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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媛与韩国第一美女金泰熙酷似，前者有一张像韩国第一美女金泰
熙的脸，不但没让她发展成为女一号，还偏偏让她惹来了“一身骚”，大
大小小的媒体都说金智媛的脸是整容后的产物，还说金智媛为了出名，就
是按着金泰熙的脸去整的。
余思远 整理

酷似金泰熙 惹‘一身骚’
金智媛出道8年，出演过不少的
角色，最为人熟悉的就是《继承者
们》中刘Rachel与《太阳的后裔》
中的尹明珠。随着金智媛的走红，
也越来越多的粉丝喜欢她了！
由于金智媛的国中照曾被曝
光，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将她的
旧照与新照进行对比。很多网友觉
得金智媛的脸型变了，以前脸颊两
边偏方，现在颌骨的位置感觉变平

滑了。
其实脸变小也可能是瘦了，不
一定就是整容，不过很多人怀疑金
智媛整容。网友们进行大比对，认
为金智媛原本是大饼脸，后来变成
瓜子脸。本来鼻翼很大，后来鼻子
变得又高又小。
而金智媛的眼睛比以前好看，
双眼皮比以前要宽，眼睛看起来更
加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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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男子在克罗地亚挑战激流划
筏，不幸溺毙。（网络照）
联系，会继续提供支援。
据了解，事发后，与
死者组团毕业旅行的友人
都留守克罗地亚，而外交
部也已派一名官员协助。
外交部发言人说，驻
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处
也将为仍留在克罗地亚的
那组新加坡人，提供联
系，并已派遣一名官员提
供协助。

女友崩溃
死者已有交往稳定的女友，女
友在新加坡接获噩耗后情绪崩溃。
据悉，死者有一名从高中就开
始交往的女友，两人感情稳定。没
有参与这趟毕业旅行的女友在新加
坡接到噩耗后，情绪崩溃，难以相
信与男友从此阴阳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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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钱财纠纷起争执

阿叔塑料管伤人被捕
魏宋淩

报道

joleneg@sph.com.sg
义顺一带，两阿叔疑因钱
财纠纷起争执，55岁阿叔用塑
料管蓄意伤人，遭警方逮捕。
这起冲突发生在昨午约12

时22分，地点是义顺5道第701
座组屋。
据了解，两名分别55岁及
66岁的阿叔因钱财纠纷起争
执，55岁阿叔涉嫌随手使用一
支塑料管打伤66岁阿叔。警方
随后在距离550米外的义顺第
101座组屋逮捕55岁阿叔。

《新加坡早期中文报业》展览

祖父 父亲

据了解，66岁阿叔的胳
膊被塑料管划伤，但并没有送
院。警方之后封锁组屋底层调
查问话。
警方受询时证实，55岁男
子因涉嫌使用危险途径蓄意伤
人而遭逮捕，调查正进行中。

陈玉能 报道
gltan@sph.com.sg

▲文化、社区及青
年部长傅海燕（左）昨
天和父亲傅超贤一起出
席特展，左上角的老照
片是傅海燕的祖父傅无
闷。傅无闷和傅超贤父
子都曾经是报人。（《
联合早报》）

而金智媛在《继承者
们》与《太阳的后裔》的
剧照对比，明显看到两个
不同时期的金智媛的样
子，脸蛋圆圆的，看上去
很自然，仅是发型改变
了，更加美了！可以确定
的是，金智媛出道后，越
来越懂得打扮，妆容也非
常适合她！

