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首届届婚婚博博会会暨暨七七夕夕相相亲亲会会即即将将相相约约
这里不仅有甜蜜邂逅，还将为准新人打造一站式购物新体验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志愿者于刘道之度假村举办
了“走进乡村采摘，助力乡村旅游”
主题活动。乡村旅游是以旅游度假
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为空间，以人文
无干扰、生态无破坏等行为为特色
的村野旅游形式。志愿者走进采摘
园，体验采摘过程，并通过与种植园
园主深入交流、采访游客等方式充
分了解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缺乏专门管理人才等缺点和不足。
此次活动不仅有利于志愿者体验乡
村旅游，更有利于志愿者了解目前
乡村旅游中存在的不足。

(武志彦 柴冰洁)

为了进一步拉近政府与群众的
距离，创造更便捷的民意反馈机会，
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和满意度，7月
22日上午，聊城大学商学院社会实
践队来到龙山社区开展了居民满意
度调查宣传活动。志愿者通过发放
调查问卷了解了居民对所在社区的
环境卫生和社会道德意识等几个方
面的满意度，并对居民的疑惑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的解答。此次满意
度调查，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服务
的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居民解决了
实际问题，推动了和谐社区建设深
入发展。 (王艺雯)

夏季是啤酒销量的旺季，为了
进一步了解啤酒行业的发展，8月1
日，聊城大学商学院社会实践队来
到东昌府区闸口的啤酒批发部进行
了调查。据店主介绍，六、七月份伴
随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比赛开始，
啤酒销量增长成倍叠加。在刚刚过
去的一个月，店铺也是迎来消费小
高峰，销量同比增长67%。此次活
动，志愿者不仅体验了在烈日下劳
动的辛苦，也了解到了啤酒销量近
一个月的起伏变化，掌握了一定的
市场营销技巧，为以后的工作积累
了经验。 (李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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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声明
李婧诗，女，出生时间2016年2

月18日，出生证明编号P370722636，
不慎丢失，出生医院：夏津县人民
医院。父亲：李玉帅，身份证号
371581198912103878，母亲：张朋菲，
身份证号371581199302271780，特此
声明。

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旅旅游游

居居民民调调查查

啤啤酒酒销销量量调调查查

本报聊城8月8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实习生 张
华 姜慧) 2018聊城首届
婚博会暨七夕相亲会，自报
名以来参加的单身男神女
神众多。工作人员针对报名
人员进行着各种详尽的分
析。你想要的身高差，你担心
的年龄差，你想了解的Ta的
房车情况，你看重的Ta的脾
气品性，通过我们发布的各
项分析调查，你就可以了解
到自己想要的心目中的Ta。

距离我们相亲会报名
截止时间仅剩7天。在这7天
时间里，如果你还想要一份
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如果
你还想要尝试爱情牵手的
甜蜜，如果你还想要觅得稳

稳的幸福，动动手指报名，
就连一年只能见一次的牛
郎、织女都会在七夕相会那
天助你一份“洪荒之力”。

爱情需要你亲手去抓
住，Ta需要你亲身去寻觅。
在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相
亲会的平台上，或许相距千
里的你们就有可能只因一
个确认的眼神，就认定了对
方。之后的踱步街头，之后的
游园嬉闹，之后的牵手旅行，
如此开怀的乐事将不会是你
的幻想，而终将美梦成真。

由齐鲁晚报和聊城国
际 会 展 中 心 联 手 打 造 的
2018聊城首届婚博会暨七
夕相亲会，有齐鲁晚报旗下
的所有媒体【齐鲁晚报、微

信矩阵(齐鲁今日聊城，聊
城书香苑等)、微博、齐鲁壹
点a p p、品牌相亲会】的支
持，有确认参展的各个商家
的助力，有我们对于婚恋大
数据的分析，所以，这场公
信力与专业度相合的活动
将会是你开启幸福之旅的
大门。除了参与本次相亲会
的单身贵族们，对于普通群
众的你，我们更是准备了舞
蹈、模特走秀、网红直播等
一系列互动节目，更有惊喜
大礼包相送。

对于这场拥有一站式
服务的聊城首届博览会暨
七夕相亲会，8月15日报名
截止。关注微信公众号齐鲁
今日聊城菜单栏自主报名

或现场报名买票。对于爱情
还有无限憧憬的你，对于Ta
还没有任何确认方向的你，
本次的相亲会将会是你的
幸福启航之门。动动手指赶
紧参与进来，8月17日到19
日，我们聊城国际会展中心
真心相约。

