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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剩三天了 你还不来千佛山“脱单”
本届相亲大会报名时间将截至4月1日，正式举办时间为4月8日至4月17日

相亲会16

□记者 王红妮

实习生 王士勇

生活日报3月29日讯 单

身男女注意，“爱在可恩·第十

一届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会”

报名仅剩三天时间啦！连日来，

到现场报名的单身男女一拨接

着一拨。

本届相亲大会报名时间将

截至4月1日，还没来得及报名

的朋友们别错过了最后的报名

时机！

“平时生活圈子太小了，我

们来相亲会碰碰运气。”29日，

在千佛山报名点，28岁的年轻

姑娘小高刚刚递交了报名表，

和小高一起来报名的还有她的

好朋友小张姑娘，她比小高大

两岁，性格也略微沉稳一些。

“千佛山相亲大会已经办了好

多年了，我俩觉得挺靠谱，就一

起过来报名了。”小张说。

据介绍，每天报名时间为

上午9点至下午5点，节假日不

休息。主要报名点是千佛山景

区正门东侧(北门)。
相亲大会采取自愿报名方

式，报名费90元，每位报名者可

以获得在相亲大会结束前使用

的千佛山景区门票和齐鲁碑刻

文化苑门票各一张，每张门票

设有三个票孔。您可以一人去

三次，也可三人去一次。

相亲大会的正式举办时间

为4月8日至4月17日，其中4月8
日至4月10日在千佛山东门内

广场举行，4月11日至4月17日
在千佛山南门(旅游路)齐鲁碑

刻文化苑举行。

□记者 王红妮 实习生 郭敏

有很多优质单身男女报名参加相亲

会，今天我们先来认识几位：

超级暖男：两人在一起才最重要

个人简介：人非圣贤，距离不会产生

美，在一起才是最根本的事。标准高富

帅，在加拿大上学工作，IT工程师，爱好

旅游、篮球、烹饪、看书等，性格稳重。

择偶要求：跨越太平洋留驻加拿大，

不愿接受太远的距离，看不到，抱不到，

只留想念。只愿寻找一个，可以一起在加

拿大奋斗的济南女孩。

“三高”男神：不求倾城合适就好

个人简介：高收入，高学历，高颜值，

人品好、正直、善良、儒雅、阳光，简直是

梦中男神。上市公司管理层。有重点学区

的独立婚房。家庭条件优越，父母退休无

负担。

择偶要求：就算没有倾城倾国的美

貌，也要有摧毁一座城的骄傲。只为你而

等待，一起奋斗，享受生活可好。找寻前

世的缘分，只要合适就好。

活力女生：人生三情，只等爱情

个人简介：我拥有了幸福的家庭，拥

有了一帮闺蜜损友，唯独少了属于我的

你。娇小却不弱小的女生，名牌大学研究

生毕业，省级电视台从事媒体行业，人

品、家教好，通情达理，热爱生活。

择偶要求：人生三情，只等爱情。寻

找工作稳定上进，有责任心，处事成熟有

度，为人可靠的人，托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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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如是说●

爱情来了

要勇敢把握机会

相亲信息抢先看

“每一位单身，都真

心想寻找到自己

的 另 一 半 ，看

着 每 一 张 期

待 的 脸 庞 ，

让 我 更 迫

切 地 想 为

他 们 寻 找

到 幸 福 。”

天喜缘红娘

小樊老师说，

自己会把每一

位会员都当做朋

友，切实了解到他们

的需求，争取让条件匹配的双方见面。小

樊老师说：“只有见面后交流才能更好地

彼此了解，我会在过程中随时跟进。”

