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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报送大礼”活动开始啦
只需150元，就能拿价值230元的订报大礼包

□本刊记者 朱琳佳

为了答谢广大读者对生
活日报长久以来的关注及支
持，本报今年将继续推出“订
报送大礼”的活动，现在订报
只需150元就可获得价值230
元的超值大礼包，礼包包括：
2019年全年《生活日报》一份
+价值80元的“平面相亲”个
人信息刊登。

今年以来，本报已经举
办了十几场各类相亲会，参
与相亲会的市民对其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市
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
参加相亲会，另外还有很多
参加过相亲会的市民也意犹

未尽，他们期望相亲大会能
经常举办，通过媒体的公信
力和影响力为更多的年轻人
解决终身大事。为满足广大
市民的迫切需求，本报特别
推出“平面相亲”栏目，把

“相亲大会”搬到报纸上，为
美好的爱情搭建一个日常的
传媒平台。

“平面相亲”栏目为广大
单身读者提供了数万条有效
相亲信息，也帮助不少单身读
者寻觅到有缘人。作为本报大
型公益相亲会的补充，平面相
亲会大大提升了本报系列相
亲活动的结缘率。目前已进入
明年报纸的征订季节，平面相
亲会将对本报读者推出实实

在在的回报举措。本报承诺：
凡是前来订阅2019年全年《生
活日报》的读者，即可在本
报“相亲”版面的“平面相
亲”栏目中优先刊登一次相
亲信息。

在此，我们提醒读者朋
友，本报的“平面相亲”栏目设
在每周四出版的“相亲”版面
上，参与“订报送相亲”活动的
读者可以在活动期间自选时
间在“平面相亲”栏目刊登
一次个人信息。同时，此次
活动是本报给单身人士提供
更广阔的平面相亲平台为主
要目的而特别推出的优惠活
动，所以只有报名参加本次活
动的读者方能同时享受套餐

中的全部优惠，而已经从其他
渠道订报的读者则不能免费
享受此次活动的任何一项优
惠。

“订报送大礼”活动现
在已开始接受报名了，报名
时需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
件、户口簿或单身证明。如
果替他人报名，除了要携带
相亲者的上述个人证件外，
代报人还需要带好自己的身
份证。

订报地址：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26层

订报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17：00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5196653、85193438

相亲，最怕一味等待
“理想中的对象”

□本刊记者 朱琳佳

十一小长假刚过，本报桃之
夭夭办公室的电话就被“打爆”
了，都是咨询预定一对一相亲服
务的单身朋友。如果你在七月七
相亲会现场没有找到心仪的对
象，10月30日之前，可凭千佛山相
亲会入场券及报名编号凭证，到
生活日报桃之夭夭享受免费一对
一服务一次。

10月9日来参加一对一服务
的单身络绎不绝，还一度出现了

“扎堆”的现象。在等待的过程中
几个单身便聊了起来。“你看看相
亲中大部分都是30多岁的姑娘，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女孩都特别优
秀，无论是阅历积累还是审美上
都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所以她
们越往后越不想‘将就’，可是事
实上，这个年龄段还单着的优秀
男生太少了，而且他们还想找年
龄小的，所以我慢慢说服自己一
定要降低一点标准，而且不再拒绝
曾经有过婚史的男士，因为谁在感
情的道路上没走过一点弯路呢？
要知道百分之百完美的男人是没
有的。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人生。”
一位穿白色外套的姑娘说。

其他人倒是有不同意见，“每
人看重的东西不同，有人看身高，
有人看长相，有人看家产，有人看
学历，要求啥都没错，谈不拢一拍
两散就好。”另一位戴眼镜的小伙
觉得各自看重的标准不同，坚持
自有坚持的道理。

“不是都要降低标准，有些还
是要坚持，有些可磨合或者通过
努力可以达到的，不要过分强求。
不要在感觉不对的人身上花精
力，没意义。”扎着马尾辫的女孩
认为诸事莫求完美。

背着斜挎包的男士则趋于理
性：“有些观念要改变，我之前非

常排斥相亲介绍，只想着邂逅或
者自己认识，但是圈子太小，现在
也慢慢开始接受同学介绍之类的
途径了，所以何种途径认识都不
重要，关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
人。”

这其实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在生活日报桃之夭夭俱乐部，红
娘老师也经常接触到固执己见

