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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相亲会 相亲会

本报“七夕”搭鹊桥，上千单身男女相亲会上找缘份

顶顶着着烈烈日日，，““轰轰轰轰烈烈烈烈””地地相相亲亲秀秀真真情情

本报记者 梁敏

11日上午，相亲会上主持人邀
请参加相亲会的男女大方介绍自
己，一个网名“瑶瑶”的女孩大方登
上舞台，她的择偶宣言“我心目中
的男友要有一颗坚定的上进心，哪
怕现在没房没车也无所谓”让许多
人都记住了她。

瑶瑶今年26岁，现在泰城一家
地产公司上班，是办公室文员。自称
净高1米73，性格活泼外向，有一颗积
极向上的心。她除了日常工作，还兼
职礼仪模特，全然不怕辛苦。此前曾
参加过2次相亲会，因为自己身高比
较高，所以对男方的身高要求比较
苛刻，虽然信息卡上贴着她漂亮的

照片，但达到条件跟她交友的不多，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次相亲会上，她表示放低了
身高要求，只要比她高，哪怕只高1

厘米，都可以谈一谈。她愿意为了
男朋友放弃心爱的高跟鞋，换上平
底鞋。

当记者问到她如何看待“上进
心”时，她说不光要积极工作、努力
挣钱，生活态度上也要表现得积极
向上才好。“我比较喜欢阳光健康
的娱乐方式，比如健身运动、旅游
之类的，我希望未来的男朋友也有
这方面的追求与爱好，对待工作积
极向上，要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好的
规划和很高的追求。哪怕是假装
的，装一辈子也就成了真的。”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王世腾)
10日、11日，本报联合安居房地产主办

的“七夕”相亲会在南湖公园北门盛大
举行。两天活动时间里，上千名单身男
女的相亲信息卡悉数亮相，近万人挤进
公园现场参与。

10日上午8点，南湖公园北门九龙壁
后搭起火红色的“七夕”相亲会的舞台。
上午9点，本报主办的“七夕”相亲会准时
开幕。从2012年“三月三”开始，这是本报
第四次在南湖公园举办大型相亲会，相
亲会已成为本报又一公益品牌活动。

此次“七夕”相亲会从7月18日启动
报名，本报每天开设相亲会专栏，在泰
城四个地点接受市民报名。截至8月9日，
近千人留下相亲信息。10日上午，相亲会
现场划分为男士展示区、女士展示区、
现场报名区、老爸老妈交流区，蓝色的
男性信息卡和红色女性信息卡被分开
悬挂在各自区域。

10日活动刚开幕不久，现场报名区
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先给我报上名，我
昨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没能到报社报
名。”市民陈先生说。“我昨天才听说南
湖有相亲会，今天一家人开车从东平赶
来参加。”市民王先生说。10日、11日两天
时间内，共有400余人现场报名。南湖公
园九龙壁后的柳树林中，红蓝两色的信
息卡一字排开，随风飘荡。

展示区的信息卡前，市民不时驻足
查看，留下纸条。“我感觉与你似曾相
识，或许我找的就是你”“希望能有缘认
识你，我在现场！”。不少信息卡上贴满
花花绿绿的表白便利贴。为方便市民填
写信息资料，在B054的蓝色相亲卡上，相
亲者还挂了一个小本和一支笔。

“第一次来参加相亲会，开始还不
好意思，可后来发现现场条件好的男士
真不少，我都贴十几张便利贴了。”24岁
的张女士说。“我从我的信息卡上揪下7

个纸条了，女士区符合我择偶条件的也
贴了一圈。希望今天能有缘遇到生命中
她。”27岁的赵先生说。10日，条件好的帅
哥美女，一上午时间能被贴七八十条。

相亲会的演出区也热闹非凡，单身
男女们大胆走上舞台做起游戏展现自
己，喊出爱情宣言并大胆地向看上的对
象表白。

11日，泰城气温达到35℃，相亲会现
场仍是热闹非凡。“你们这平台太好了！
闺女都28了，还没对象。我俩退休在家，
平常接触人少，真希望女儿能在相亲会
上找到另一半。”市民张女士说。“你们
这活动能不能多举办几次，‘九九’重阳
节的时候可以组织老年人相亲。”市民
王先生说。

下午5点，11日的相亲活动结束。据
统计，本报“七夕”相亲会有1300多单身
男女现场寻缘。两天活动时间里，近万
人次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有报名者，
还有报名者的家人和朋友。

本报组织的相亲会是纯公益
的。市民报名、现场参加相亲、牵手
成功，整个过程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本报未与任何婚姻中介公司合作。
请市民不要相信，任何打着本报名
义，以介绍对象为途径向市民索取
报酬的行为。