小樊老师一直坚称不要将就的爱

情，也不要凑合的婚姻！婚姻找的是相守

一生的人，绝不用凑合的态度来对待它。

在寻找对象过程中不要被自己的择偶条

件束缚，遇见心动的人要积极主动一点，

不要错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是

他人眼中的完美匹配，而是相爱的人彼

此心灵的相互契合，在这里，小樊老师希

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认真对待爱情。

小樊妙招：爱情的机会来了，不要推

脱，不要拒绝见面，要勇敢地把握住机

会，不要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坐井观天。

咨询电话：15688860255、88341167、

85196653

QQ：1354385088

1、济南可恩口腔医院花园路医

院

热线：0531-88810555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花园

路80-1号(七里河路与花园路

交叉口)
乘车路线：乘11/30/118/

K163/10/K91/138/308/110至
七里河路北口

2、可恩山东国际种植牙中心

热线：0531-88810555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省府

前街红尚坊商业广场6号楼

乘车路线：乘3/K50/K54/
101至芙蓉街

3、济南可恩口腔医院和谐广场

医院

热线：0531-88810555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纬十

二路424号沿街综合楼(和谐广

场东门正对面)
乘车路线：2路/27路/33路

/42路/K56路/81路/K109路/
117路/6路/K20路/29路/K92
路/K96路/102路/104路/120路
/125路/133路/202路至和谐广

场下车

4、济南可恩口腔医院高新区医

院

热线：0531-88810555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康虹

路976号(康虹路与舜华北路交

叉口东南角)
乘车路线：150路/308路/

138路/K166路在新东方花园站

下车

相亲大会新增以下四处代报点

●报名现场花絮●

爱情不分年龄 相亲会迎来八旬老翁
□记者 王红妮

实习生 曹书源

“小姑娘，给我一张报名

表，我要报个名。”27日，一位年

迈的老先生缓步来到了相亲大

会千佛山报名点，听到老先生

索要报名表，工作人员询问：

“您是要给孩子报名吗？”没想

到，老先生回答说：“我是来给

自己报名的。”

这位来报名的老先生姓

刘，今年已经88岁高龄了。刘老

先生表示，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了，希望有个人能陪在身边，一

起说说话。刘老先生说，他身体

健康，脾气好，有退休金，没有

经济负担，希望找一位年龄60
岁以上，身体健康，能做家务，

能相互照顾的老伴。

“这是相亲大会报名开始

以来最年长的报名者了。”工作

人员说，本届千佛山相亲大会

不设年龄限制，各个年龄段的

单身男女都可以报名参加。“希

望这位老人能早日达成心愿。”

工作人员说，老人就是想找个

伴儿，他们很理解。

●报名小提醒●

报名参加相亲会 证件可要带全啦
□记者 王红妮

实习生 张凯娣

工作人员说，有的报名者

只带来了身份证，还有的报名

者什么证件也没带。如果证件

没有带全，则无法完成报名。

“这样做也是对每一个来相亲

的人负责，我们严格一些，大家

才能够多一份安心。”

在此提醒，您在报名的时

候一定要带好个人有效身份证

件、户口本、学历证明以及单身

证明 (包括离异证明、丧偶证

明、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出具的

单身证明等有效证件)。
如果替他人报名，除了要

携带相亲者的上述证明材料之

外，代办人也要带上自己的身

份证。

滴滴打车“助力”百元红包送你
即日起，本报联合滴滴打车推出相亲大会“抢红包”活动，数量有限，快抓紧时间行动吧

□记者 王红妮

实习生 张凯娣 王晗

生活日报3月29日讯

“爱在可恩·第十一届三月三

千佛山相亲大会”将于4月8
日正式开启。为答谢广大读

者一直以来的支持，本报联

合滴滴打车推出相亲大会

“抢红包”活动。

即日起，相亲大会抢红

包活动已正式上线，活动中

有不同面值的打车券供你疯

抢。你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扫

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抢红包页

面，也可以将活动链接发送

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分

享惊喜。

用户输入手机号后可领

取红包，每个用户限领1次，

领取后打车券会直接充值到

对应的滴滴打车账户中。

此外，滴滴济南近日上

线全新优惠活动，打车即返

4 . 5折超低折扣出行券，拼车

更享折上折！更多信息，请关

注“滴滴济南”微信公众号。

参与方式：

1、微信

扫 描 右 方

二维码，关

注 相 亲 大

会 抢 红 包

页面；

2、发送抢红包链接到朋友圈，让更

多的朋友分享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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