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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18日讯(记
者 薛瑞 ) 20日晚上(即七
夕节当晚)，本报联合泰山方
特欢乐世界，在景区园区内
举办的“七夕狂欢夜”专场活
动，即将热闹开场啦。方特夜
场开放项目多达13种，大摆
锤、双层转马、童梦天地等不
同风格项目，满足各类群体
所有需求。

离七夕节到来越来越
近，男生们想好带自己心爱
的姑娘去哪玩了吗？在这个
应该充满烟花、红酒、音乐
等浪漫元素的日子里，来方
特可以满足您所有幻想。8月
20日，本报联合泰山方特欢
乐世界景区，在景区内举办

“七夕狂欢夜”专场活动。活
动招募市民以来，陆续收到
几百位市民报名。方特夜场
对外门票售价100元/人，来
参加我们的活动吧，门票售
价仅80元/人。由于门票数量

有限，活动报名截止到今天
中午12点。

“七夕狂欢夜”活动定
于20日下午5点在方特园区
内欢乐开场，持续到9点半。
非洲乌干达黑人演艺团队、
巴西南美民族风情演艺团队
齐上阵，熊大、熊二陪伴您，
将假日疯狂娱乐进行到底。
烟花盛会更是夜场亮点，数
千枚烟花如长龙般钻入夜
空，花色各异并在夜空中绚
丽绽放，让情侣相拥许下心
愿。20日当晚，景区内将有太
空飞梭、大摆锤、海螺湾、生
命之光、聊斋等共13个项目
开放。假如遇到雨天，部分
室外项目将临时关闭，同时
增开飞越极限等游客最爱的
室内项目。

报名方式：拨打本报热
线0538-6982110报名，并到
本报编辑部领取景区入园券
(地址：望岳东路中七里社区

服务中心四楼)。入园券仅限
8月20日当天使用，下午5点
后，凭入园券可以进入景

区。活动仅需缴纳泰山方特
欢乐世界门票，原价100元/
人，现活动优惠价80元/人。

1 . 5米以下儿童可以免费入
园，但需要至少一位购票成
人陪同。

方方特特七七夕夕夜夜场场明明晚晚闪闪亮亮登登场场
13个项目开放还有灿烂烟花，12点前快来抢80元优惠门票

方特七夕夜场开放场次安排

项目 开放时间

太空飞梭 17:00——— 20:40

勇敢者转盘 17:00——— 20:40

果虫滑车 17:00——— 20:40

大摆锤 17:00——— 20:40

旋转小蜜蜂 17:00——— 20:40

转转杯 17:00——— 20:40

飓风飞椅 17:00——— 20:40

双层转马 17:00——— 20:40

童梦天地 17:00——— 20:40

宇宙小勇士 17:00——— 20:40

海螺湾 17:20；18:20；20:20

聊斋 18:00；19:00

生命之光 17:30；18:30；19:30

方特七夕夜场开放场次安排（雨天）

项目 开放时间

太空飞梭 暂停开放

勇敢者转盘 暂停开放

果虫滑车 暂停开放

大摆锤 暂停开放

旋转小蜜蜂 暂停开放

转转杯 暂停开放

飓风飞椅 暂停开放

双层转马 暂停开放

童梦天地 17:00——— 21:00

宇宙小勇士 17:00——— 21:00

海螺湾 17:00——— 20:30循环

聊斋 17:30；18:30；19:30；20:30

生命之光 17:00——— 20:30循环

飞越极限 17:00——— 21:00

恐龙危机 17:00——— 21:00

星际航班 17:00——— 21:00

本报泰安8月18日讯(记者
王世腾) 21日到23日，本报

七夕会将在南湖公园举行。相
亲现场将有游戏互动环节，参
与活动，市民可有机会获得精
美礼品，在收获爱情的同时还
有礼品拿。

根据相亲会活动流程安
排，本报联合宝盛广场将在21
日到23日，在南湖公园开启浪
漫盛宴。每天活动将从上午9
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5
点。相亲会现场本报会设立众
多互动游戏，给单身男女们创
造亲密接触的机会。爱情呼叫
站单身男女在现场找到心仪