预告
写出《太阳的后
裔》的金牌编剧金恩
淑，曾靠一包零食度过
3天，明天开始连载她
的故事。

母亲岳母皆失智
朱厚任分享经验

▼朱厚任（左）
和林茹萍昨早亮相
在义顺举行的“勿
忘我”路演，向在
场公众分享他照顾
失智症患者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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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任的母亲和岳
母都是失智症患者，让他深明
以耐心对待患者的必要性。
资深演员朱厚任在2010
年凭《团圆饭》里失智症患者
的角色，赢得《红星大奖》
最佳男配角奖，而在现实生活
中，他的母亲和岳母都是失智
症患者。
朱厚任昨早亮相在义顺举
行的“勿忘我”路演，向在场
公众分享照顾失智症患者的经
验。
朱厚任说，失智症没有药
物可以治疗，但如果得到身边
人的关心和耐心，可以减缓病
人病情恶化的速度。
他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
母亲患上失智症后，经常会忘
记把东西放在哪里，还会埋怨
家人把东西藏了起来。
岳母则会常常重复讲过的
话，直到病情严重时，连亲人
都记不得了，见到他还说“坏
人来了”。
活动主持人的林茹萍则
说，自己的姑姑去年患失智症
后，有时半夜不睡觉却说要冲
凉，有时则无缘无故说女佣打
她。
朱厚任认为，与失智症患
者相处，应尽可能迁就他们，
避免和他们起冲突。
即使对方重复或提出
奇怪要求，也尽可能
顺从，这需要耐性。
此外，也应该经
常主动问他们“想什
么”、“要什么”、
“做什么”，了解他
们的需要。

三文鱼涨

‘勿忘我’从义顺开始

打造失智友善环境
“勿忘我”运动由慈善机构
连氏基金和邱德拔医院联手推
出，旨在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了
解，并教育人们为患者打造一个
失智友善的环境。
“勿忘我”运动从义顺开始
推行，目标是将义顺打造成一个
失智症友善社区，未来希望能扩
展至全国。
活动现场也招募公众、团体

或企业成为“失智症之友”，呼
吁居民协力创造一个邻里互相帮
助的社区。成员都需接受基本失
智认知培训，以便有能力辨识失
智症患者、了解该如何与他们沟
通，及在他们需要时提供援助。
主办方也印刷中英双语的
“勿忘我”手册，教育公众如何
帮助失智症患者活得有尊严。

逾85岁长者

一半将患失智症

本地越来越多年长者患上
失智症，60岁或以上国人中，
10％患有失智症；85岁以上年
长者中约一半的人将患上失智

爆料

MSS爆
MM

症。

但由于失智症还未广为人
知，有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
已患病，没有及时求医。
研究
显示，到
了2035
送
年，本地
估计会有
超过10万
名失智症
患者，比
shinmin@sph.com.sg
目前多一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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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当过报人

报》当过主编，父亲也当过记
者，一生事业与新闻报业密不可
分。”
特展即日起举行至10月9
日，公民与永久居民可免费参
观。有兴趣的公众可上晚晴园的
官网www.wanqingyuan.org.sg
了解更多详情。

金智媛透露自己是个
私下不擦任何保养品，穿
着普通校服就去上学的学
生，除了初中时期的一段
“过家家”式的爱情，从
未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
她还自嘲是天生的光棍。
虽然旧照中的金智媛
看起来很平凡，眼睛与脸
型与现在的有些差别，人
的五官是会长开的，再加
上化妆，金智媛现在的样
子与以前的有差距并不出
奇。
其实看到金智媛的童
年照，会发现原来金智媛
小时候与现在的样子差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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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海燕：特展对我特别有意义

你知道1880年代新加坡
发行过哪些中文报吗？你又
是否知道那个年代每逢星期
几没有报纸？
晚晴园正举办的《无限
江山笔底收：新加坡早期中
文报业》特展，昨天下午由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
燕主持仪式。
特展将追溯1880年代至
1942年新加坡中文报章的发展历
程，除了回顾《叻报》、《中兴
日报》等战前华文报章，也放置
了许多有趣的“宝盒”，让前来
的民众“揭开”一个个和战前中
文报业有关的趣味小知识。
此外，主办方为了让特展内
容更年轻化，也加入了以旧式报
章为主题的大型自拍站，以及数
个与报业相关的互动游戏。
傅海燕说：“这场特展对我
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家有两代
的长辈，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
祖父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

