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3日讯 (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于林娟 ) “感谢齐鲁

晚报办的这个相亲大会，我曾漂泊
多年，一个人游历了全国也未曾有
归宿，去年回烟台后也曾彷徨犹
豫，但相亲会改变了我的命运，让
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她，让我有了一
个安定的家”这是去年参加相亲会
的小金 (化名 )给本报发来的感谢
信。

在外漂泊十多年的小金于去
年回到烟台，原来的小伙也已到
了该结婚的年龄。小金妈妈看见
本 报 的 相 亲 会 就 非 让 小 金 来 参
加，孝敬的小金为了不让妈妈失
望就报了名。“当初报名不太相信
这个，觉得可能性不大，但心里又

有那么一点期待，心想万一能碰
到呢，于是就这样去了相亲会。”
小金在相亲会转了一圈，没有自
己心仪的，于是就和朋友去附近
的肯德基待了会儿。有趣的是，他
现在的未婚妻小琪 (化名 )当时也
在那里，但是他们当时都还没有
注意到对方。

幸运的是，小琪的妈妈在展板
上“相中”了小金，当晚就给小金发
了短信，但被小金的手机当垃圾信
息拦截了。一周后，小琪妈妈等不
到回复，又不甘心错过这个“好女
婿”，就逼着女儿给小金发邮件，皇
天不负有心人，俩人终于联系上
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随后见
了面，“见面以后觉得她符合我所

有的要求，真是差一点就错过了。”
小金说道。

一个月后两人就确定了情侣
关系，这一路来俩人也有过争吵，
但包容和谦让他们走到现在，“夫
妻之道就是谦让，当然情侣也应该
这样，进入家庭后各自的小性子就
要收敛一下，更多地为对方考虑，
为小家考虑，为双方的大家考虑”。
小金还说，单身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相亲会，毕竟是一个机会，对于交
际圈比较窄的朋友来说，相亲会是
个很好的平台，不要拧巴，主动出
击，不要总是等待。

这个七夕,给自己一次机会，找
到自己的“牛郎”或“织女”快来报名
本报的相亲会吧！

一、报名者要保证
填写消息真实准确。

二、编号由工作人
员填写,请报名者保留好
个人的编号。

三、请报名者根据
表格要求填写,个人简介
着重介绍个人的性格和
爱好。

四、报名表分为三
部分 ,包括报名须知 ,由
报名者保存；第二部分
为个人情况和求偶情况,

该部分将展示在相亲展

板上；第三部分为个人
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
式,该部分由本报保留。

五、请报名者在手
机号码、QQ号码、邮箱
三个选择中留下至少一
种联系方式,便于查询。

六、请给本报留下
详细的个人联系方式。
如愿意公开 ,请在最后
一栏填写同意 ,同意后
其他报名者都可获得
该联系方式 ,请慎重选
择。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鞠欣 李祥) 齐鲁晚

报“相约百盛”2015七夕鹊桥会正
在火热报名中，“桑拿天”挡不住
帅哥美女追求幸福的脚步。万达
芝罘金街茶某人报名点来了一位
优雅的摩羯座女士，她说想找一
位能一起晨练，一起散步，一起走
过每一个日出日落的人。

李女士着装优雅五官精致，
淡淡的妆容得体大方，气质温
润。学医药专业的她曾在非典时
期去过前线，这段经历让她多了
一份对生命的感悟，后来出于对
以后家庭的责任感，换了工作，
现在在芝罘区一家海参水产工
作。

“我觉得自己有典型的摩羯
座特点，感情专一，看重事业。我

觉得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能有
一份自己的事业是新时代女性
的最大特点。”李女士说，她在周
末的时候会放松自己，出去看电
影、跳舞，在小长假里会跟朋友
出去旅游，品尝各地的美食。另
外，李女士还办了健身卡，平日
有时间也会去锻炼身体。

李女士觉得自己虽然看重
事业却不是工作狂，反而是一个
有上进心、自信、善良的小女人。
她理想中的他最好能有上进心，
有耐心，稳重一些能给她踏实的
感觉，漫漫岁月两人一起牵手，
从心动到古稀。

爱热闹 ,这里有活动；喜欢
安静 ,这里也可以不留姓名。历
年来 ,本报已经在火车站广场、
阳光100商城等地成功举办了多

次大型相亲会和小型专场相亲
活动 ,帮助多对有缘人喜结连
理。本次“相约百盛”2015七夕鹊
桥会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主
办，维意定制协办。

