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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成功，得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报名下周一截止，单身男女可要抓紧啦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柳斌 赵珂 实习生 李晓

娜 丰国) 本报发起的“齐鲁

晚报三月三东炮台相亲会”报

名已经持续了10天时间，目前
报名情况持续火爆。距离3月

28日报名截止还有不到一周

的时间，如果您是单身想报名

参加的话，那就需要抓紧时间

了。我们还将从相亲成功者中

随机抽取5对有缘人，赠送周

杰伦演唱会门票。

近几天，多个报名点仍

然延续着上周末的报名热

度，扎堆报名的情况不时出

现。“上周末来报名，排队排

了近20分钟，没想到今天人

还是这么多。”在开发区报名

点，为儿子报名的孙女士为

了改一下个人信息，不惜又

跑了一趟报名点。在大剧院

报名点，来报名的人将两个

报名窗口团团围住，审核、填

表、编号……工作人员忙得

午饭都顾不上吃。

为了把相亲会办的更加

精彩，本报决定为5对相亲成

功者赠送周杰伦演唱会门

票，所有相亲成功者均有机

会获得。据了解，周杰伦“超

时代”演唱会将于5月1日在

济南奥体西柳体育场举行，

周杰伦将在现场演唱自己出

道10年以来各个时期的经典

曲目。

下周一(3月28日)是报名

最后一天，在这里提醒有意
参加活动的单身朋友，要报

名可要抓紧了。您可以到本

报设立的6处相亲会报名点

就近报名，报名需要工本费
20元，本报将为每位成功报

名的市民制作精美的个人展

示卡，同时报名者可获得由

东炮台景区提供的一张相亲
会门票。相亲会上未能顺利

结缘的朋友还可以自愿选择

在《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免

费刊登一次相亲信息。本报

报 名 咨 询 热 线 ：0 5 3 5 -

6879080，东炮台景区咨询热

线：0535-6624839。

花絮

个人简介犯了难

“字斟句酌”把表填

“我觉得20个字不能完全

形容出我的特点啊。”在填写报

名表时，要求20字以内的个人

简介让七尺男儿犯了难。

23日上午，中旅相亲报名

点，两位小伙子赵帅和张浩帅

气登场。哥俩是大学同学，彼此
以兄弟相称，毕业后都在烟台

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工作稳定，收入不低。

性格幽默的赵帅是个急

性子，但刚填写了两行他就

犯了难，“我觉得我的个人特

点可不止二十字啊，我得精

简一下，看看怎么样能让女

生对我更加了解一些。”赵帅

说。工作人员又递给他一张

表，他开始“字斟句酌”起来。

张浩的择偶要求较宽

松，要求姑娘的年龄在20-29

岁就行，高中以上学历。张浩

笑着说：“条件宽松些，符合

条件的人就多些，选择的余

地就会更大嘛，我觉得两个

人随缘就好，有时条件卡的

太死，反而会错过很多好姑

娘。”

带错户口本

跑了两趟报名点

“不好！户口本带错了！”

2 3日一大早，烟台大剧院报

名点迎来了今日第一个报名

者。当小伙向工作人员出具
身份证、户口本时，不料发现

户口本带错了！

下午即将下班时，工作
人员以为小伙不会来了。谁

知，过了一会儿，小伙匆匆赶

来，手里拿着户口本，气喘嘘

嘘地说：“刚开完会，还好赶

上了，你们再看看。”说着，把

户口本递给了工作人员。待

工作人员检查无误时，小伙

终于顺利地报完了名，也舒

了一口气。

工作人员跟小伙聊天时

得知，小伙住在离报名点比

较远的西郊，回家拿了户口

本后，又赶去公司开了会，之

后就急忙赶到报名点，就希

望今天能报上名。

弟弟太腼腆

姐姐赶来代报名

“我来给弟弟报个名，证

件、户口本都带齐了。”23日

中午，孙女士急匆匆地赶到

烟台大剧院相亲会报名点，

一边跟工作人员说着，一边

填起了报名表。

孙女士介绍说，她平时

上班很忙，今天特意抽出吃

饭的时间从幸福开车赶到大

剧院，给弟弟报个名。

原来，孙女士的弟弟比

较腼腆，正如她说的，“如果

我们家里人不积极点，他自
己就不容易找到对象。”真诚

实在的小孙希望找到一个同

样诚实稳重、心地善良的女

孩，其它的就无任何要求了。

“缘分无处不在，说不定

在相亲会上就能碰到合适的

呢，试试吧。”孙女士临走前
微笑着告诉工作人员，眼里

充满了期待。

留住青春的影子
烟大校园电影《我们》入选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本报记者 毛旭松

