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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娱乐
台湾著名音乐人、
F.I.R.乐团团长陈建宁，
照顾患有失智症的奶奶
十年，看着奶奶渐渐认
不得亲人、无法控制大
小便等问题，他心疼、
难过，也难免生气。但
他知道，要有爱心和耐
心，这才能帮助奶奶，
也是帮助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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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月
五

罗瑱玲专访 lohcl@sph.com.sg

来新参与失智症心灵分享会

照片：Qeren Communications 提供

陈建宁
顾失智奶奶10年
F.I.R.

《手中的记忆》失智症心灵分享座谈会

体育馆外出现人龙，网络发生大阻塞，五月天狮城演唱会，
两场近两万张门票，四小时内被抢光。UFM100.3将送票，
没抢到票的歌迷，要留意UFM100.3的节目了！

在八点档乡土剧
《风水世家》里演坏人
暴红，江俊翰紧接着在
《龙飞凤舞》演黑道老
大，但他不担心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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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将在本地连开两场演唱会。

《五月天Just Rock It 2016就
是演唱会》将于8月5日、6日在新
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这是五月
天阔别三年，再度来新开唱，歌
迷等了这么久，当然是迫不及待
抢票。VIP门票上周五抢先发售，
一小时内卖光，所有门票前天开
卖，近两万张在四小时内售完。
周六早上11时开始售票，室
内体育馆外出现长长的人龙，网
络也出现大阻塞。有歌迷反应，
花了近两小时才成功登陆网站购
票。主办单位ONE Production为
了尽量满足所有歌迷，开放了视
线有限的位子，同样被抢光。
上周六早上下起大雨，还好
主办单位一早做了防范措施，让
歌迷先在有遮蔽的地方排队。11
时开始售票时，雨也停了，所以
歌迷没有淋湿。

座谈会邀请聂之敏医生（老年医学专科医生）、
安琪老师（音乐治疗师）、李蕙因老师（戏剧治疗
师）、莫玪珍（关护者），及特别嘉宾陈建宁主讲。
日期：6月4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地点：Shine Auditorium, 100 Beach Road, #03-01
Shaw Tower
入场免费，请上网http://bit.do/forgetusnot报名，或拨
打报名热线6336 5208，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不会加场

陪奶奶看照片寻记忆

《龙飞凤舞》
又演恶人

罗瑱玲报道

4小时抢光

陈建宁将于6月4日来新，
衣衫单薄的单身汉（罗汉脚
参与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
仔）就会流泪。
和邱德拔医院主办的《手中的
照顾失智的奶奶时，他
记忆》失智症心灵分享座谈
会念这些顺口溜给奶奶听，
会。来新之前，他接受本报越
令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
洋电话专访，分享照顾奶奶的
他念上一句，奶奶竟然能接
经历。
下一句。他也常为奶奶唱一
陈建宁的奶奶已经过世十
些闽南语民俗歌曲，他说奶
年，享年98岁。他和奶奶及
奶听了很开心。
父母同住，他忆述奶奶七八十
奶奶认不得家人，自是
岁时，开始神志不清，家人以
教家人很难过，但陈建宁选
为是人老了记忆衰退，不以为
择以正面的态度面对。他
意。但后来，奶奶开始失去方
说：“其实照顾失智症患
向感，例如厕所就在房间隔
者，就像照顾婴儿，耐心
壁，也找不着。
最重要。他们当年如何呵护
陈建宁说；“奶奶就在房
我们，现在倒过来，我们
里大小便，把房间弄得很脏，
也一样地去呵护他们。只要
我们当然有点生气。带她去看
态度正面，心理压力也会减
医生，才得知她患了严重的失
少。”
智症，也才知道我们错怪她
了。”
为失智症患者写歌
奶奶的记忆越来越糟，例
陈建宁两年前受台湾卫
如忘记已经吃了饭，一直嚷着
生福利部之邀，为失智症
要吃。陈建宁说：“我们也很
患者写了一首《忆起爱相
难分辨她到底是饿了，还是忘 陈建宁呼吁大家用正面的态度面对失智症患者。
随》，并找来A-Lin、黄韵
了。还有，很多亲戚来看她，
玲、彭佳慧和锦雯合唱。
她也忘了他们来过。”有时候，奶奶也会认不得他，
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呼吁民众用正面的态度面对
让他感到很心痛。
患者，呵护他们失去的记忆。