相亲会信息虽经严格审查，但
相亲会主办方郑重提醒您，请您慎
重选择并认真核实，主办方不承担
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同时，相亲会
报名须知上已经说明，由相亲者本
人原因产生的风险或损失，主办方
不承担任何责任。

欢迎举报现场报名者的不实信

息。如果您发现有人“已婚”谎报“未
婚”或有其它重大信息不实，可以向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举报，举报热
线：6982106。一旦工作人员核实属
实，将取消被举报者的相亲资格。

12日下午4点，为保证相亲会上
的个人信息安全，所有信息卡将会
被统一销毁，请大家及时收取信息
卡上的凭条。此外，报名者的相亲会
信息本报会严格保密，相亲会为“双
选”，如果贴了对方，对方却没联系
您，可能是TA有自己的考虑，请报
名者不要向工作人员索要联系方
式。

（王世腾 整理）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王世腾)
17日，“七夕”相亲会还将在莱芜举行。

有中意莱芜小伙或者姑娘的相亲者，可
拨打电话0634-6380110、6380009报名相
亲。

10日、11日，本报七夕相亲会连续两
天在南湖公园举行，有1300多人报名。两
天时间里400多人现场报名。“你们组织
的这相亲会太好了，真办了一件大好
事，但是现场找了好多发现没合适的，
能不能再举办一次。”市民李先生说。11

日，在本报“七夕”相亲会结束现场报名
后，许多市民表示还想参加相亲会，寻
找姻缘。

8月17日，齐鲁晚报·今日莱芜还将
在莱芜举行“缘定七夕”相亲会。相亲会
不收取任何费用，但需出示身份证，提
供5寸或7寸个人靓照1张 (最好是电子
版)。在泰安工作生活的莱芜人，或者在
莱芜的泰安市民，可以多一次选择的机
会。如亲友代报名，则需要提供报名者
的相关信息和代报名者的身份证。

报名地点：莱芜市文化北路46号莱
芜工商局7楼。

报名咨询电话：0634-6380110、
6380009。

想找个莱芜对象
下周还有好机会

他可以没房没车
但不能没有上进心

本报记者 白雪

33岁的女“海归”来相亲会找对象，看
准了一个医师和一位大学教师。月薪九千，
长相标致的她也曾谈过恋爱，却因接受不
了男人的坏脾气而告终。公司只有她一个
人在泰安，孤独地活在一个人的圈子，没有
朋友，她更不知道去哪寻找意中人。

“一个33岁的女士一直未婚，这在邻居
看来真得是平常经常谈论的话题了。”她自
嘲地说，妈妈希望齐鲁晚报每周都举办次
相亲会，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我从没和外人说过自己的月薪，月薪
九千块足以把一些男人吓跑，担心在家里
抬不起头来。我很纳闷，其实我只想找个实
诚一点肯奋斗的青年人，哪怕他是二婚，也
可以接受。可是自己年龄大了，很多人一听
到这么大还没结婚，都不敢和我相处。”

这位女士说，她家生活原本很贫寒，为
了能让她出国，爸爸妈妈在5年前借了3万
块。“我现在学习回来了，工作也有了，却错
过了找对象最好的年龄。在学校，我觉得谈
恋爱是不靠谱的事，甚至觉得花钱在大学
谈恋爱是件很对不起父母的事情，也就没
再谈。”

“我不喜欢富二代，现在大家都愿找个
‘精豆子’，可我觉得男人就应该踏实稳重
点。我更在乎个人能力，在男士相亲信息卡
中，选了一个医师和一个大学教师，准备回
去聊一下。”

“海归”女月薪九千

不想要富二代

瑶瑶最看重男孩的上进心。 本报记
者 赵苏炜 摄

现场报名的不断。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优秀的男士信息卡前，美女更集中。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相亲会现场男士信息展示区吸引不少美女驻足。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相亲会两天的时间，迎来上万人次。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女孩苏珊还在寻觅。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快看，他写得真逗。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操心的妈妈们给孩子“牵线”。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特别报道 特别报道

相亲信息统一销毁不外泄

温馨提示

本报记者 白雪

在相亲会报名者中，至少有两
成离异，在他们中，不少是“80后”，
有的是闪婚闪离，有的是努力在一
起却仍过不到一起，还有的开始时
将就却将就不了一辈子。

林先生今年28岁，现在已离婚
一年。在相亲会现场悬挂着他的相
亲卡，他说，“是想找个伴，我前妻
也该找一个了。既然我们都不幸
福，不如像现在，选择重新开始。”

