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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置給家人 自己只能做租客

泳兒留意房屋政策 盼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阿祖
阿祖）
）唐

最份新 施一

詩詠、
詩詠
、 關心妍及泳兒前日出席剪
綵活動。
綵活動
。 特首林鄭月娥前日公布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 幾位女星亦有
留意，
留意
， 不約而同特別關注房屋及
醫療問題。
醫療問題
。 泳兒的首置機會之
前已給了家人，
前已給了家人
， 若現再買第二
層樓，就要負擔更高昂的首
期 ， 故她希望政府能夠推更多
房屋政策紓困，
房屋政策紓困
， 也讓她再買多
層樓作自己的安樂窩。
層樓作自己的安樂窩
。

政報告其中將會增
加醫療撥款以及開拓
土地增建房屋解決居住的
問題，唐詩詠表示醫療和住
屋都是人生重要一環，她很希望
政府能夠幫到廣大的市民。她指之
前在拍攝《白色強人 2》時，劇本中也
有探討關於醫療政策的問題，而她亦開始
有留意到，也跟一些醫生去傾談到這話題，從
而知道每個國家的醫療制度也存在着問題，而香
港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藥物價錢比較昂貴，尤其是
需要服用標靶藥的病人更是未必負擔得到醫藥費：「病是
無得講的，但有太多病人要長期服藥，都未必能夠負擔到
高昂的醫藥費，這方面政府真的需要去幫助大家，我也有
朋友病重，遇到無法支付藥費的問題！」
泳兒也贊成香港盡快興建更多房屋，她一直都認為買「磚
頭」是很好的投資，之前她都買了屋給家人住，自己現反而
只能租屋住，因要再買第二層樓，首期又要高一點，所以也
希望政府能夠實施一些房屋政策，能讓自己可以再快點入手
買多層樓自住。不過泳兒都明白對於一般市民來說，香港的
樓價實在太過高昂：「我在新加坡的朋友們，出來工作不久
已經很快擁有自己的家，一切都安頓下來！」

唐詩詠髮線後移憂惡化

●泳兒
一直認為買
「磚頭」是很好的
投資。

關心妍希望政府能夠幫助到社會民生更多，像近年
她的基金會也以幫助低收入家庭為主，她說：
「有時富足的人未必會知道，但自己落區去
做，有一元就是一元，所以政府多些在醫
療及房屋上幫助市民，這是很重要
的！」關心妍提到她集中為情緒病
患者音樂治療，然而她所知政府
為情緒病患者撥出的資源不
算太多，像去看一次心理
醫生收費會很昂貴，
很多病人其實負
擔不到，即使
其基金希
望能夠
做

上車
再

一些免費的
音樂治療，但
有時叫到病人出來
也要考慮到交通費
用，也只好再津貼他們車
資及提供食物，他們才願意
面對治療，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多
些撥款去資助這類有需要的人。
唐詩詠談到脫髮問題，她指最初以為
爸爸只遺傳給哥哥，但原來自己都有這危
機。她說：「我一直只顧着護膚，大約三四年
前試過拍完古裝，有次髮型師跟我說我的髮線向
後移了一格，相信是身體差和工作壓力太大引致！其
實男生額角位髮線向後，還可以說有型，但我當時真的想
哭出來！」詩詠表示補救方法是現在除了用健康產品保養頭
髮，每朝吃麥皮時也加黑芝麻粉，此外，亦盡量不令自己太大壓
力：「劇不會拍太密，拍一套劇之後要休息半年，現在怕了拍古
裝，夏天更盡量避免接拍古裝，因為我都不後生了，不再是18歲，要
為身體着想，辛苦工作完要調理身體，懂得愛錫自己。」