“宁缺毋滥”的单身，一味等待“理
想中的对象”，甚至不切实际地苛
求完美，这样，真的可能与理想的
伴侣擦肩而过，甚至耽误了自己
的终身大事。

“生活日报举办千佛山相亲
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可谓积
累了丰富的相亲经验，也是省内
最大的相亲交友平台之一。根据
大多数读者的心愿，我们之所以
成立桃之夭夭俱乐部，就是想利
用千佛山相亲大会这一广大的相
亲资源，为单身男女提供最精准
的匹配。我们不要婚托，我们不要
数量，我们注重的是相亲者的质
量，打个比方，就像你去买珍珠，
同等的钱，你是买一串数量多可
是低劣的珍珠更实惠，还是买一
颗上等的珍珠更耀眼呢？相亲也
是如此。我们有很多会员反映，之
前去过婚介，都是在合同期内介
绍很多个，可是跟自己想要找的
条件相差甚远，这也是我们生活
日报所杜绝的。一次缴费直到找
到为止，是我们生活日报所承诺
的。”本报相亲负责人这样说。

特别提醒的是，来参加一对
一相亲服务的，必须本人前来，因
为工作人员要根据相亲者的性
格、言谈举止等匹配最合适的人
选，如果相亲者本人不来，由别人
拿照片来，我们也无法进行精准
匹配，毕竟照片只是看个外貌，而
内在的还是要通过见面交谈才能
看的出来。还没来参加的单身朋
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参与
活 动 的 单 身 男 女 请 致 电
85196653，提前预约接待时间。地
址为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
媒大厦26楼。

188A1020女，未婚，1994年
12月，汉族，本科，射手座，月薪：
5000，164cm，48kg，济南，护士，
电 话 ：1 5 8 0 6 6 3 6 7 0 8 ，Q Q ：
3027573606，简介：济宁人，省属
三甲医院护士，父母身体健康，工
薪阶层，未退休。觅：未婚，24岁-
28岁，175cm以上，本科，有购房
能力，三观合。

188A1022女，未婚，1991年
11月，汉族，本科，月薪：6000+，
1 7 0 c m ，5 6 k g，济南市，QQ ：
469804319，简介：本市女孩，省直
公务员，父公务员在职，母已退
休，正规本科学历，有司法资格
证，房车均有。(刚由外地调回济)
觅：未婚，26岁-30岁，178cm及以
上，本科及以上，本市工作，工作
稳定，各方面条件相当，积极上
进，阳光开朗，有责任心，父母在
职或退休，家庭和睦的男孩。

188A2037男，未婚，1990年
12月，汉族，大学本科，射手座，月
薪：1 . 5万+，173cm，64kg，济南，
有房有车，技术，QQ：812420347，
简介：重点本科，省级事业单位正
式，设计工作，本市独子，本人乐观，
稳重，阳光，幽默，无不良嗜好，喜欢
看书，运动，旅行，父事业单位在编，
母企退，父母均技术人员，觅：未婚，
年龄相仿，160cm以上，专科以
上，有稳定工作，身材匀称，孝敬
父母，开朗大方，通情达理，身体
健康，家庭无负担，有缘人。

188A3028女，未婚，1986年4
月，汉族，硕士，月薪：8 0 0 0，
1 7 2 c m ，济 南 ，医 生 ，电 话 ：
15866600993，QQ：86414162，简介：
济南人，独女，父母企业退休，省三
甲医院医生，长相漂亮，形象气质
佳，觅：未婚或短婚未育，28岁-37
岁，175cm以上，本科及以上，人品
端正，忠诚，有责任心，有事业心，父
母无负担，感情专一，工作稳定，收
入可观，有房，家庭合睦(医生、高
校教师、公务员、工程师首选)。

188A3031女，未婚，1987年
11月，汉族，硕士研究生，魔羯座，

月薪：5000，164cm，49kg，济南，有
房有车，教师，电话：15335316395，
QQ：2856851255，简介：济南某高校
工作，硕士研究生，外地留济，端庄
大气，未婚。父母事业单位退休，身
体健康。觅：未婚或短婚无子，28岁
-38岁，170cm以上，在济南有稳定
工作，踏实上进，热爱生活。