身高是选择伴侣的重
要参考标准之一。齐鲁晚报
七夕相亲会报名已有一段
时间，根据报名者所提供的
数据进行分析，报名者对另
一半身高的要求有不同的
数据反映。

本次聊城市首届婚博
会的大量数据显示，女士中
倾向于接受比自己高10到20
厘米的占比高达77 . 1%，20厘
米以外的占比为12 . 5%，接受
比自己高10厘米以内的占
2 3 % ，在 对 女 士 调 查 中 ，
46 . 9%的女性表示喜欢175到
180身高的男生。仅有4%的
女士表示自己对另一半的
身高没有要求，主要是看两
个人是不是合得来。

在分析调查中发现男
士中对自己另一半没有身高
要求的只占8 . 3%，比女士的
数据相对增加4 . 3%，可以接
受比自己高的男士占10 . 1%，
想寻找比自己矮20厘米以内
的男士占30 . 4%，有的30 . 1%男

士倾向于寻找160到165的女
士，27 . 3%的男士倾向于选择
155到160的女士。一位报名者
表示自己本身185的身高，想
要寻找160到175的女生。

数据显示，80后中男性
身 高 在 1 6 5 以 内 的 占 比
13 . 3%，166至170范围内的占
比33 . 3%，171至175范围内的
占比为33 . 3%，176至180的占
比13 . 3%，181以上范围内的身
高占比6 . 7%。相较于80后男
性的数据，80后女性的数据
更为集中些，156至160的身高
范围的女性占比26 . 3%，161至
165身高范围的女性占比为
68 . 4%，166至170身高范围的
女性占比仅为5 . 3%。80后报
名者女性的身高大多数集中
于161至165范围内，而166至
170的所占比例最少。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90后
男性比80后男性身高略占优
势，90后报名的男性中160至
1 6 5的身高范围所占比为
6 . 25%，166至170身高范围所

占比例为15 . 625%，90后男性
中170至180身高占比过半。
171至175身高范围所占比例
为37 . 5%，176至180所占比例
为31 . 25%，181以上身高者所
占比例为9 . 375%。在90后女
性中，150至155身高范围内
的女性占比仅为4 . 2%，155至
160的女性占比为45 . 8%，161
至 1 6 5身高范围的女性为
41 . 7%，166至170身高范围的
女性占比为4 . 2%，170以上的
女性占比仅为4 . 2%。数据显
示90后报名女性中身高主要
集中在155至165之间。

一位女士表示自己选
择比自己高大的男生会让
自己很有安全感，有种可以
依靠的感觉。而报名者中有
一位180的男士想要寻找160
到180的女生，被采访者则表
示自己选择比自己矮的女
生会让自己很有保护欲，比
较好的彰显自己的男生的
地位，让自己有种被依靠的
感觉。也有女性被采访者表

示自己不要求男生的身高
多少，不要太矮就好，主要
是看两个人是否合得来，对
自己好就可以，身高并不能
决定一切。男性中也有表示
主要看女生的性格和自身
的修养，是不是能够满足自
己的保护欲，身高不是自己
选择对象的限制，有合适的
人身高不在参考范围内。

王祖蓝(男)和李亚男(女)
的婚姻让很多人都印象深
刻，李亚男的身高是175，王
祖蓝的身高是163，身高12厘
米的差距并没有让两个人的
感情不好，相反的两人生活
甜蜜，可见身高不是决定一
切的因素。在另一半的选择
上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的是不
是聊得来，两个人的默契和
配合程度，而不仅仅是只看
身高。身高不应该成为爱情
路上的障碍，而应该是两人
之间互相甜蜜凝望的角度。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实习生 姜慧 张华

首届婚博会婚恋调查(三)：

男男高高女女1100到到2200厘厘米米身身高高差差最最受受欢欢迎迎

本报聊城8月8日讯 (记
者 李军 实习生 李鹏)

为推动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8月8日上午，由东昌府
区人民政府主办，东昌府区
体育局和新区街道办事处
承办的东昌府区全民健身
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武
术六进”成果展演活动在聊
城市东昌府区人民广场隆
重开幕。

参加展演的队伍有东
昌武协代表队、机关代表
队、学校代表队等9支队伍。
主要节目有太极拳表演、太
极功夫扇表演、搏击表演、
剑术表演、棍术表演等，精
彩丰富的武术表演给观众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彰显
出中华武术文化的博大精
深。

自2 0 0 9年，国家设立
了“全民健身日”以来，“全
民健身日”迎来了第十个
年头。举办此次全民健身

运动会，目的就是推进全
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发展，
加强对全民健身活动和健
身理念的宣传，大力营造

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吸引
和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到
全民健身行列中来，让全
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

全民健身成为广大群众的
健康生活方式，推动东昌
府区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
展。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举举行行全全民民健健身身日日成成果果展展演演
9支队伍为市民奉上精彩丰富的武术表演

活动现场为市民送上精彩丰富的武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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