自巴西原始森林的纯
治：治疗受损伤的胰岛
稳：血糖长期稳定。要达
天 然 野 花 牌 绿 蜂 胶 ，精 选 细 胞 和 胰 岛 素 受 体（靶 细 到 血 糖 稳 定 ， 还 需 要 补 充
Class A 顶级野生绿蜂胶为原 胞）。胰岛细胞受损伤，会減 “生物活性胰岛素”和微量
料，运用先进的无酒精超临 少胰岛素的分泌，靶细胞受 元素。当胰岛素紊乱或相对
界专利萃取技术浓缩提炼， 损伤，会影响胰岛素发挥作 不足时，绿蜂胶能起到改善
液体制剂形态完整保留了蜂 用，这是血糖升高的重要原 胰岛素紊乱的作用，降低过
胶中 400 多种活性成分，而 因。绿蜂胶有效修复胰岛细 高的血糖，同时，补充糖尿
其中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 胞和靶细胞，使人体胰岛素 病人所需的铬、锌、硒等微
著显著效果的黃酮类物质尤 分泌功能逐步恢复，从而使 量元素，及时给细胞补充营
为丰富，其种类和含量是普 血糖恢复正常水准。
养，使饥饿的胰岛细胞保持
通黑、褐蜂胶的 16 倍。
平：保持血糖动态平衡。 充分的营养，从而达到正常
野花牌绿蜂胶对Ⅱ型糖 绿蜂胶有助降低空腹血糖、 的新陈代谢，使血糖长期稳
尿病疗效尤为明显，其作用 消除胰岛素抵抗、增强对葡 定。
机理是通过修复病变胰岛细 萄糖的耐受力。在降低过高
防：预防并发症。糖尿病

最害怕的是并发症，由于糖
代谢紊乱引起脂代谢紊乱，
道致血管受阻、神经受损，
从而影响了各器官和肢端的
供血供氧不足，营养不良，
产生病变。实验证明，绿蜂
胶能有效提高免疫力，调节
血糖、降血脂、消除疲劳、

■隋爱平医师
法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和最著名的葡萄
酒生产国，每年的葡萄酒产量大约为七十
亿到八十亿瓶。法国葡萄酒的历史可追溯
到早至公元前六世纪，许多法国地区早在
罗马时期就开始制作葡萄酒，因而具有悠
久和灿烂的葡萄酒文化。法国早期的葡萄
栽培归功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到大约公元
五世纪时教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今葡
萄酒已经深入法国文化的各个阶层，从社
会精英到普罗大众都喜爱葡萄酒。世界上
许多最著名的葡萄酒都产于这里，因而法
国在全球葡萄酒生产、品味和消费市场上
都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新世界许多国家的
酒厂都或多或少以法国葡萄酒为标准来衡
量自己的质量，并以能达到其水平或独树
一帜为荣。
法国高端葡萄酒的两个最重要的中心
概念是 Terroir 和 AOC。前者把葡萄酒风格
与葡萄生长以及葡萄酒制作的特定区域相
联系，它由许多因素组成，包括土壤、底
层岩石、海拔、坡度、阳光的角度以及局
部的小气候，例如雨水、风力、湿度、温
度变化等；而后者是法国特定的区域划分
制度，对于行家和经过教育的葡萄酒爱好
者来说，看到某个 AOC 就可以追踪这瓶葡
萄酒的来源到某个区域、村庄甚至某一块
特定的葡萄园，因此 AOC 制度不仅是葡萄
酒来源的标记，也是其质量的保证。关于
AOC 以后将写专文介绍。
法国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包括波尔多
(Bordeaux)、 勃 艮 地 (Burgundy)、 香 槟
（Champagne)、卢瓦尔地区(Loire) 以及阿尔

萨斯(Alsace)等，生产各种不同风格的葡萄
酒，包括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玫瑰红葡
萄酒，起泡葡萄酒，以及甜葡萄酒等。许
多世界著名的葡萄品种也来源于法国，进
而移栽于世界各地。具统计，在法国有大
约十五万葡萄种植者，可见其规模宏大。
隋爱平医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郊区
的马里兰州盖城行医，利用业余时间研究
葡萄酒。并创立传华酒业公司(英文名称
Seneca Creek Wines & Spirits, Inc.) 推 广
葡萄酒知识。网页：www.chuanhuawines.
com; 如果您有关于葡萄酒的问题或心得，
请直接联系隋爱平医师。电子邮件：
peterasui@yahoo.com. 如 果 您 有 脸 书
（facebook） , 可 在 您 的 脸 书 （facebook）
中搜寻 chwine 一词就可看到隋爱平医师的
脸书。喜欢葡萄酒的朋友还可以搜索公众
号 chuanhuajiuye 添加关注，或添加微信
号：peter49247 进行交流。

