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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月三相亲会为上千男女搭鹊桥，缘分说来就来了———

这这种种心心动动的的感感觉觉好好美美好好美美

爱情是什么？该怎么抓住它？24日至26日，本报三月三相亲会在南湖公园盛大举行。阳光明媚，湖
光潋滟，现场单身男女努力寻找真爱，有浪漫牵手、有怦然心动，有相视一笑，爱情在这里悄悄生长。

本报泰
安4月26日讯(记

者 王世腾 ) 24日
25日26日，本报联合南湖

丽景大型公益相亲会连续
三天在南湖公园盛大举行。此

次相亲活动，本报在泰城、新泰、肥
城三地联合开展，三天活动时间里，

现场寻缘，上万人参与。
24日上午，南湖公园北门搭起火红色

的相亲会的舞台。上午9点30分，本报主办
的相亲会准时开幕。“从昨天就看到九龙壁
后竖起背景板，今天起了个大早来参加相亲
会。”市民李女士说，她去年就参加本报举办
的“七夕”相亲会，接触了几个聊了一段时间
发现性格不合。24日又赶来参加本报三月三相
亲会，希望能碰到有缘人。据了解，从2012年开
始，本报就开始举办相亲会，服务市民，至今
已成功举办十多场。每年“三月三”“七夕”都
会在南湖公园举办公益相亲会，经过多次成
功举办的积累，本报组织的相亲会已成为单
身一族寻找爱情、告别单身的最佳平台。

24日，在相亲会现场报名区，相亲会开
幕不久就拥挤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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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家人开车从新泰
赶来参加。”市民王先生说。相亲会

三天时间内，400多人现场报名。
南湖公园九龙壁后，挂满了相

亲卡，绵延300多米。
男女展示区的每张

信息卡前，市民不时驻
足查看，贴下留有

联 系 方 式 的 纸
条。“泰山区

在 编 教

师，希望能有缘与你携手过完余生”“让我保
护你，这是我手机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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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信息卡上很快就贴满了花花
绿绿的表白便利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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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区符合条件的我也贴了一圈，希望今
天能有缘遇到生命中她。”27岁的赵先生说。

25日，相亲会的演出区也热闹非凡。两名
缘分大使现场利用微信的“摇一摇”筛选
到舞台上展现自个的单身男
女。听心跳环节，羞涩
的 女 士 通 过

听诊器探听上台男士的心跳，确定心
仪的另一半。男女对视环节，单身男女们
通过对视擦出火花。“今天就请了半天假，上
台去展现下自个，才能增加现场相亲成功的
机会。”市民李女士说。

26日，本报相亲会现场持续火爆。“昨天来
南湖玩才看到现场有相亲会，今天把女儿也
带过来了，现场报上名看能不能遇到合适
的。”市民刘女士说，她女儿今年25岁，大学毕
业后已经工作了一年，因为忙着学业和工作，
婚姻大事耽搁了下来。“你们这活动能不能多
举办几次，可帮了这些单身的人不少忙。”市
民王先生说。

下午5点，本报相亲活动结束。据统
计，此次相亲会报名人数达到最高，
有1000多人。三天时间里，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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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薛
瑞) 26日上午，在相亲会“猜数字”
游戏中，李女士和毕先生在游戏过
后，都对对方有点心动。毕先生现
场为李女士献上玫瑰花，在主持人
鼓励下，两人还牵起了手。双方已
经互留电话，打算进一步了解。

26日上午，相亲会主持人在现
场发起了“猜数字”游戏，邀请多位
单身男女一起参与游戏、增加了
解，李女士和毕先生同时参与了这
次游戏。主持人悄悄告诉李女士一
组数字，李女士则不能说话，只能
通过眼睛和嘴巴，将这组数字传递
给三位男士，让他们来猜数字。而
与她很有默契的毕先生最终猜对
了这组数字，赢得周围市民一阵掌
声。

游戏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问
参与游戏的各位嘉宾，现场是否有
心动者。李女士由于害羞，就悄悄
把心动者告诉了主持人。轮到男士
时，毕先生也只是悄悄地把心动者
告诉了主持人。两人年龄相仿，巧
合的是，两人的心动者竟然都是对
方，而这也是当天唯一一对彼此对
对方心动的嘉宾。

李女士目前在市区某公司做
会计，毕先生老家在莱芜，目前就
职于泰开电器，已经在小井附近买
房，打算在泰安定居，“现在万事俱
备，只差一位女主人了”。在主持人
鼓励下，毕先生为李女士送上一束
玫瑰花，李女士则大方接受了对方
的心意。

“刚刚做游戏接触了好几位女

士，但单单对你动心了。如果你愿
意的话，希望我们能够接触一下、
互相了解，希望我们有机会成为彼
此的另一半。”毕先生接过主持人
的话筒，向李女士大胆表白，两人
的朋友也在一边鼓励他们。毕先生
面向李女士，伸出右手，虽然李女
士十分害羞，但最终两人还是牵手
走下舞台。

