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理财财高高手手欲欲寻寻成成熟熟幽幽默默的的他他
相亲会报名进入倒计时，心动的你要抓紧啦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韩
逸 实习生 张宁 贾晓艺)

毕业后来到烟台奋斗八年，完全
靠着自己的努力拼下一份事业，
在工作上干练努力的王女士，希
望在生活上也找到懂得自己的
那个他。12日，30岁的王女士报
名本报相亲会，站在青春的尾巴
上，她想找到一个带领自己成长
的成熟幽默的男人。

王女士在一家理财公司做
产品经理，今年已经是她在烟台
奋斗的第八个年头。虽然收入很
高，但她对另一半的经济状况没
有太高要求。

“我自己有车，希望他能有
房子，工资收入不是那么重要，
不低得离谱就行，希望思想上两
个人能够顺畅交流，互相理解，
他能在某些方面比我厉害。”王
女士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

的是共同进步，希望自己的Mr
Right能够成熟稳重，有上进心，
有点幽默的天分更好。王女士身
高162cm，希望对方在28-36岁之
间，有自己的工作和兴趣爱好，
闲暇时间两人能够一起唱歌、旅
行，享受生活。

4月18日、19日两天，本报
“春天约会吧”相亲会将在银座
商城芝罘店门前广场举行，目前
报名正在火爆进行中。报名费50

元，关注本报微博微信并转发相
亲会消息，即可享受优惠，仅收
30元报名费。此次相亲会向所有
成年单身男女开放，请携带身份
证和单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个
人单身证明到报名点报名。报名
截至4月16日，每天上午9点到下
午4点接受报名。没有年龄限制，
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本次相亲
会免费。

为支持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相亲会，滴滴打车将掀起一
拨为小伙伴送红包的活动！小伙
伴们关注“今日烟台”微信公众
账号便可领取金额不菲的滴滴
打车红包。

本本报报天天海海邮邮轮轮推推介介会会受受热热捧捧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齐

金钊) 豪华的设施、国际化的
服务、浪漫休闲的旅程……11

日，港城市民在万达广场与天
海邮轮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通过大屏幕和专业人士的讲
解，市民对这座“海上移动的五
星酒店”有了一次直观的认识，
不少人在现场就签约预订了舱
位。为支持本报组织的邮轮推
介会，农夫山泉全程提供了饮
用水，供参与推介会的市民饮
用。

“邮轮旅行太让人动心了，
不去体验一次真是可惜了。”在
推介会现场，市民宋先生说，自
己半个月前就在《齐鲁晚报》上
看到了天海邮轮的预订消息，
为参加这次推介会，他早早就
报名预约了，这次一听专业人
士的现场介绍，他更坚定了要
参加这次邮轮旅游的决心，准
备马上回家和妻子办护照，下
个月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任性”

旅程。
不同于国内一些入门级的

小型邮轮，这次从青岛邮轮母
港出发的天海新世纪号邮轮是
一艘血统纯正的国际豪华邮
轮。据悉，天海邮轮在2013年全
球邮轮指南Berlitz评分中，位
居中国所有营运邮轮之首。邮
轮共计907个标准舱房，可容纳
2100余名游客，除了设有夜幕
影院、海上高尔夫、高空蹦床、
精彩剧院、中西餐厅等配套设
施外，还有全球仅有的海上冰
吧和最大的邮轮套房阳台。

推介会现场准备的礼品也
让市民大呼惊喜，齐鲁晚报全
年订报卡、千元体检卡、烟台大
剧院演出门票、邮轮代金券等
奖品的发放一次次将现场气氛
带向高潮。本次天海邮轮分日
本和日韩两条线路，已全部免
签，每班行程都是5晚6天，邮轮
上从4699元/人的最低票价的
内舱房，到7799元/人的天海行

政套房一应俱全，能满足不同
消费人群的需要。截至目前，紧
俏舱位仅剩几席，有意开启浪
漫温馨邮轮之旅的市民请抓紧
最后时间报名。

5月29日-6月3日：青岛-

长崎-福冈-青岛 5晚6天
6月3日-6月8日：青岛-济

州-釜山-鹿儿岛-青岛 5晚6

天
抢票热线：13853555610、

13853555532；QQ群：429594238

港港城城家家长长开开始始青青睐睐““家家门门口口留留学学””
在国内注册外国学籍，高中毕业后申请名校更有优势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12日，第14届烟台国际
教育展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与以往通过中介直接出国
留学不同，现在不少港城家长
开始青睐“家门口留学”，即国
内注册外国学籍，毕业后直接
申请国际名校。

12日上午9点，第14届烟台
国际教育展在芝罘区中银大厦
3楼开幕，来自全市各地不少想
留学的学生和家长现场与留学
专家面对面咨询。

“我孩子现在上初二，现在

的成绩不稳定，运气好的话，就
能‘踩线’上重点高中，如果运
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就上不了
好高中，我想不如先计划送她
出国上学。”来自莱阳的王先生
一大早专程赶到烟台来咨询孩
子的上学问题，王先生说，现在
感觉孩子还小，让她出国读高
中有点舍不得，还有更好的方
法吗？