關心妍的護膚心得是經常潔臉以外，每日敷最少一次面膜，甚
至有時兩次，因為出入冷氣地方多容易令皮膚乾燥。而最近她
於網上頻道的清談節目中，經常會試用不少媽媽級和扮靚的產
品，才去介紹給觀眾。她發覺從前當歌手只需要唱歌，現
當主持人經常說話，口才和急才也好了：「不過這也真
不容易，試過出鏡訪問人時好眼瞓，結果要捏自己
大腿令自己清醒過來！」
泳兒雖然最近走「暗黑」風格歌路，但
反而接下多個美容及健康產品的廣告及
活動，她笑言可能自己曾經爛臉，
又是很怕冷的人，客戶才想到找
她來幫大家試用產品看其功
效。不過泳兒指因自己曾
經爛臉，所以花在護理
皮膚上的時間比一
般人多，每日在
家中的浴室
也留足幾
小時。

●唐詩詠
受到脫髮
問 題 困
擾。

鄭融仍是無殼蝸牛 生日願望工作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融前日為香港
開電視節目《30分鐘大放餸》擔任嘉賓，節目主持
黃芳雯送上蛋糕為鄭融預祝今個月10號生日，令壽
星女十分驚喜。
鄭融表示今年生日都是與家人、同事及朋友食飯
慶祝，她說：「每增長一歲，生日願望就越簡單，
最重要身體健康、開心及工作順利，可以擁有呢幾
樣已好感恩，（唔想快啲識到新男友？）呢樣反而
冇諗，快啲有新歌推出緊要過有新男友。」她透露
原定計劃年中推出第二首新歌，新歌是一首想鼓勵
大家正面及有溫暖意思的歌，現因遇上一些波折，

要推遲至明年才推出。
另外，對於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又提到未來會
多建公共房屋，目前與家人同住的鄭融，慨嘆
香港樓價一直高企，工作多年雖有儲蓄及想置
業，無奈仍未能成功上樓，她說：「希望政府
同時可以起啲市民可以負擔得來嘅樓，等市民
可以安居樂業，同埋發展商可以起返大間少少
嘅樓，因為近年太多納米樓，作為香港人睇到
都好心酸，好氣餒，好多市民勤力工作都係想
生活舒適，但現在擁有一個住得舒適嘅單位都
變得好奢侈。」

周柏豪囡囡愛哼姚焯菲兒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周
柏豪、陳柏宇、趙慧珊、石詠莉、陳
明憙及章尾而等日前為《勁歌金曲》
節目錄影。
●周柏豪
周柏豪當晚會唱出劇
集《把關者們》主題曲
《過關》，他表示大女
知道是爸爸的歌，雖然
唔識唱，但會跟着音樂
哼歌。他指女兒近日最
愛唱姚焯菲、鍾柔美和
詹 天 文 的 《Hands
Up》，他笑說：「首歌
洗腦到連我都識唱。」
他指女兒開始學跳舞，
希望她都有音樂天分，
而他近日已着手準備女
兒明年入讀學前班的

事，並已向已為人父母的吳若希、林
盛斌和張繼聰等取經。
早前柏豪為了增值自己去了學電單
車及潛水，他說：「學
潛水係想克服幽閉恐懼
症，我係怕焗怕逼，但
喺海底見到啲魚又冇
嘢，仲好鍾意，教練都
話我啲症狀唔係太犀
利。」
談到近日有傳無綫新劇
《法證先鋒V》原定由他
與黃翠如擔任男女主角，
但最後卻易角，由黃宗澤
（Bosco）和蔡潔頂上。
柏豪解釋因為月底很大機
會要返內地拍劇，因為撞
期而未能演出。

方力申望赴上海習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方力申（小方）、胡
曦文、諸葛紫岐、伍詠薇、朱潔儀日前出席藝術家馬興
文（Simon）的巡迴展覽，小方受訪時表示：「懂得入
廚的男人會加分，我就只識游水卻不是經常能顯露身
手，所以希望跟Simon到上海學畫畫，自我增值，但不
是為追女仔而學，只想做到文武雙全。」小方笑言開始
跟Simon學畫畫前，會先做跟班，所以會為今次活動擔
任司儀，當是預繳學費。一直有收藏名畫的小方，被問
到最貴的一幅畫升值多少，他表示：「跟股票一樣有升
有跌，暫時無意套現，自己又不揮霍，待需要用錢時才
●方力申(左)想跟馬興 會變賣，現時當儲老婆本，除了收藏畫，我也有不少運
動員的簽名物品，同樣有升值能力。」
文學畫畫。

