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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相亲会

南南湖湖相相亲亲大大会会报报名名今今天天截截止止
相亲会现场接受报名，请带好有关证件

本报泰安4月9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 9日，本报联
合华新·新干线大型公益相
亲会报名持续火爆，10日下
午5点30分，南湖相亲会报名
截止。想报名的相亲者可携
带证件到南湖公园现场报
名。

“相亲会报名结束了没

有，要是没报上名咋办？”9

日，市民李先生拨打电话
说，他昨天才知道本周六、
周日南湖公园要举办相亲
会，可他要去青岛出差，周
末才能回来，没法到编辑部
报名。

“相亲会现场我们设立
现场报名区，你可以现场报

名。”工作人员说，市民现场
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以便
工作人员审核报名者信息。

12日和13日，本报大型
公益相亲会将在南湖公园举
行，相亲现场将设置男士展
示区、女士展示区、老爸老妈
交流区和现场报名区，并设
立互动环节。报名的朋友可

要好好准备下，争取现场觅
到情缘。

男士、女士展示区将悬
挂相亲者个人信息卡。信息
卡显示填报者相亲信息、择
偶要求和交友宣言，并留有
贴标签处。查看信息卡后，相
亲者如果中意对方，可在信
息卡上贴条留下联系方式和

编号。被贴条的报名者可以
保存自己信息卡上的贴条，
联系对方。相亲会当天请带
好纸和易可贴。

老爸老妈交流区是为父
母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区
域，替孩子参加相亲会的父
母可在此区域交流，多替孩
子“把把关”。

本报泰安4月9日讯 (记者
王世腾) 8日，一父亲为“90后”的
儿子报名相亲会，填完报名表后，
又拿走一份给朋友。在本报相亲会
的报名者中有30多位“90后”报名
者，参加工作短，接触面窄，父母催
得急是他们急于相亲的原因。

8日，市民王先生带着儿子的
照片和身份证来报社填写报名表。

“儿子年龄也不小了，像他这么大
的时候，我都有他了。”王先生说，
儿子身高1米8，中专毕业后进入泰
城一家机械类企业工作，周一到周

五工作，周六、周日休息。前段时间
谈过一个对象，但是儿子与对方接
触了十几天后，对方急于订婚，而
王先生家没准备好，不欢而散。王
先生的儿子想找个1米6以上，22岁
到25岁之间，孝敬老人的女生。填
写完报名表后，王先生又拿走一份
报名表给朋友填写。“朋友开了一
个变压器工厂，周六、周日正好休
息可以去参加相亲会。”王先生说，
朋友今年40岁，前几年为给父母看
病耽误了婚事，现在他对另一方没
太多要求，未婚的、离异的、带小孩

的都行。
自本报大型相亲会报名启动

以来，有30多名“90后”报名者。
1990年出生的鹏鹏在中铁十局集
团工作，凯凯在妇幼保健院工作，
刚刚踏入工作的“90后”们很多因
为刚踏入社会，接触面窄，很少能
碰到姻缘。虽然自己对婚事不是
很着急，但是家里看着工作稳定
了，催着找对象结婚。“相亲会
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如果
真有合适的，谈几年就结
婚了。”鹏鹏说。

相相亲亲会会上上青青春春洋洋溢溢
事事业业刚刚起起步步成成家家正正当当时时本报泰安4月9日讯(记者 王伟

强) 9日，新泰一位母亲报名本报相
亲会，她带着一个女儿，离婚十几年
了，希望男方能对女儿、对父母好。

9日上午，新泰市民王女士来到本
报相亲会新泰报名点，填写相亲会登
记表。王女士说，她1973年出生，有个
女儿，已经离婚十几年了。“第一次婚
姻中，由于我生了个女儿，婆家不喜
欢，老公也常打我，最后选择了离婚。”
王女士说，这些年，她也想重新找个对
象，也相过几次亲，但担心再结婚会让
女儿吃苦，所以一直拖到现在，还是一
个人。

王女士说，她年轻时开始打工，现
在一家酒店干领导职务，在新泰市区
居住，有车有房。“父母都八十多岁了，
一直催我赶紧结婚，而且女儿也大了，
也支持我再婚。”王女士说，她对男方
要求比较高，希望男方条件好一些，有
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责任心，对她要
好，更要对女儿好，孝顺父母。

临走时，王女士还详细询问了相
亲会地点，称这周末一定早点赶去相
亲。

本报泰安4月9日讯(见习记者
胡阳) 12日、13日，本报联合华新新干
线举办的大型公益相亲会，将在南湖
公园正式启动。9日，泰安道和餐饮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在相亲会上牵
手成功走进婚姻殿堂的，可以得到公
司派送的优惠礼包。

“相亲会是纯公益的，很有意义，
看到这么多人报名相亲会，我们也为
相亲会出点力，牵手成功预定婚宴的，
都有优惠礼包相送。”山东泰安道和餐
饮有限公司董事长辛雨说，凡在相亲
会上牵手成功，且本年度结婚选在泰
山土菜坊岱银店的，预定10桌喜宴，均
送价值629元的喜宴一桌，另外在新人
婚礼当天，提供奔驰S350作为头车。