陈建宁工作繁忙，但他说回到家，都会抽时间陪
奶奶，跟她一起看照片，回忆以前的事情。
陈建宁说：“我是念心理学的，我相信人的记
忆，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都存在大脑里；忘记，是
因为没有线索。”所以他常和奶奶聊天，给她看照片
和录像片，帮助奶奶“找线索”，唤起一些记忆。
陈建宁记得小时候，奶奶常给他念一些闽南语的
顺口溜，他印象深刻的一则是，“红柿出头，罗汉脚
仔目屎流；红柿上市，罗汉脚仔目屎滴”，大意是，
每当秋风吹起，柿子成熟上市时，那些无家可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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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信伴长发密友看夜景

原来是……
不少歌迷漏液排队，抢购五月天演唱会门票。

歌迷纷纷求加场，但主办单位表示不会加场。对于网上涌现大量黄牛票，主办
单位再次呼吁歌迷不要买黄牛票。
本地的《Just Rock It》演唱会，将是五月天7月发行新专辑后的海外第一站
演出，歌迷可以期待他们带来新歌。
电台UFM100.3是五月天这次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接下来将在节目中送出
演唱会门票。五月天的歌迷，要留意UFM100.3的节目了！

（台湾讯）五月天在香港嗨
开十场演唱会，为免阿信嗓音操
劳过度，中间有安排休息日。阿
信透露，休息日出去玩，还自爆
和一个特别的、要好的朋友吃了
晚餐，还一起到山顶看了夜景，
并暧昧表示自己对长头发的人有
偏爱，在夏夜晚风里，看着对方
的长发迎着风飘逸，心里真是说
不出的～
团友连忙帮腔“开心”、
“浪漫”。年过40还是黄金单身
汉的阿信，难道要公开对象了？
面对台下歌迷的追问，阿信
先卖关子说，“不要问是谁”，
最后揭底，“那个人就是玛
莎”。
五月天新专辑已开始预购，但预购期长达快
两个月，被粉丝亏，该不会是专辑还没做好吧？
没想到还真是事实。阿信表示，新专辑还没完
成，粉丝会买到什么，他也不知道。石头还说搞
不好到时拿不到货，阿信竟说，“最重要是买的
感觉”，十分搞笑。

现年45岁的台湾性格演
员江俊翰，昨天受本地星和
邀请，为他参演的三部乡土
剧《风水世家》、《龙飞凤
舞》及《嫁妆》来新宣传。
江俊翰在《风》演坏人
角色“林明德”，被冠上绰
号“人渣德”，可见他的演
出令观众恨之入骨。紧接
着，他在下一部剧《龙》再
演歹角，可是他不抗拒再坏
下去，也不担心无法翻身。
江俊翰自觉坏人有千百
种演法，他会赋予不同角色
新生命。“我将这个黑道老
大演成可爱、暖男的感觉，
重情义之余又不失海派。这
几种元素加起来，让角色变
得有生命力，观众也喜欢上
他的个性。”
其实在演坏人成功出位
前，江俊翰曾被同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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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

宋仲基与李光洙是多年好友。

风水点迷津

慧师傅

今晚

庄耿闻 摄影

演《大小李医师》
重新找到演戏乐趣
今年，江俊翰接演大爱
剧场《大小李医师》，扮演
李森佳医师，从年轻演到
老，让他重新找到演戏的乐
趣。
有别于乡土剧边演边写
剧本的“即兴”作业方式，
江俊翰一早就拿到《大》的
完整剧本，因此可以更细微
地处理人物的心理变化。也
因自己人生历练多了，这次
二度从年轻演到老，他觉得
演来更有把握。
“上一次准备得不够，
觉得自己演得刻意，太用力
去演，以致从肢体到台词的
表现都不自然。”
《风水世家》、《龙飞
凤舞》及《嫁妆》可透过如
意福建随选频道 （星和视界
第852频道）收看。