的对象后，可大胆走上
台说出心仪的对象的编
号和自个的信息现场来一
场美丽的邂逅。单杠挑战赛，
给单身男士提供一个单杠，现
场秀肌肉，吸引心仪的另一
半。厨艺大赛，单身男女现场
切土豆丝炒土豆丝，从一个人
的厨艺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听
心跳，现场单身三男三女一块
上台，面对面听心跳，听听哪
个TA加速了你的心跳，体会
一见钟情的感觉。除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参与现场游戏环节
的单身男女还将获得杯子、牛
排代金券、玩偶，每天还将送

出一个糖宝的大玩偶。
相亲会现场，报名相亲会

的市民每人有一张信息卡，信
息卡显示会员填报的个人信
息、择偶要求、交友宣言，还有
个人形象照片，但绝不会泄露
个人姓名。现场报名者或亲友
在中意的信息卡上自愿粘贴
自己的编号和联系方式。被贴
条的报名者可撕下自己信息
卡上的条，联系对方。

相亲其实也是技术活，拉单杠、炒土豆丝、听心跳

到到时时候候别别傻傻站站着着 有有本本事事亮亮出出来来

本报泰安8月18日讯(记者 王世腾)
本报联合宝盛广场举办的相亲会已

有867人报名，报名者中男士对另一半一
般要求不多，更看重女性要顾家。而女
士大都看完房车家庭条件后再看相貌，
要求比较现实。

“现在没个房子真没法结婚，房子
提前预备些，省得以后麻烦。”今年25
岁的刘先生说，他在供电公司已经工
作了3年，前两年一直在看房子，今年
趁着价低下手买了一套。刚参加工作
的时候，就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

“当时刚参加工作，怎么可能一次性
拿出那么多钱买房。”刘先生说。“房
子一般都是男方准备的，女方一般不
考虑。”市民李女士说，现在好多人都
说现在女孩比较现实，更看重车房
等物质条件，不像父母那一代两个
一块奋斗从无到有一块奋斗。“现在
女生大都是独生女，要是没房，和男
方父母住一块，总感觉别扭，像是嫁
给男方整个一家人。”李女士说。

根据本报近年来的相亲数据分
析来看，男士在相亲过程中一般对
女性的要求不高，因为目前社会毕
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
士更看重女士能照顾家伺候孩
子，工作稳定即可。而女士在
相亲过程中要求却很多，一
般先看工作，再看家庭条
件，最后再看相貌个人
素质等情况。像公务
员、医生、老师、富二
代等男士比较受追
捧。这部分女性
应该更务实一
些，多根据自
身 条 件 选
取 另 一
半。

本报泰安8月18日讯(记者
王世腾) 本报联合宝盛广场

举办的相亲会将在8月21日至23
日在南湖公园举行。目前已有
近千人报名，其中不少公务员、
教师、医生等“抢手”人士。

自2012年开始，每年三月三
和七夕期间都要在南湖公园举
办大型公益相亲会，至今已成
功举办六届，2015年8月21日、22
日、23日，本报将继续在南湖公
园举办大型公益相亲会，不向
报名者收取任何费用。“南湖公
园地方好，交通方便，风景宜
人，夏天也很凉快。”市民刘先
生说。

1 8日，在天气晴朗，南湖
公园里风景秀丽，细柳低垂，
湖面上游客乘船穿行。“公园
里挺凉快的，每天晚上都来逛
逛。”市民刘先生说。据了解，
南湖公园北靠灵山大街，南接
南湖大街，西临河，东临青年
路，是一处融生态性、文化性、
娱乐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全园分为主入口区、青年活动
区、游览活动区、儿童活动区、

密林区、水上活动区六大
区域，以及春、夏、秋、冬四
个植物景区，国泰民安、风
调雨顺、十二莲桥、望岳
亭、湖心舫等景点穿插其
间，构成了杏林春晓、秋霞
似火、碧水泛舟等特色景
观，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相亲会开始前
我们会修理一下树枝，并清理
好卫生，给相亲者最美的环
境。”南湖公园工作人员说。

18日，家住花园小区的李
女士带着儿子的身份证来给孩
子报名相亲会。“儿子今年27岁

了，是一名公务员。”李女士说 ,
儿子硕士毕业后考上公务员，
等到了工作单位后,发现周边能
接触的姑娘很少,家里也给儿子
张罗过几次相亲。“家里房子都
买好了，希望在相亲会上能找
个在编的姑娘。”李女士说。

有婚房吗啥工作

女孩找对象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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