即日起 ,相亲会在五个报
名点接受现场报名 ,报名费 5 0

元。关注本报齐鲁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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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以通过QQ报名 ,齐鲁晚报相
亲俱乐部群 : 1 0 4 2 9 4 5 5 0。此次
相亲会向所有成年单身男女
开放 ,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单
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个人单
身证明 ,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填写报名表 ,报名者需要保
存好个人编号。通过这个编号 ,

报名者能寻找到自己的展板 ,

还可在活动结束后查询其他
报名者的信息。

相亲会期间 ,本报将在百
盛商场一楼搭设相亲展台 ,凡
是符合条件的报名者都将获
得一张 4 0× 6 0平方厘米的相
亲展板 ,展板上可以填写个人
相亲信息 ,也可以描述心目中
的另一半。另外 ,报名时请携带
自己的靓照 ,它将展示在相亲
展板上。

相亲会期间本报将联合情
意派婚恋服务中心设置“相遇8

分钟”等专场互动活动 ,凡是确
认参加活动的嘉宾，报名费收取
50元不予优惠。即日起至8月18

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接受
报名。活动时间 :8月22-23日。咨
询电话:18660095701

知知性性女女觅觅踏踏实实成成熟熟的的男男士士牵牵手手一一生生
优雅女神报名相亲会，希望能与有心人成就良缘

““我我们们就就要要结结婚婚了了！！””
两人在本报相亲会上相识、相知、相恋，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本报增加两处报名点

五个报名点地址分别是

C08
主办单位：齐鲁晚报 协办单位：维意定制

报名电话：6610123 1866009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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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烟 台 “相约百盛”2015七夕鹊桥会

报名点一:齐鲁晚报
烟台记者站(环山路3号
润利大厦316室)

途经公交车:10路、59

路、K61路、82路到烟台图
书馆下车

详情请咨询:于女士
18865515185

报名点二：百盛商场
途经公交车：80路、

K62路、19路、56路、6路到
大润发站下车

详情请咨询：左女士
18865557366

报名点三:万达芝罘
金街B2-124茶某人饮品
店门口

途经公交车 : 80路、

K62路、44路、21路等多路
公交车到西南河路下车

详情请咨询:沈女士
18865515308

报名点四：永旺烟台
购物中心

途经公交车：59路、5

路、52路、10路到永旺烟台
购物中心下车

详情请咨询：王女士
18865557669

报名点五：烟台苏宁
电器青年路店

途经公交车：K61路、
5路、43路到青年路汽车
站下车

详情请咨询：王先生
18865557879

注意事项

为为什什么么要要相相亲亲？？

近年来，各大卫视相亲
节目层出不穷，报社、网站也
相 继 开 办 与 相 亲 有 关 的 活
动，将相亲推上一个高潮，相
亲的意义究竟何在？为什么
要相亲？

“相亲”可谓在不少人眼
中都是个敏感的词汇，有很
多小青年排斥相亲，认为面
子上过不去，太传统，可是相
亲又何尝不是助你成家的一
大优质选择。

通过相亲，你可以接触
到朋友圈、生活圈之外的人，
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即使

没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也
可以使自己更加明确自己想
要的、适合的类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已是封建习俗而被现代人摒
弃，可现实生活中不乏有父
母催婚，联合七大姑八大姨
不断地给自己单身的儿女找
寻合适的对象，并以急切关
怀之心希望儿女可以一一去
了解，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变
被动为主动，去一个正规的
相亲会，借此平台接触不同
的单身人士，从中选择自己
心仪的对象，这样既能节约

时间，又能避免很多尴尬也
能使父母放心。

心里有包袱，认为相亲
会使自己没面子，其实不然，
每 个 人 都 有 自 己 生 活 的 圈
子，但是这个圈子随着工作
生活等的安定，通常情况下
是固定的，因此我们就需要
借助一个平台，当然是正规
的平台打破这个圈子，结识
更多的人，从而使自己的选
择增多，也使自己能更早找
到幸福的几率增加。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实
习生 左欢欢

通过本报的相亲会，小金遇见了自己的未婚妻，两人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小金非常感谢本报的活动。

优雅的李女士想通过本报的相
亲会找到踏实稳重的男士共度一生。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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