（台湾讯）《步步惊心》中潇洒不羁的十三
爷袁弘，今天将在德国古堡和中国演员张歆艺成
婚。他在29日先在汽车博物馆为娇妻办35岁生日
派对，曾有过一段婚姻的准新娘穿着喜气的红色洋
装，接受约80人的生日祝福。
“弘歆婚”伴郎团包括袁弘大学室友胡歌、彭
于晏等，花童则由曹格的儿女Joe和Grace担任。
吴奇隆和刘诗诗昨天一早被拍到现身上海机场飞德
国，两人将出席婚礼。

爱女弹琴给灵感

星和策略联盟总裁翁美君为
星和市场总裁刘浩新削发。

林宥嘉新专辑
6月17日发行

大S儿子取名汪希箖

用风水布局
防孩子叛逆

林明文 报道

周杰伦 新歌曝光

为善不弱人后，星和视界响应
“散发希望”（Hair For Hope）的号
召，超过120人在星和市场总裁刘浩
新的率领下，一同为儿童癌症基金会
周杰伦曝光女儿弹琴的画面。
（综合讯）宋仲基27日在广州举行
年度筹款活动剃头。
粉丝见面会，在与粉丝的“问与答”环节
上周五（27日），在星和位于乌
中，有粉丝问：“如果和李光洙爱上同一
美的总部大楼，加入星和10个月的
个女生？”宋仲基表示会“选择爱情”。
市场总裁刘浩新和公司职员、合作伙
宋仲基曾说妹妹的出生是自己最幸福
伴、媒体人、顾客，及星和培育计划
的事情，被问：“如果妹妹爱上李光洙，
受惠者，集体削发献爱心，让癌症孩
小S的嘉宾包括黄渤（左起）、李治廷和高云翔。
你会同意吗？”宋仲基连说“不，不，
童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这也是星和响
不”，直言：“光洙虽然是我很喜欢的朋
应“散发希望”活动五年来，最多人
友，但他个头太高！不可以！”
参与的一年，当中有八名女性。
“朴宝剑和李光洙同时落水会救
每一名参与者在“散发希望”网
谁？”宋仲基回答：“我不会带他们俩去
站报名剃发，星和就捐出1000元善
水边。”完美地化解了“落水难题”。
款。
林宥嘉去年7月退伍后就开始
（台湾讯）小S下个月将
伽。
星和市场总裁刘浩新在削发后受
积极筹备新专辑，华研唱片今天宣
深圳过海关 职员狂拍照
赴北京录中国网站爱奇艺新
小S一集酬劳约480万
访时，谈到参与这项活动的两个原
布，林宥嘉新专辑《今日营业中》
大S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节目《姐姐好饿》，节目桥
台币（20万新元），是主持
宋仲基前天从深圳返回韩国，在深圳
因：“从公司的出发点而言，星和此
将于6月3日开始预购，6月17日正
段昨天首曝光，前三集小S
《康熙》的40倍。目前正夯
机场进行过关检查时，被职员狂拍照，有
举意在回馈社会，这包括我们捐出电
式发行。
爽吻金马影帝黄渤、与《芈
的韩星宋仲基，制作单位也
关人员更夸张到拿出大相机频拍。网民质
视时段传递‘散发希望’的讯息，我
这是林宥嘉继《大小说家》之
月传》“义渠王”高云翔共
在积极邀约中。据悉宋仲基
疑该名官员在工作时间跟拍明星，算不算
很意外我们星和有不少职员参与剃发
后，酝酿四年之久的第五张专辑，
（台湾讯）
骑机车耍浪漫，更和林志玲
是该节目总冠名商VIVO手机
擅离职守。
活动。以个人的角度来说，我11岁的
他首次担任专辑制作统筹，主导专
大S本月14日生下
绯闻对象李治廷大玩双人瑜
代言人，上节目机率高。
儿子知道有这项活动，也表达支持的
辑内容和音乐走向，从邀歌、亲身
第二胎。汪小菲
意愿，我会陪他在7月底在VivoCity举
创作、讨论歌词、编曲、混音到最
凌晨公布儿子取
服务范围
行的‘散发希望’剃发活动上再剃一
慧师傅国际专业风水
勘察风水●八字算命●八字命名●择日生产
后母带完成等每个环节，都亲力亲
名为汪希箖（音
次。我会
为。
同林），“像竹
刘浩新与三位星和培育计划的青少年受惠者合影。
的，不合适的
这么做可
（5月30日）四月廿四
哪里看歌台？
专辑名为《今日营业中》，概
子一样的安静清
画除了影响财
说是一种选择，但那些患癌的小孩却没有（选择），而无
念是林宥嘉开了一家特别的商店，
秀”。大S也解
运，对健康也
歌台
地点
乐队
司仪
论是身心或财务上，我希望能传达给患癌的朋友们，要相
专辑里的歌曲提供听歌者生活中的
释：“这是我跟
有害。尤其是
信明天会更好，要勇敢面对病魔。”
圣灵善花坛之夜
红山景大牌111
白狗骨 皓皓、李佩芬
种种心情需求，希望大家可以在专
小菲一起取的，
房间不要挂色
有 意 为 癌 症 儿 童 基 金 会 筹 款 者 ， 可 上 ht t p : / / w w w .
辑的歌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声，
本报每天将刊登歌台的消息。若有任何歌台的消息，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箖是一种竹子，
彩过于鲜艳的
hairforhope.org.sg/donation/2/154。截止日期是今年9月
满足地走出这家商店。
求，以至于这种严厉会使孩子更
现
我们希望儿子稳重、沉着、冷静。”
画，这样孩子
电话 : 6319 2269 (黄先生) 传真：6319 8166/6319 8165 电邮：shinmin@sph.com.sg
30日。
容易产生逆反的情绪。
在的
的心态容易受
2）房间的方位选择
孩子
到刺激，而难养成温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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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好饿》与男星煮菜
小S有望
‘吃宋仲基豆腐’？