道和餐饮有限公司自2012年成
立，现在有四家店，分别是道和祥云度
假村、福禄居酒楼、泰山土菜坊岱银
店、泰山土菜坊七里店。2014年初，又
成立道和农业开发公司，销售泰山女
儿茶、赤鳞鱼、道和花生油、道和养生
酒等。

找个他能对我好
也要对我闺女好

谁能现场牵手
酒店送优惠

相亲连连看

男

1、性别：男，出生年月：88年，
身高：175CM，民族：汉族，学历：
本科，婚况：未婚，户籍：泰安，房
车：有，月薪：2万，身体状况：健
康，工作单位：地产工程，个人简
历：本人独生子 绿地工程，月收
入1万--2万，有陆虎一辆，家庭幸
福，喜欢旅行，要求漂亮贤惠，两
个人和的来，其它无所谓。

择偶要求：年龄：22-26，身
高：160CM，学历：大学，职业：经
商，婚房：有，性格：开朗户籍地：
本市、本省。

2、性别：男，出生年月：1986

年，身高：178，民族：汉族，学历：
大专，婚况：未婚，户籍：泰安，房
车：有，月薪：5000，身体状况：健
康，工作单位：医疗器械。个人简
历：不错的一人，泰安本地人，工
作在泰安，比较稳定，因年龄大
了，真心找一结婚对象。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23-
28，身高：160CM，性格：好，户籍
地：本省、本市。

3、性别：男，出生年月：1985

年，身高：170CM，民族：汉族，学
历：本科，婚况：未婚，户籍：泰安，

房车：有，月薪：1万，身体状况：健
康，工作单位：领航教育。个人简
历：有一哥哥已婚父母经商，自己
经商，孝顺父母，有房有车，底薪
20万，找一位事业单位公务员，有
稳定收入者。

择偶要求：年龄：23-27，身
高：165CM，学历：大专，职业：公
务员，性格：开朗健康，户籍地：本
市、本市。

女

1、性别：女，出生年月：8 9

年，身高：1 6 1CM，民族：汉族，
学历：中专，婚况：未婚，户籍：
泰山区岱庙办事处，房车：无，
月薪：无，身体状况：健康。个人
简历：从下了学现在一直没有
男朋友，我性格内向，平时喜欢
看电视听歌逛街，陪妈妈散步
希望在相亲会上遇到有缘人。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25-
29，身高：175CM，学历：高中以
上，职业：稳定的工作，婚房：没有
房也可以，性格：性格开朗、忠厚
老实、有爱心、有责任心善良，户
籍地：本市

2、性别：女，出生年月：86年，
身高：163CM，民族：汉族，学历：

大专，婚况：
未婚，户籍：
东平，月薪：
2500，身体状
况 ：健 康 ，个
人 简 历 ： 性
格外向、开朗朴
实细心居家，喜
欢看书旅游。离异
也可接受(不带孩子)

择偶要求：随缘，
年 龄 ：2 6 - 3 5 ，身 高 ：
170CM，学历：大专以上，

性格：外向，有责任心，有担当
上进，户籍地：本省。

3、性别：女，出生年月：87年，
身高：168CM，民族：汉族，学历：本
科，婚况：未婚，户籍：泰安，月薪：
3500，身体状况：健康，工作单位：
银行。个人简历：本科毕业，中共党
员，工作单位银行，父母公务员。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25-
30，身高：175CM，学历：大专以
上，职业：行政事业人员，婚房：
有，性格：积极上进，关心体谅人，
热情大方，有朝气。户籍地：本市，
其它：行政事业、医生、教师国企
正式职工。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整理

1、活动时间：4月12日-13

日，每天9点30分到17点；活动地
点:南湖公园

2、报名时需要出示本人身
份证。父母给孩子报名的，需出
示孩子的身份证或复印件。如想
在相亲卡放照片可提供5寸或7

寸个人靓照1张(电子版最好)。
如亲友代报名,则需提供报名者
所有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3、请报名者保证个人信息
真实。相亲会登记表上已说明：
报名者自愿参加相亲大会并登
记信息，保证个人资料真实准
确，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4、请参与者慎重选择，认真
核实对方信息。相亲会信息虽经
严格审查，但主办方郑重提醒：

请您慎重选
择 、认 真
核 实 , 主
办 方 不

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相亲
会报名须知上已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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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场发现报名者信息不
实，欢迎举报。如果发现有人“已
婚”谎报“未婚”或有其它重大信
息不实。不论是现场发现 ,还是
相亲会结束后发现，都可向齐鲁
晚报·今日泰山举报。现场举报
地点在相亲会报到处。相亲会结
束 后 , 可 拨 打 今 日 泰 山 热 线
6982110举报。

6、请注意看清对方择偶要
求再贴条。不要漫无目地乱贴。
欢迎举报不文明贴条人,被举报
三次属实者,取消其相亲资格。

7、相亲会中有部分是不好
意思报名或者临时来的“蹭相
亲”。主办方提醒参与者谨慎对
待“蹭亲族”。

8、为保证相亲会上个人信
息安全，活动结束后所有信息卡
将统一销毁。请相亲者及时收取
自己相亲卡的贴条。

相亲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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