游戏结束后，主持人分别送给
两人毛绒玩具、提拉米酥代金券等
礼物，毕先生还想拿着代金券，两
人一起去买蛋糕吃。两人走到一处
安静的地方聊天、互留联系方式，
打算进一步了解。“当时确实是有
点感觉，所以答应和他继续聊聊，
希望是彼此的有缘人吧。”李女士
说。

彼此看到都心动

悄悄告诉主持人

通过“猜数字”游戏，毕先生和李女士都对对方产生了感觉。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赵
兴超) 相亲会上，优质男士和女士
不在少数，男士和女士逐渐开始敢
于表达自己。高铁列车长郭先生，
走上台为自己做代言，“再不上台，
缘份都被领走了”。

在互动环节中，来自高铁的郭
先生连续多次走上台。自我介绍
时，郭先生说自己的工作在高铁

上，是济南往返上海的一趟高铁列
车的列车长。这一项就吸引了不少
现场女孩关注的目光。郭先生说，
自己曾经当兵五年，退伍后进入高
铁工作，一步步做到现在的岗位。
可能是在工作上过于投入，虽然现
在也在泰城有房有车，月收入在
5000元左右，但还是没有遇到命中
注定的缘分。这次相亲会上，郭先
生的妹妹也陪着一起来到现场，帮

他把把关。
郭先生说，他心目中的另

一半是开朗、随性、孝顺、顾
家，对学历、工作没有太多
具体要求。在他的个人简
介上，不到一天时间就写

满 了 对 他
有意向

女士的联系方式。在台上互动时，
一位女士说自己家就在高铁附近，
而且对郭先生感觉不错。两个人在
台上还进行了互相沟通，台下不少
人都鼓励他们多了解一下。

在台上，郭先生稳重大方又不
失幽默，他笑着说上午就来了现
场，但没好意思上台。后来他发现
凡是上台的好像都能得到女士青
睐，“要是我再不上台，缘份都被别
人抢走了”。

郭先生走下台后，就有一些单
身女士直接或间接和他打招呼，互
相做进一步沟通。郭先生的妹妹比
郭先生好像更加上心，挨个在相亲
卡上替哥哥寻找合适的女士。每找
到一个合适的女士，她都叫哥哥赶
紧过去看看。

要是我再不上台

缘分就被抢走了

本报泰
安4月26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 本次
相亲会上，最受单身男

女欢迎的游戏莫过于听心
跳。女孩用听诊器给男士听心

跳，中意的男士心跳会突然加快，
缘分也就水到渠成。一位男士相
中给他听心跳的女士，面对女士
大胆的表露，竟然羞涩地拉女孩
下台私聊。

女孩拿着听诊器，对准男士
的 心 脏 位 置 ，静 静 地 听 着 心
跳……这一幕不是在医院，而是
在本报南湖相亲会上的一轮游戏
环节。该环节里，主持人从现场踊
跃报名的单身男女中，每一次选
出优先举手报名的3名男士3名女

士上台。上台后，由女士戴上听诊
器，为每位男士轮流倾听心跳的
频率。

在倾听心跳的过程中，许多
女士大胆表露了自己的想法，说

出了对男士的感觉。来自岱岳区
的刘女士，就在听心跳环节，对上
台的李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爱慕。
刘女士说，在3位男士的心跳中，
她觉得李先生心跳加速最明显。

可能被刘女士说中了，李先生脸
色发红支支吾吾说了一声“嗯”。
在主持人的鼓励下，刘女士问李
先生有没有对象，李先生没说话
但点了点头。“那我能做你女朋友
吗？”刘女士问道，面对刘女士的
询问，李先生反而羞涩了起来，说
了句“咱们还是下台私聊吧”。两
个人高兴地下了台，到公园里散
步聊天。

听心跳环节给了大胆说出爱
的男士和女士一个表达的机会，
连续两天时间，有五十多位单身
男女大胆走上台。在这个环节中，
偶然邂逅了心仪的另一半的张女
士说，这个环节让她在这么多人
面前勇敢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幸
运的是对方也没有拒绝，才有了
两个人进一步沟通发展的机会。

“听的不仅仅是心跳，更是心动的
感觉吧。”张女士说。

我能做你女朋友吗

小伙脸一红“咱们私聊”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赵兴
超) 在金桥服装城做服装生意的李女
士，连着3天来到南湖相亲会，有七八位
男士主动联系她，在现场做了互相了
解。从曾经不好意思报名，到现在可以
和男士聊天沟通，李女士说，她感觉幸
福离自己不远了。