188A4020男，未婚，1988年
10月，汉族，研究生，天蝎座，月
薪：5000，186cm，80kg，济南，有
房 有 车 ，大 学 教 师 ，电 话 ：
13969170487，简介：上海知名大
学毕业，现省职业学院任教，父母
事业单位国企，觅：婚况不限，24
岁-28岁，165cm以上，大学，本市
户口，事业单位或教师工作。

188A5012女，离异，1978年，
汉族，高中，月薪：5000，160cm，
52kg，济南，有房，服装类版师，
电 话 ：1 8 7 0 6 4 1 5 4 9 1 ，Q Q ：
1131734452，简介：离异一年，带
一男孩，性格开朗，积极上进，有
住房，身体健康，觅：婚况不限，40
岁—48岁，170cm以上，高中以
上，要求在济南有住房，有车，经
济条件好，考虑再生一孩，接受带
孩子的，性格开朗，阳光健康，心
地善良的男士。

188A6012男，离异，1979年7
月，汉族，本科，月薪：8 0 0 0，
173cm，济南，有车有房，行政，电
话：15098873098，简介：近郊乡镇
工作，有车，有房三套，独生子，心
地善良，孝顺顾家，有一女孩，父
亲公务员退休，干部家庭无负担。
觅：婚况不限，35岁以下，160cm
左右，专科以上，有稳定工作，孝
敬双方父母，共度美好生活，一切
随缘，父母电话：13465916096，
13465916558。

188A7019女，离异，1969年
10月，汉族，本科，天秤座，月薪：
6000，158cm，55kg，济南，有房有
车，会计，电话：13361053930，
QQ：315451235，简介：一女孩已
工作，在一大型国企做财务主管，
本人外表靓丽，气质文雅，性格外
向，善解人意，爱品质生活。觅：婚
况不限，50岁—55岁，170cm以
上，专科以上，要求对方有爱心，
有包容，有文化内涵，爱生活，相
互关心。

173A1521女，未婚，1987年，
汉族，本科，月薪：3000，174cm，
65kg，济南，有房，财务，电话：
13082758058，QQ：1978470779，
简介：本市家庭，父母国企退休，

本人在大型企业做财务工作，皮
肤白，性格好，爱谦让人，字写得
好，外公外婆过去是教师，教育下
一代很传统，是个本分善良的家
庭。觅：未婚，30岁-35岁，178cm
以上，专科以上，最好本地，外地
留济有稳定工作也可，忠厚善良，
沉稳，随和，好脾气的老实人，稍
内向点也可，无不良嗜好，不要太
张扬，朴实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普通家庭。

188A8026男，离异，1967年
10月，汉族，本科，月薪：10000，
169cm，65kg，济南，有房有车，干
部，电话：13082755671，QQ：
2073096697，简介：事业编，高级
工程师，未育、性格稳重随和，有
包容心、责任心。无不良嗜好。顾
家过日子。高知家庭，父母事业单
位退休，无负担。觅：婚况不限(不
带孩)，44岁以下，158cm以上，中
专以上，通情达理，孝敬老人、户
籍不限、在济南居住、有生育愿
望。有爱心、有亲情、有爱情、平平
淡淡过生活。

188A6011男，未婚，1974年
10月，汉族，专科，月薪：2000，
173cm，73kg，济南，有房，自由职
业，电话：18595249854，简介：山
东大学毕业 专业环境工程，后自
由职业至今。有婚房，门头房已租
给银行。觅：未婚，3 7岁左右，
160cm以上，初中以上，城市户
口、农业户口都可。

188A7018女，离异，1965年3
月，汉族，高中，月薪：6 0 0 0+，
160cm，65kg，济南，个体，电话：
15165155296，QQ：1845758445，
简介：我娘家是山东阳信，1994年
离异已24年，女儿7岁时带女儿来
济南工作，这么多年因女儿小一
直单身。现女儿已结婚，我独身一
人，想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觅：
离异，49岁—57岁，172cm以上，
高中以上，有事业或稳定工作，有
责任心，有孝心，有独立房有车，性
格开朗，追求正能量，头脑灵活，懂
得生活，最好不吸烟的男士。

188A8025男，丧偶，1952年5
月，汉族，大学，月薪：9000左右，
171cm，70kg，济南，有房，教师，
电话：15064098029，简介：1969
年服兵役，1977年高考，毕业后一
直在大学任职。觅：丧偶，35岁—
45岁，165cm以上，高中，心地善
良，最好有工作(无工作只要人好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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