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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现在报名还来得
及 吗 ？给 我 报 个 名 行
吗？”8分钟约会环节第一
轮刚开始，在场的刘先生
就忍不住央求工作人员。
原来他是陪朋友来的，本
想过来“打酱油”，可到现
场一看，女嘉宾个个都很
优秀。“8分钟约会”开始
后，现场更热闹。每桌的
男女嘉宾面对面，互相聊
感兴趣的话题。看着其他
人聊得热乎，他心里更
痒痒了。“本来我觉得参
加相亲会很不好意思，
可现在我后悔了，没想

到大家都这么聊得来。”
由于活动现场男嘉

宾名额已满，刘先生并
未如愿报上名。第二轮
开始后，男嘉宾再次抽
号，男女嘉宾重新组合，
重新进行8分钟交流。报
名 的 嘉 宾 都 能 抽 到 号
码，和中意的姑娘聊聊，
这时刘先生更按捺不住
自己的情绪，再次要求
报名，“就给我报上吧。”

每隔几分钟，刘先
生都去找工作人员咨询
是不是有空缺名额，可
是由于报名人数已满，

工作人员只能拒绝。直
到最后看着配对成功的
男女嘉宾相邀离开，刘

先生羡慕不已地说，“下
次如果还有相亲会，我
一定第一个来报名。”

因为堵车的缘故，一
号女嘉宾赶到现场时，八
分钟相亲会的第一轮已经
开始了，但女一号的出现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躁动，
除抽号轮流交谈的男嘉宾
外，一号女嘉宾周围始终
聚满了男嘉宾的身影。

“你老家是哪里的？
能 留 个 电 话 认 识 一 下
么？”女一号刚坐下没多
久，一位男士就悄然坐到

了对面，虽然有些害羞，
但一阵寒暄后，男嘉宾还
是鼓起勇气要女嘉宾的
电话。

几轮下来，女一号和
男六号聊得十分投机，久
久没有分开，这可急坏了
旁边的男嘉宾。“我注意女
一号很久了，但她身边一
直有人，我也就没好意思
上前。”来自开发区的一位
小伙在旁边足足等了十几

分钟，好不容易趁男六号
去洗手间的空隙，匆匆和
女一号搭了几句话，留下
了联系方式，希望以后有
机会进一步交流。

“前后有九个人要电
话，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
思。”女一号劳女士说，相
亲靠运气也靠眼缘，她心
仪的男生需兼具幽默感
和体贴，“当然也要能聊
到一块，沟通不了条件再

好也没用。”
虽然前后有九位男

嘉宾前来“搭讪”，其间也
不乏优秀的男嘉宾，但女
一号最后还是选择了投
保留票，“我很感激通过
齐鲁晚报搭建的平台认
识了很多朋友，但还想通
过以后的沟通再衡量下，
到时候如果有好消息，我
一定第一时间向你们报
喜。”劳女士说。

今年27岁的于先生
是陪着自己哥们来参加
相亲会的，单身多年的他
一直没有遇见合适的女
孩。“原打算帮哥们参谋
参谋，没想到在这里竟然
找 到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缘
分。”于先生有些不好意

思的告诉记者。
“第一眼就觉着是

她，甜甜的笑容很亲切，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不是相亲的主角，于
先生一开始并不敢向女嘉
宾表达自己的好感。得知
于先生心事的好哥们一再

“怂恿”他向对方表白。“有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嘛。”在
好哥们的一再鼓励下，于
先生鼓足勇气大胆向女嘉
宾伸出了橄榄枝，主动找
女嘉宾聊起了天。

女嘉宾悄悄告诉记
者，自己也一直留意于先

生，只是没好意思开口。
“看到他向我走来，我很
高兴，也很惊喜。”看对眼
的两个人越聊越投机，越
聊越觉着跟对方有缘分。

“我们已经留下了联系方
式，往后会更多联系。”于
先生兴奋地说。

最不淡定奖：“打酱油哥”

看别人聊得热乎，他坐不住了

最佳人气奖：女一号

九位男嘉宾围着要电话号码

最幸运奖：于先生

陪哥们相亲，碰上自己那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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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嘉嘉宾宾八八分分钟钟交交谈谈。。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鞠平) 2月12日上午，

在度上酒吧，本报举办的
“旋爱8分钟”情人节专场
相亲会成功举办，8对嘉
宾与爱情结缘成功牵手。
一位男嘉宾说，“遇上她，
是我这些年过的情人节
里最浪漫的一件事。”

当天上午9点，距离
“旋爱8分钟”相亲会开场
还有半个小时，60名嘉宾
已经开始陆续进场，在相
亲信息栏前做准备。一位
男嘉宾手里的纸条上几
乎对每位女嘉宾都做了
一个总结。“做好准备，一