家在岱岳区粥店的李女士今年26

岁，已经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三年多。
李女士自己在金桥服装城做服装生
意，从最初在夜市摆地摊，到现在有一
间20多平米的店面，李女士的大多数时
间都用在了闯事业上。李女士说，她去
年是在家里人的压力下，在本报相亲
会报了一次名，“当时陌生号码打电话
来，我都不敢接，那次相亲会更没有主
动联系别人。”

这次相亲会是李女士自己主动报
名，她觉得虽然自己并不大，但也需要
尽快找到另一半，这也是对家人的负

责。报名后，李女士三天时间都在现
场，店里的生意交给朋友帮忙照看。

“我觉得不在现场看到本人，显得不太
真诚，只有真实面对面的交流，才是最
合适的方式。”李女士说，她在个人资
料上只留了联系电话，没有留QQ和微
信，也是希望男士能够主动联系她见
面聊。

三天时间里，有七八位男士找李
女士沟通。第一天时，李女士还有些不
好意思，对第一位男士没敢应声，两个
人尴尬地站了十分钟没说几句话。第
二天上午，李女士就有些适应了，有男
士来找她聊天，她也慢慢敢开口做自
我介绍。到了第三天下午，李女士还主
动找了两位男士聊天，而且和一位心
仪的男士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李女
士说，相亲会这个平台让她有了这份
勇气和自信，她感觉幸福可能很快就
要降临到她身上。

我就想当面见见
才知道他人咋样

太害羞

挺较真

本报泰安4月26日讯(记者
王世腾) 三天相亲会期间，

单身男女的父母成为相亲主力
军。或碍于面子，或工作忙，许
多单身男女无暇到现场，父母
两人齐上阵给孩子找对象。泰
安市心理学会专家介绍，现在
相亲越来越呈现父母着急孩子
不急的情况，对这部分单身男
女不要宅在家里多参加社会活
动，敞开心扉找寻另一半。

25日，在南湖相亲会现场
的大石头上，市民张女士看了
一部分女士信息卡后，坐下休
息。“我孩子从小就是学霸，全
国性的竞赛奖杯没少拿。那时，
我和他爸爸在亲友面前可风光
了。为了不影响他学习，直至读
研我都不同意他谈恋爱，后来
孩子只知道埋头学习，就这么
给耽误了。”张女士说，现在想
来她真是思想不开化，眼看孩
子年龄越来越大，看能通过相
亲会能否给孩子找个意中人。

“我女儿从没谈过恋爱，她
像个小孩似的，都没有找对象
的意识。我们对她保护得很好，
她从小就很听话。可是现在交
际圈特别小，很难自己找到男
朋友。”市民黄女士说，这次相

亲会她拉着女儿一块来相亲，
给女儿把把关，害怕她会吃亏。

市民刘先生的儿子在省外
工作，但他们想给儿子找一个
泰安的媳妇。“家里就这么一个
孩子，我们想让他回到泰安工
作生活。”刘先生说，他儿子今
年 2 9岁，“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他想通过相亲会给儿子物
色一个对象，让儿子赶紧结婚，
他们也好抱孙子。

“我女儿在北京读研。孩子
在学校谈了一个学长，男孩已
经在北京就业了，月薪一万多，
也还算优秀，但我不同意，她也
没敢带回来让我看。来这里帮
她相亲主要是想帮她找个泰安
本地的，不想让她留在北京。”
市民林女士说，孩子开始不想
回来，后来想通了。她就来相亲
会现场看能否给孩子找个对
象。

在相亲会现场，多位父母
坦言，看到同辈人的孩子纷纷
结婚生子之后，他们会更着急，
更希望孩子能尽快成家。而家
里的剩男剩女也往往会成为同
辈亲友们议论的焦点话题。

“单身青年之所以剩下，其
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父母的

叛逆。”泰安市
心理学会副秘
书长张素霞说，
协会也经常接待
很多前来咨询婚恋
问题的市民，这其中
好多咨询者都是孩子
的父母，在大龄青年的相
亲问题上，呈现“本人不
急，父母着急”的窘境。解
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有
关部门应给大龄青年提供一
个婚姻恋爱的平台，开展一些
积极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努
力为他们搭建鹊桥；当父母的
应该减少争吵，让大龄青年们
看到家庭幸福，让他们对组建
自个家庭充满期望。

大龄青年要立足现实，改
变观念，藉此走出婚恋误区：对
于性格内向、不喜言辞的大龄
青年，要勇于克服缺点，展示自
我，扩大社会交往层面，通过人
际交流，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恋
爱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目
标不能定得太高。再则，生活中
十全十美的人根本不存在，此
外，对于有过恋爱失败经历的
青年，一味沉浸在往事之中不
能自拔，也只能徒增伤感而已。

你儿啥条件，你闺女啥要求
老人们凑一堆聊得挺热乎

【编者按】

听心跳环节，两位单身男女互相对视。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真急了

太操心
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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