林先生和他妻子有过一段8年
的感情，早在上高中的时候，两个
人便钟意对方。上完大学，两个人
走到一起，如此两小无猜的感情，
在旁人看来十分羡慕。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彼此都
觉得特别完美，尤其是想到以后可
以结婚就很兴奋。后来，我们发现
在脾气性格、金钱开支，甚至是很
多小事上，都不能让对方满意。可
那时，我们已经订婚了。”

他说，他原本可以不开始这段
婚姻，当时订婚后多次提到分手，
冷战过一段时间。“在我们农村老
家，订了婚再散了是很丢人的，爸
妈一直劝我们和好，怕别人看笑
话。当时我俩仔细商量，她也觉得
要是散了很没面子，也就结婚了。”

林先生说，不要委曲求全开始
一段感情，就因为结婚时彼此的不
情不愿，才导致两人一直觉得别
扭。女儿今年4岁，和前妻家住得不
远，想女儿时常去看看。

“我们都还年轻，早点结束都
方便再找合适的。我希望我妻子也
能找个好的，如果有人能真心照顾
她和女儿，我会很高兴。”

在相亲会现场，记者采访了几
位“80后”离婚人士。其中一位女士
今年仅27岁，她说离婚的主要原因
是接受不了家庭生活的琐碎，也受
不了男方的坏习惯。“东西乱丢，不
愿洗衣服。而在谈恋爱时，他每天
都很干净。”

因为家庭琐碎事
拆散“80后”一家挺可惜

去去年年相相亲亲会会女女儿儿领领回回““姑姑爷爷””

周周大大妈妈又又带带来来俩俩侄侄女女挑挑小小伙伙

本报记者 邵艺谋

女儿去年在本报相亲会上
结识男朋友并结婚，10日，周女
士又带着两个侄女来报名相亲，

“女儿在这里找到了幸福，所以
我们都相信这个平台。”

1 0日上午，相亲会开始不
久，50多岁的周女士就来到报名
处，要给自己的两个侄女报上
名，“有没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男孩，给我两个侄女介绍介绍。”

周女士说，她和自家亲戚已
经参加过三次本报相亲会了，自
己的女儿也在相亲会上找到了
真爱，“去年‘七夕’的时候，我闺
女就是在南湖相亲会上找的对
象，年底就结婚了。”周女士说，
她女儿第一次参加相亲会就和
现在的丈夫一见钟情，“女儿相
亲成功，说明你们的相亲会的确
很好。今天我带两个侄女来试
试。”

周女士说，两个侄女条件都
不错，一个大学毕业后在省立医
院工作，一个在新泰一家国企上
班，而且两个人长得都挺标致，

“她们平时工作都挺忙，而且朋友
圈都不大。”周女士告诉记者，在
省立医院工作的侄女因为工作忙

没能赶回来参加相亲会，她已经
记下了几个人的相亲资料，拿回
去让侄女选选。在新泰工作的另
一个侄女专门赶了过来，“她俩以
前也都相过亲，但总是没有碰上
合适的。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很信
赖你们这个相亲的平台。”

本报记者 邵艺谋

11日，一位住在南湖公园附
近的热心大婶在现场当起“月
老”，主动帮父母“放不开”的孩
子们牵线。

“你家闺女想找个什么条件
的对象？那边有个在国企上班的
小伙不错，要不要看看？”11日上
午，本报相亲会现场，54岁的张
大婶在人群里走来走去，遇见有
来替孩子相亲的父母，她就主动
询问对方什么条件，想替孩子找

个什么样人。
“我就住在南湖附近，周末

没事过来相亲会看看。”张大婶
说，她发现那些替孩子来相亲的
父母们只是在看相亲资料卡，很
少有交流，“大家看上去都‘放不
开’，光看资料卡可不行，孩子们
合不合适得仔细聊聊才能说。”

记者注意到，张大婶不停地
围着资料卡看，遇到条件稍微好
点的就停下来仔细看看，遇上单
独替孩子来相亲的父母，她就主
动上前打招呼，问对方想找一个

什么条件的孩子，“我记性挺好，
哪些孩子的资料卡挂在什么地
方都清楚。”如果双方父母都在
场，张大婶还主动领着他们见面
聊天，“把双方家长带到一起，两
家的条件行不行，他们自己聊聊
就知道。”张大婶告诉记者，她平
时在家也好当“红娘”，给院里的
孩子们介绍了不少对象，有几对
已经成了家，“我给别人介绍对
象就是图个乐子，看着大家在我
的撮合下成了家，心里很有成就
感。”

嫌孩子父母“放不开” 热心大婶上前牵线

周女士边打电话边给侄女填信息。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S02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