江俊翰不担心定型

十三爷袁弘今德国结婚

星和响应‘散发希望’筹款活动
林明文报道

娱乐 11

农历丙申年四月廿四

有“使坏”的能力。他透
露，在《风》之前，有很长
时间一直在演好人，因此在
演《风》初期，大家对他的
好人既定印象还转不过来，
凭直觉就认定他演得不像，
但随着剧情及人物渐进式的
推演，同行和观众看到他渐
入“恶”境，也看到他的用
心。
可是就在他享受演技获
得认可之际，身体亮出红
灯。前年接拍《嫁妆》时，
江俊翰突然感到容易疲累，
等到年底剧集杀青后，他去
做身体检查，发现肝长了个
水管瘤。所幸瘤不大，医生
建议多留意生活作息及注意
饮食，并定期到医院观察病
况，目前还不需开刀。江俊
翰为此，暂不接八点档。
江俊翰有感而发：“演
一周五天播映的八点档，虽
然增加曝光率，钱也赚得较
多，但那可是用生命在赚
钱，得七天24小时待命，为
演戏赔上健康，就得不偿失
了。”
江俊翰凭《风水世家》里的奸人“林明德”暴红。

市场总裁率120人削发

宋仲基 不准妹妹
爱上李光洙

星期一 Monday

（台湾讯）周杰伦今晨发表最新单曲《前世情
人》，把女儿四个月大时弹的旋律写成新歌，MV的最
后还出现女儿玩钢琴的影像。周杰伦也在面簿PO出老婆
昆凌抱着女儿，一家三口的背影照。
周杰伦阔别一年半，终于在6月要推出新专辑。今
天凌晨零点一到，他的第一支单曲就在他的官方面簿曝
光。据悉，这首《前世情人》灵感来自女儿小周周四个
月大时，某天在玩具钢琴上随手弹压了几个音符，周董
一听有灵感，延伸发想出整首歌的曲。

周杰伦分享全家福。

第547期《优1周》

李英爱 新戏快杀青
（台湾讯）“大长今”李英爱相隔12年再
次拍剧，演出SBS电视台新剧《师任堂》。经
过多个月的赶戏，该剧终于接近尾声，近日
即将杀青。
日前网上流传爱姐与剧中一众演员的合
照，穿上韩服的爱姐被大班男演员围着，而
站在爱姐右手边的，正是剧中男主角宋承
宪。《师任堂》早前公布将于10月1日首播，
粉丝还要耐心等多四个月。