都有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
野花牌绿蜂胶是大自然
带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一
手降低高血糖，一手预防并
发症，全方位保护糖尿病患
者的身体健康，沒有任何依
赖性、上瘾性和副作用，适合
患者长期服用。

加拿大卫生部天然品 NPN#80006418•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登记注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绿蜂胶(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亚太区总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费长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纽约分公司：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內LL103座(135-15 Roosevelt Ave. #LL103)
电话: 718-461-2988。网站：www.royalnatural.ca 欢迎访问，祝您健康！

传华美酒欣赏系列

葡萄酒的王国-葡萄酒的王国
--法国
法国

提高体质，而且还具有软化
血管、降低血黏稠、防止动
脉硬化、抑制细胞活性等多
方面效果，从此不再惧怕并
发症。野花牌对失眠、便
秘、皮肤瘙痒、乏力、视力
模糊、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病、炎症、溃疡等并发症

纠正这些保养误区你才能有好肌肤
NG1、洗脸越久越干净 洗脸越久越干净是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洁面产品在脸上
停留时间过久，细胞间脂质流失就越多，肌肤会变得干燥较无弹性，所以洗脸也不要太
久了，
建议时间控制在 1 分半到 2 分钟左右。
NG2、洁面产品清洁力越强洗得越干净 如果选择强效洁面产品，会刺激肌肤，且
过度清洁会造成皮肤干燥敏感，甚至可能出现红肿、脱皮等现象，所以应该选择适当且
适合的清洁产品，
洗完脸之后感觉应该是清爽，
不紧绷，
有一点保湿但不黏腻最好。
NG3、大力揉搓才能洗出脏东西 过度的摩擦容易让肌肤受伤，千万不要一股脑
地在脸上揉搓。应该先起泡（用泡泡的就不忽略这个步骤）然后在脸上按摩清洁，然后
清洁的手法要轻柔，从脸部的中央向外侧，以圆形画圈的方式轻揉肌肤，容易出油的地
方可以多揉几下，
单也不能大力哟。
NG4、洗完脸用毛巾擦干 都知道洗完之后水分留在脸上，如果等其蒸发的话，会
带走肌肤的水分，让皮肤变干，所以很多妹子一洗完脸就赶紧用毛巾擦干，也不是完全
说错，用毛巾可以，尽量不要拭擦，轻轻在脸上按压，吸走皮肤表面多余的水分就好
了。如果大力擦也是会伤害皮肤的。
NG5、面膜没有变干可以多敷一会 敷面膜的时候不能聊天跟做表情大家都知
道，但敷的时间很多妹子都不知道，总觉得上面的精华还没干，多敷一会才不会浪费，
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敷太久不仅不会吸收更多的养分，反而会变得干燥产生细纹，甚
至可能引起过敏。所以敷面膜的时间大概把握在 15 分钟左右，
不要超过 20 分钟最好。
NG6、一直使用同一套保养流程 现在使用的流程觉得皮肤挺好的，所以就一直
用同一套保养方式与流程，这是不对的，因为不同的季节或者身体变化会让肌肤的状
况有所不同，所以应该针对当下皮肤的状况做一定的调整，对肌肤才是最好的，如果长
时间没有调整流程，
也可能给肌肤造成负担，
一定要分清状况。

陈盈榛专业美容美体中心
http//www.foreverbeauty.net
基础皮肤保养
*面皰, 粉刺, 毛孔粗大,
疤痕, 青春痘, 皱纹,
老化肌肤,松弛,等皮肤保养
*肉牙,扁平疣,黑痣,黑斑,
雀斑, 黑眼圈 清除
*烫眼睫毛
繡眉
*开运繡眉, 繡眼線
*纹唇線, 纹唇
*雷射激光洗眉
3-060

雷射激光
*黑面娃娃柔肤雷射
*钻石微雕換肤术
活化细胞回春术
*日本穴道电灸回春
*经络活化细胞回春
课程招生班
*繡眉创业班
*基础皮肤保养班
*美容彩妆班
产品批发
*护肤保养品
*各式皮肤质面膜

919 Hillside Lake Terrae ＃312 二楼
Gaithersburg MD 20878
马里兰专线：240-355-8100
陈老师
301-869-9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