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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遇遇见见心心仪仪的的ttaa了了
第二期“九九情缘party”完美落幕

本报9月16日讯（见习
记者 周慧杰） 由本报创
意打造的“九九情缘party”
小型相亲活动于9月15日在
美食街的东岸咖啡成功举
办。本次“九九情缘party”选
出九对单身男女进行面对
面九分钟互动交流。参加此
次活动的优秀单身人士，是
由工作人员精挑细选出来
的23——— 30岁之间、工作生
活比较稳定的年轻群体。活
动结束后，男女嘉宾都和心
仪对象互相留下了联系方
式，准备日后继续了解。

参加这次活动的男女嘉
宾很多都是特意请假来到相
亲会，八号男嘉宾告诉记者，
他平常工作比较忙，所以就
忽略了感情生活，这次一听
到有相亲会，就立刻报名参
加了。八号男嘉宾说：“上次
你们举行九九情缘party的时
候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所
以这次就报名了。”

九号男嘉宾是对本报

相亲活动最感兴趣的男嘉
宾之一。从本报举办相亲会
以来，他一直很关注相亲活
动，多次联系记者，想为相
亲会出谋划策。这次，他也
是精心打扮，早早就来到了
相亲会现场。

三号女嘉宾是报名最早
的女嘉宾。她告诉记者，她
是外地人，在莱芜工作九个
月了，很喜欢莱芜，她觉得，
缘分的奥妙之处在于你不
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什么
样的人，而这次的相亲会就
给他们这些单身人士遇见
缘分提供了一次机会。她
说：“我觉得这种相亲方式
挺好的，不管和男嘉宾能不
能牵手成功，起码通过这次
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一号女嘉宾是姑姑陪着
来到活动现场的。她的姑姑
告诉记者，她是替侄女来把
关的。一号女嘉宾从机关单
位上班，人长得漂流，对于现
在还单身的原因，她说：“我

觉得是缘分还没到吧。一不
小心就到“剩女”的年纪了，
所以来参加这次相亲会。”

下午三点，“九九情缘
party”开始了。每位女嘉宾都
有固定的位置,男嘉宾与对
应编号的女嘉宾进行交流,
每一轮交流时间为九分钟。
时间结束后,男生起立交换
位置。为了给到场的男女嘉
宾一份祝福,东岸咖啡特地
为男女嘉宾准备了果盘。一
开始男女嘉宾都有些拘束，
但几分钟过去，很多男女嘉
宾都聊得兴致勃勃，整个咖
啡馆里，飘散着欢声笑语。

在浪漫的约会中，两
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本次“九九情缘party”
也画上了句点,很多男女嘉
宾都悄悄对记者说出了他
们的心仪对象,一些男女嘉
宾和心仪对象互留了联系
方式，方便以后的交流。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寻找爱情的人们也会给这

个季节点缀上浪漫的色
彩 ,在这样一个被寻爱的
情愫充实的季节里 ,单身
的你是不是也想收获自己

的爱情呢？如果你是单身,
如果你还没找到心仪的ta,
可 致 电 本 报 情 缘 热 线
(6380009)报名咨询,也可

以加入本报“码上情缘QQ
群205427797”互动交流，
本报相亲俱乐部，等待你
的加入。

花絮：

“我想找个有安全感的男生”
等待爱情，是女嘉宾的单身原因

本报9月16日讯(见习记
者 徐莹) 15日下午，“九
九情缘party”继续将相亲进
行到底。精心装扮的九位优
质女嘉宾纷纷到场，成为本
场最靓丽的风景。

不少女嘉宾对于参加
相亲会都是抱着“认识朋
友”的想法而来，心态的平
和让她们在相亲会中表现
得落落大方。一号女嘉宾被
不少人认为有张“明星脸”，

“她真像《小爸爸》里的小
艾，漂亮”，男嘉宾对她不吝

夸奖之词，对此一号女嘉宾
报以羞涩的微笑。但是聊起
心中的理想类型，不善言辞
的一号女嘉宾却有着成熟
的想法：“我是一个普通的
女生，我想找一个跟我条件
相当的对象，不需要什么富
二代、官二代，我只希望两
个人过平淡而充实的生
活。”一号女嘉宾对于未来
有憧憬，当回忆过去时二号
女嘉宾也有苦水往外倒，原
来她的前男友有些大男子
主义，所以性格直率的她希

望找到一个能理解她、尊重
她的男生。二号女嘉宾说：

“以前的男朋友让我感觉非
常不踏实，现在，我想找到
一个可以给我安全感的男
生。”受到不少人关注的海
归女生跟记者直言，她今天
不仅仅来相亲，更通过“九
九情缘party”结识了很多
优秀的男女嘉宾，对于准备
找工作的她来说有很大的
帮助，找对象、找工作两不
耽误。

虽然有一些女嘉宾开
场介绍就自称“剩女”，但
是通过与她们的交流，记
者发现在场女嘉宾有较高
的学历，稳定的收入，体面
的工作。虽然爱情来得迟
一些，但是她们对爱情、对
未来仍然抱着无限的希
望，正如 8号女嘉宾所说
的，“我记得网络上有这样
一句话，害怕被剩而随便
找个人，大概是最错的决
定。因为你放弃了坚持和
等待，而好的爱情，恰恰是
最需要等待的。”