●鄭融獲預祝生日。

帶小孩整甜品狼狽 苟芸慧母愛不減

馬德鐘拍新劇回歸老本行演
G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馬德鐘與兒子馬在驤、王君馨、
關禮傑等人前日到室內攀石場宣傳劇集《我家無難事》，獲觀
眾大讚有喜感的馬德鐘，多謝觀眾喜歡之外，也感謝監製夠膽
起用他演喜劇，直言演喜劇與慣常演紀律部隊有不同的難度，
演喜劇更講求演員之間擦出的火花。
馬德鐘透露稍後要為新劇開工，演回他的老本行前 G4，說：
「現在已開始努力操練，未知道要否除衫騷肌，我也不想練到
太魁梧，G4 主要給人有安全感。」雖然不用刻意操肌，但馬德
鐘操練時不小心拉傷肩部，要看針灸治療，所以前日也沒參與
攀石遊戲。有傳新劇馬德鐘與降格的李佳芯合作，他表示未知
詳情和對手，暫時只收到通知要操練，劇集會議尚未召開。
難得與兒子父子檔合作，馬德鐘稱兒子忙應付考試，短期內
也不會再合作拍劇，對於兒子的表現，他說：「第一次拍劇來
講，我會給他 50 分合格，是一種鼓勵，當然他有很多缺點和需
要進步的地方，但相信是一次很好的體驗，若果將來想在這行
發展就要更加努力。」
王君馨表示與老公結婚後有一起玩過攀石，當時他們與教會
其他新婚夫婦同行，從攀石過程中學習夫妻間要互相扶持，又
有少量的親密肢體接觸。笑問他們平時愛做哪種雙人運動增進
感情，君馨笑道：「有踩雙人單車，雙人瑜伽就沒有了，因為
老公平時有做健身，他的筋骨都比較硬。」正準備推出個人第
三首新歌的君馨，透露會斥巨資租用大廠房拍攝MV，製作費也
是她至今最昂貴的一次，也要努力找合作單位。君馨稱新歌以
音樂和舞蹈為主，不會像上一首《尖叫》的性感程度。

● 關心妍希
望政府能夠
幫助更多情
緒病病人。
緒病病人
。

關心妍任主持訓練急才

●馬在驤(左)第一次拍劇，馬 ●簡淑兒攀石，王君馨在下扶
德鐘稱會給兒50分合格。
實。

●關禮傑手拿楊明頭像紙牌一起宣傳。

東南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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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向來喜
歡小朋友的苟芸慧（苟姑娘），不時上載
與姪仔、姪女的生活合照，展現「母愛」
的一面，日前苟姑娘跟三位年齡三四歲的
小朋友合作炮製甜品。雖她是整甜品的高
手，但要帶領着 3 位小朋友一起製作，難
怪在接受挑戰前，苟姑娘已表示：「對自
己 非 常 有 信 心 …… 一 定 會 Fail （ 失
敗）。」
過程中 3 位小朋友需要跟苟姑娘打蛋、
調配食材分量，烹調程序看似簡單，但 3
位小朋友充分表現「失控」一面，除了未
有跟指示亂落糖分量之外，又不時「逃
跑」，亦不時發問問題，問到苟姑娘口啞
啞，雖然苟姑娘十分狼狽，但亦展現出無
比的耐性，最後她要出動糖果及士多啤梨
乾，才能稍稍將混亂場面平復。
跟小孩整甜品的初次體驗宣告失敗，雖
然苟姑娘被弄到一頭煙，但仍無損她對小
朋友的喜愛，她說：「我覺得係幾有趣嘅
經驗，大家見到我個狼狽樣，不過係幾開
心，同三個小朋友玩嘅過程，發覺每個小
朋友都有不同個性，所以都係一個未生小
朋友之前嘅熱身。」苟姑娘續說，覺得今
次挑戰對她來說未有太大難度，對小朋友
的愛亦不會變：「冇改變自己鍾意小朋友
嘅想法，鍾意就係鍾意，好簡單，我鍾意
小朋友係因為佢哋好天真。」

●苟芸慧跟3位小朋友合作炮製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