会聊天的时候更容易增
进了解。”这位男嘉宾说
道。而女嘉宾们则手拿玫
瑰花，三三两两地凑在一
块聊天。“我们之前不认
识，大家在一起相互出主
意，看看一会都提些什么
问题，难为男嘉宾一下，
也考验他们一下。”一位
女嘉宾调皮地笑着说。男
嘉宾们还没上场，已被女
嘉宾们“设计”了。

在主持人再次宣布
了相亲流程后，“8分钟相
亲”正式开始，男嘉宾在
本报工作人员身后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期望着能

抽到心仪的女孩，进行第
一次8分钟的交流。据了
解，“8分钟相亲”的模式
是女嘉宾每位有固定的
位置，男嘉宾通过抽签的
形式，与对应编号的女嘉
宾进行交流，每一轮交流
时间为8分钟。

抽签一结束，度上酒
吧里顿时热闹起来，在轻
柔音乐的相伴下，在温暖
灯光的照耀下，浪漫的气
息扑面而来。

据了解，当天“8分钟
相亲”共进行了六轮，头
四轮采取抽签模式，后两
轮则采取自主模式。为了

充分引起女嘉宾的关注，
端杯饮料、拿块水果、送
上一盘蛋糕……男嘉宾
们努力地“讨好”着心仪
的女嘉宾。最卖力的是一
号男嘉宾，还勇敢地登上
舞台高歌了一曲。

中午12点多，虽然男
女嘉宾们恋恋不舍，但由
于时间的关系，“旋爱8分
钟”情人节专场相亲会还
是不得不说再见，共有8对
男女嘉宾成功牵手。而一
位没有牵手的男嘉宾一脸

“哀怨”地对记者说，“这次
没牵成，下次我再来，你们
可别让我等太久……”

手持鲜花分享美味沉浸浪漫

相亲会专场“甜蜜”多多
“情人节”是个浪漫的

节日，对许多女孩来说，这
个节日比任何一个节日都
重要。为此，除了“8分钟相
亲”这个环节，情人节专场
相亲会本报还特意设置了
游戏环节和自助party环节。
不是因为应该谈恋爱，而是
在浪漫的节日享受恋爱的
甜蜜……

2月12日上午，一走进度
上酒吧，在浪漫古典的吊灯
下和轻柔音乐相伴下，最打
动女嘉宾的就是一支支鲜
艳欲滴的红玫瑰。玫瑰园鲜
花店在得知本报要举办情
人节相亲会后，主动提供了
30支最好的玫瑰花，这是玫
瑰园鲜花店对女嘉宾们最
美丽的祝福。

一杯橙汁，一块蛋糕，
小 叉 子 在 樱 桃 小 口 边 飘
动……有人说，女孩们吃甜
食时最容易展现其特色，也
最容易打开心门。相对而
坐，在香甜蛋糕的陪伴下，
不相识的男女嘉宾瞬间都
放松了许多。据了解，当天

的相亲会特设了自助party

环节，自助party的食品和饮
料由瑞丽轩烤肉(华达大厦4

楼)提供，思蜜客提供了蜜酿
酸奶情侣套餐，光合农场则
提供了35种特色蜜饯，多种
新鲜的水果和口味各异的
精美糕点让相亲会弥漫了
更多甜蜜的味道！

甜蜜的时光总是过得
很快，两个多小时的“旋爱8

分钟”走入了尾声。现场牵
手成功的嘉宾和在游戏环
节表现突出的男女嘉宾组
合获得秋田屋提供的价值
129元的咖喱双人套餐一份
(包含咖喱饭、蛋包饭、日式
小猪排及特色饮品等)，或天
一牧烤肉(世茂百货三楼)提
供的价值168元双人套餐一
份(包含上选小肋条、腌制和
牛、极品肥牛、烤鱿鱼、烤地
瓜片、生菜一份、凉菜四份、
蔬菜炒饭2份、南瓜粥2份)。
他们在本报最真诚的祝福
下，在情人节来临前，慢慢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爱情故
事。

牵牵手手成成功功的的男男女女嘉嘉宾宾在在缘缘分分桌桌上上贴贴下下彼彼此此的的号号码码。。

本本报报举举办办的的““旋旋爱爱88分分钟钟””相相亲亲会会浪浪漫漫上上演演，，6600名名嘉嘉宾宾相相约约度度上上酒酒吧吧————

热热热聊聊聊888分分分钟钟钟 888对对对有有有缘缘缘人人人“““脱脱脱单单单”””

2月14日情人节，应该是一年当中最浪
漫的节日，热恋中的人无疑是最令人羡慕
的，那些尚且“单”着的人翘首以盼，希望在
这个浪漫的节日找到自己的那个他（她）。在
本报举办的情人节专场相亲会上，8对嘉宾
成功牵手，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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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嘉嘉宾宾现现场场抽抽取取女女嘉嘉宾宾编编号号。。

男男女女嘉嘉宾宾面面对对面面进进行行交交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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