没时间参加相亲会
单身小伙托记者当红娘

本报9月16日讯 (见
习记者 张群) 寻找本次

“九九情缘party”男女嘉宾
过程中，一位在印刷厂工
作的单身小伙由于没时间
参加，特意托记者当红娘，
帮他留意符合他条件的女
嘉宾。

13日下午，记者开始联
系参加“九九情缘party”的
男女嘉宾。当记者打电话给
在印刷厂工作的1031号男
嘉宾时，他告诉记者，他们
单位一个月有5天假，由于
前段时间有事这5天假已经
全部休完了，所以没有时间

参加。当记者准备挂掉电话
时，他说，真得特别想参加
这次的活动，但是实在没时
间，既然已经报名参加了相
亲会，就是有意愿找到理想
中的另一半。1031号男嘉宾
希望记者在活动现场能充
当一下红娘，帮他看一下有
没有符合他要求的女嘉宾。
他说：“我对女方的工作和
家庭都没有什么要求，只要
她五官端正，心地善良就
行。”随后，1031号男嘉宾将
自己的具体情况告知记者，
并一再嘱咐记者帮他好好
留意一下。

“我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
工作忙，交友圈子窄，是男嘉宾的单身原因

本报9月16日讯 (见习
记者 周慧杰 ) 15日下
午，“九九情缘party”在美
食街的东岸咖啡举行，九
对单身男女在此浪漫约
会 。不 止 女 嘉 宾 精 心 装
扮，男嘉宾也都是有备而
来。

九位男嘉宾穿着整
齐干净，看得出来大家都
对这次相亲会很重视。在
与男嘉宾的交流中，记者

发现，男生都希望找到一
位踏实可以和自己过日
子 的 女 生 。八 号 男 嘉 宾
说：“我就想找到一个和
我能谈得来，不用太漂亮
的女生，希望她可以和我
一心踏踏实实过日子，”

记者从这次参加活
动的资料上看，男嘉宾有
固定工作，家庭条件也不
错，说起如今为什么还单
身，九位男嘉宾的原因都

还差不多：工作忙，没时
间，交友圈子窄。因为机
会难得，对于这次举行的

“九九情缘par ty”男嘉宾
都表现的热情很高。一号
男嘉宾告诉记者：“平常
交际圈子真的太窄了，接
触最多就只有同事，这样
的相亲活动能让我们很
短的时间认识这么多性
格不同女生，活动方式非
常好。”

因为爱情

扫一扫加齐鲁晚报今日
莱芜微信吧！回复“他”
或“她”获取男女嘉宾的
信息

没有玻璃鞋，没有华
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
她的名叫Cinderella……这
是小丽(化名)很喜欢的一
首歌。在小县城做快递员
的她虽幻想过白马王子，
但从没想到自己会和令人
向往的战机飞行员有所交
集，而今，这位白马王子却
出现了。这段因网购，由送
货“送出”的真感情艳羡了
旁人。

小丽的男友小登(化
名)兵龄近10年，他儿时的
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战机
飞行员，和普通的飞行员
相比，战机飞行员是通晓
四十多门学科的科学家，
是“十项全能”的飞行工程
师，他们玩的是人与价值
上 亿 元 机 械 的“ 天 人 合
一 ”，绝 对 是“ 勇 敢 者 游
戏”。这种富有挑战的刺激
背后伴随着特殊的纪律和
规矩，除了艰苦训练，他们
常年难得回家。

闲暇时间，上网就成
了小登较为钟爱的事情，
一开始小登主要在网上淘
书，每次他一买就是十多
本。由于小登的工作居所
不允许邮局快递进入，所
以每次网购，快递员都会
给他打电话约定取货地

点，好多次送货都是小丽，
因为路途比较远，十几本
书也比较沉，为了表达谢
意，他会请小丽吃点小吃。
一来二去，他们熟络了。

小登还爱好摄影，县
城没有专门的摄影器材
店，网上购买是非常不错
的选择，他买了一款钟爱
的相机，当邮局通知他取
货时，又是小丽送货。可那
天突下大雨，小丽用雨衣
把相机包装盒裹住送货，
遇到小登时，她全身已湿
透，小登心里充满感激和
异样情愫。

买辆车，他打着主意，
这样就不用让小丽来回折
腾了。回到宿舍，他赶紧上
网，他竟然发现汽车也可

以网上购买了。“天猫”上
正在做汽车节的活动，经
过一番对比，他发现江淮
悦悦是在同类型产品中轴
距最长的，尽管是A0级的
小车，但空间可以想象。另
外，U形大嘴和造型独特的

“大眼睛”，让他觉得是A0
小车中很富有运动气质，
是时尚的“帅小伙儿”，和
他的气质相匹配。

性价比让他十分中
意，没有犹豫地下单，没过
几天，4S店就有人打电话
让他取车。拿到小车后，兴
奋之情难以言表，他兴冲
冲地打电话给那位已经让
他心动的女孩儿，小丽当
然没有悬念地成了他的第
一位乘客。

网购送出爱火花 飞行员恋上快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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