记者了解，不少家长都有
和王先生类似的想法。随着近
年来教育国际化进一步发展和
演化，中国家庭对出国留学的

需求形式更多样、更明确，现在
市场上除了直接出国留学外，
国际高中、海外游学等已成为
出国留学之外的多元选择渠
道。

“以前是走出去，现在可以
说是‘引进来’。”来自青岛二中
KAPLAN中心招生主管金科
说，除了选择外国高中课程，考
生还可直接就读外国高中国内
分校区，注册外国学籍，这样毕
业申请名校更有优势。

“孩子入学即可注册美国
学籍，全程美国课程，将来获得

美国高中的成绩单和毕业证，
以美国学生的身份申请大学，
这一点比以中国学生身份申请
无疑是有优势的。”美国索斯兰
中学青岛校区招生老师柳铭
说：“这里授课与美国同步，师
资和教材也是美国统一配备，
等同于在国内读美国高中，另
外，相比直接出国就读，费用也
是相对节约不少。”

专家建议，如果家长担心
孩子出国后存在的各种风险，
不妨帮孩子选一个好的“国内
留学”学校。

本报4月12日讯 (通讯员 周
福基 记者 孔雨童 ) 12日，记
者在芝罘出入境办证大厅看到，不
少窗口前已经聚集了很多等待办
理护照等出国证件的市民。“预计
再过几天，我们这里会迎来全年的
一个高峰。”芝罘区出入境办证大
厅王丽萍大队长介绍说，每年“五
一”前后都是办证的高峰，各个事
项窗口前都要排长队。最近每天大
厅办证日均在200个左右，高峰期
最多能达到400个。

“现在一个人可能需要40分
钟，但高峰期填表、照相、复印、缴
费都要排队，可能要花费几倍的时
间。”王丽萍提醒市民，如果想在

“五一”或者“五一”后出游，最好不
要在这之前扎堆办证，提早在高峰
未到的时候办理比较好。

出入境办证迎高峰

提醒市民错时办证

本报4月12日讯 (通讯员 何
亮 记者 张倩倩) 10日16时许，
烟台大成门施工方在雪玉花苑小
区使用风镐进行道面破碎施工时
造成此处天然气管道破损漏气，新
奥燃气管网运行部紧急抢修，目前
已得到迅速妥善处理，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和周边居民财产损失。

据悉，此次损坏泄漏的是
DN100中压燃气管道，导致周边
600余户居民的正常用气受到影
响。目前，市城管执法大队正协助
新奥燃气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处
理，依法对施工单位人员进行调查
讯问，追究施工损坏燃气管道的责
任，追偿抢险费用和经济损失。

燃气管道受损

600户居民受影响

报名点一：银座商城芝罘
店(烟台三中旁边) 详情请咨
询：王女士 18353507109

报名点二：银座商城莱山
店(一楼前台) 详情请咨询：王
女士 18363853057

报名点三：齐鲁晚报烟台
记者站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
1603室)

详情请咨询：刘女士

17862808528

报名点四：开发区彩云城
三联家电 详情请咨询：张先
生 18363829613

报名点五：幸福时光婚庆
礼仪公司(牟平区可到此报名)

详 情 请 咨 询 ：宋 女 士
13863899672

报名点六：佳世客 详情
请咨询：孟女士 18363855718

六处报名点

邮轮推介会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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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 受访者供图

张艾嘉再献力作

《念念》17日上映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莹)

还记得那个唱着《爱的代价》的
张艾嘉吗？也许有些人已经忽略
了，她还是一名充满文艺气质的女
导演。10日下午，本报观影团的50

个小伙伴在烟台CGV国际影城提
前观看了张艾嘉的电影《念念》。

电影《念念》根据日本演员荫
山征彦的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育
美(梁洛施 饰)发现自己怀了男
友阿翔(张孝全 饰)的孩子，但因
为父母离婚后母亲(李心洁 饰)

难产而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让
她迷失了方向。育美几次想找阿翔
商量，但梦想成为奥运拳击手的阿
翔正因为眼疾的关系，濒临被禁赛
的命运，不甘心失败的他，每天如
着魔般练习，却不知不觉冷落了育
美。育美思考再三提出分手。育美
的哥哥育男(柯宇纶 饰)从小跟
随父亲生活，父亲去世后，渴望家
庭温暖的他终于鼓足勇气，外出寻
找失去联系的妹妹。阿翔寻找育美
到海边，遇到一个与遭遇海难的父
亲非常相像的男人……

“喜欢张艾嘉营造的文艺电影
的气氛。”本报读者李女士说，自从
2008年的《我们这一家之后》，已经
7年没看过张艾嘉的电影了，而电
影《念念》也果真没令自己失望。

张艾嘉曾表示，想透过《念念》
和观众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念
念》将于17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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