“世界读书日”

图书馆邀您来朗诵

王阳明告诉弟子，所谓专注，并非专
注于某具体之事。专注读书固然是专注，

专注好色好货同样也是专注。因此，对我
而言，保持自我心境就在于专注一个天
理：我内心对创作的强烈诉求。藉此，寂寞
为我所得，熙攘可以为药：觉纷扰且静坐；

觉懒看书则且看书。这就是对症下药的功
夫，也是我保持自我心境的功夫。

——— 麦家

太不容易了十年终于拿到了WCBA

的总冠军！历程的艰辛让我更加珍惜这份
荣誉。感谢好朋友的真心鼓励和对我的支
持！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 苗立杰

语微报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地址：烟台市环山路3号润
利大厦1601室 咨询电话：1566806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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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会六处报名点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毛旭松) 为
进一步提升公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水平，

通过广泛开展读书活动，丰富广大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营造书香社会的氛围，在烟
台全市掀起全民阅读的高潮，在第16个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烟台图书馆将于
4月初举办“2011全市读书朗诵大赛”。

大赛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日为3月
31日。参赛对象要求16周岁以上成年人，

朗诵内容可以是诗歌、散文、小说、影视片
片断等，体裁不限，内容积极健康向上，如
需配乐，请自带光盘，倡导以“庆祝建党九
十周年”为主题的全民阅读。比赛时间不
超过五分钟。

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品是彩色打印
机或移动硬盘；二等奖2名，奖品是MP5；

三等奖3名，奖品是车载MP3；优秀奖若
干名，奖品是便携式U盘。并将推荐三名
优秀选手参加 4月 22日至 23日举行的

“2011全省读书朗诵大赛”，参赛选手的食
宿费和交通费全免。

比赛时间：2011年4月上旬(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报名地点：烟台图书馆研究辅
导部。联系电话：(0535)6885736

由 烟

台 大 学 毕

业生孔令诗

导演，取景于

烟大校园，由

烟大学生出演

的校园原创电

影《我们》入选

第18届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角逐本

届大学生电影节

竞赛单元“第十二

届大学生原创影片

大赛”。

《我们》于18日晚7

时在优酷网上推出以
后受到网友的关注，截

至23日上午10时，已经接

近15万的浏览量，对于这

部校园电影多数网友给予

了宽容和肯定。

随着DV价格越来越亲
民，一些思想活跃，着迷于

电影拍摄的大学生有了将梦

想转变为现实的机会。不同于

商业大片动辄几亿元投入的

大手笔，大学生手中的拍摄资
金少的可怜，校园电影的演员也
出自象牙塔，一群有梦想的年轻
人在自娱自乐中追逐梦想。

校园电影的创作人员都是在

校学生，注定了选取的题材主要还

是大学生活，大学里的纯真爱情尤

得年轻导演的青睐。《我们》就是讲

述了大学生情侣面临“毕业即分

手”做抉择故事，拍的唯美浪漫，有

三分韩剧的样子。自觉不自觉中，

校园电影会模仿经典电影的叙事

结构或者桥段，但因经验有限，向

经典致敬学的形似神不似，终不得

电影精髓的

真 谛 。青

葱 校 园

里 的

浪 漫

纯 真 爱

情固然能

够让大学生欣

而往之，但与现实

脱离的太远，倒有

“空中楼阁”的飘

忽。一些大学生导

演拍电影为了留

住青春的影子，

用电影这种具体

的方式来记载年

轻时代的梦想、痛

苦与快乐。

很多人都在感

叹现在的学生创作力

越来越差，但这些有

自己梦想的年轻人

还在努力。有梦想就有前进的动力，

有了动力才有创新的资本，成长的阵

痛中或许会掺杂着无奈，磨砺中才能

涅槃重生。校园电影出自大学生手

中，或许电影用专业眼光看上去有

太多不足，可非导演专业的年轻人

能够凭借一腔热情和对电影的真

诚感悟拍出一部作品已属不易。

信息的高度发达，年轻人

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激

辩中萌生新的想法，象牙塔

中的学生导演可能受世俗

功利的冲击少些，能够全身

心扑在自己的梦想上，或

许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现

实的洗礼，中国电影的

未来就靠着这群年

轻导演来描绘。我

们有理由相信，

校园里会走

出 中 国 大
师 级 导

演。

不少美女报名参加“相亲会”。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