▲金智媛。（取自网络）

▲金泰熙。（档案照）

义顺「 勿忘我」路 演

狮城男划筏溺毙

农历丙申年四月廿三

自嘲是天生光棍

金智媛素颜皮肤比较暗，给人
感觉有点憔悴，眼袋也有点大。化
了妆之后皮肤看起来白滑细嫩，眼
袋看起来也没那么明显了。
其实整容与否，大家都没办法
准确判断。金智媛的这些变化，有
可能靠整容，当然也可能是化妆师
的化妆技术，亦或者PS的后果。

结伴克罗地亚旅行

狮城男大学生毕业旅
行，与友人结伴到克罗地
亚游玩，挑战激流划筏，
不幸坠河溺毙。外交部表
示，已联系死者家属，并
会提供支援。
这起悲剧发生在位于
东南欧，中欧十字路口的
克罗地亚（Croatia）。
据本报探悉，20多岁
死者与一群朋友到欧洲毕
业旅行，而克罗地亚是最
后一站。
据悉，一行人到克罗
地亚后，选择挑战激流划
筏（white water rafting）
，但死者不知何故不幸落
水，遭激流冲走后，寻获
时已溺毙身亡。
根据旅游网站资料，
克罗地亚有几条热门河
流是旅客玩激流划筏的
首选，包括Mreznica、
Dobra、Kupa、Korana、
Una、Zrmanja和Cetina
等。
针对不幸事故，外交
部发言人受询时表示，
为死者家属至上最深的哀
悼，并已与死者亲属保持

星期日 Sunday

姜泽良报道
摄影

受天气及海虱影响，挪威三文鱼产量减
少，价格上升，本地鱼贩受波及，有者一公斤
出售价从24元涨到30元。
据外地媒体报道，智利今年2月藻华
（Algal bloom）为患，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三
文鱼死亡，令其价格足足上升逾60％。另一方
面，挪威三文鱼产量也因极端天气及部分地区
海虱的影响而受打击，当地渔民提早收成，使
三文鱼平均重量下降。挪威今年三文鱼产量料
为118万吨，较去年减少5％，而价格年比则足
足上升了63％。
记者向本地鱼贩了解，受访者均说三文鱼
的进货价上涨，有者无奈表示两个多月内就涨
了近60%。
鱼贩陈亚峇透露，三文鱼买进的价格两个
多月前是11元，现在已飙升到17元5角，进货
价每周都在涨，因此卖出的价钱也难免相应上
调。
他说，进货价开始涨的时候，自己并未涨
价，不过实在吃不消，约一个月前将出售价从
每公斤24元涨到目前30元，涨幅25%。
另一名鱼贩许先生（62岁）说，本月售卖
三文鱼的价格每公斤比上个月就贵了两元多到
三元。
松鱼业私人有限公司进出口经理林佳伟
说，因为智利的产量减少，其他国家如美国、
中国、俄罗斯等地转而向挪威取货，本地鱼商
需与其他国竞争，因此进货量变少，价格也上
升百分之二三十。
“不过价格也是每周不同。”

三
文 鱼
是国人
爱吃的鱼
类之一。（档
案照）

▼挪威三文鱼产量减少，本地鱼贩也受波及。

新加坡鱼商总会会长李文昭则说，三文鱼
价格有起有落，本地的消费量算少，国人也不
用过于担心。

阿嫂：鱼若新鲜仍会买
三文鱼变贵，受访国人表示仍会买。
苏玛丽（60岁）说，最重要是买到新鲜
的鱼，贵点影响不大。
“如今什么都涨价，摊贩做生意也不容
易，涨价还可以接受。”
王川娟（53岁，主妇）表示，不会被鱼
价所影响，买到适合当天要烹调的食材更为重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