已经出版

史蒂芬站＋植物园站
地铁周边好去处
本期，记者搭乘滨海市区线第二阶段地铁线
（Downtown Line 2），来到史蒂芬站和植物园站
下车游逛，为大家发掘周边的好去处。
新站史蒂芬站是最深的地铁站，深入地面40
米，也就是约14楼层的组屋高度；而植物园站不
但通往阖家出游野餐圣地的新加坡植物园，而且
由于附近坐落着法国领事馆，也就成了法国人聚
集的好去处。
本期，带你到两个站附近走走，发掘好吃好
逛的地方，包括日韩咖啡馆、植物园内的休闲西
餐和获奖餐馆、以及实惠的法式家常菜馆等。

更多专访内容以及娱
乐、生活、保健资讯，都可
在星期五（5月27日）出版
的第547期《优1周》杂志
中找到。
《优1周》在各大报
摊、售报亭、超市及便利店
出售，每本售价2元，或以
USD $0.99在www.magzter.
com下载电子版。现在也可上网到www.uweekly.
sg，看《优1周》的最新内容！

本期幸运奖
15份《Me Before You》电影礼包（书签、豆豆
帽、发夹、日历本、海报和1对戏票）

弄巧反拙
林女士65岁，
是一名前教师，退休
后闲来便潜心钻研命
理风水，学习管道主
要是互联网和本地及
金子龙风水馆
中港台的风水书籍。
林女士始终相
信，只要潜心向学，有朝一日，必有所成;至少学
以致用，也不枉费心机。为了验证自己的“风水
功夫”是否到家， 林女士不久前做了一个实验，
在得到丈夫的同意下，就在房里摆了一个所谓的
“三合风水阵”。
林女士和先生同是壬辰年出生，生肖同是属
龙，夫妻俩均有犯太岁之嫌。林女士摆的“三合
风水阵”即以自己的生肖龙，配与猴及鼠，在房
子的子方，辰方及申方，摆了一只铜鼠，铜龙及
铜猴。
据林女士透露，这个“三合风水阵”有助提
升本身的人缘运，财运和事业运。由于本身已
“无职一身轻”，事业运再好也不受“补”，丈
夫也是一名退休人士，亦无法从事业中受惠，因
此剩下的人缘和财运才是重点。
某天， 林女士试买4D，没想到真的中了头
奖，让林女士真的以为“三合风水阵”很灵验，
於是拼命的下注，下注的银额也越来越大，结果

服务 紫微斗数 / 八字论命
范围 家居风水 / 商业风水

单在2015年里，林女士连本带利（包括中头奖的
奖金）全都输光了，而且夫妻的人缘运看来也不
是很好，这就让林女士感到迷惑了。她明明是照
著书本的方法，依样葫芦摆出“三合风水阵”，
起初也真的旺财中了头奖，但后来却完全走了摸
样，她不得不怀疑自己摆的风水阵，一定是某方
面出了问题。
原来，林女士摆的“三合风水阵”并没有
错，问题在于，林女士只懂三合的运用，比如其
所用的申子辰“三合风水阵”的确无误，却忽略
了申子辰叁合组成的五行属性其实是一个水局。
林女士的八字喜用神是火与金，至于水只是
排在第四位，是其八字中的仇神。也就是说，林
女士是错用了“三合风水阵”的原理，即三合的
五行属性。
林女士的八字喜用神是火与金，一是采用酉
丑巳（三合为金局）或寅午戌（三合为火局）。
其中又以酉丑巳为优，寅午戌虽合为火局，但由
于辰戌相冲，三合的威力始终不及酉丑巳，因此
建议林女士采用铜鸡，铜牛，铜蛇的饰物，重新
佈局就不会有错漏了！但摆设饰物时 一定要罗盘
量准酉位，丑位与巳位才有效。
由此可见，“三合风水阵”还需配合五行的
属性，尽量避开个人八字的仇神和忌神，才是上
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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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电话：6741-7377 / 传真： 6841-8722。）

（本文由金子龙风
水馆提供）

（本文中所提及的人事物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