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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会A20

相亲并不“落伍”找到幸福才是关键
相亲大会在日韩等国家也是找对象的流行方式

□记者 郑希平

实习生 贾向然 滕晓艺

生活日报 7 月 14 日讯

一谈到相亲，一些单身男女的

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上一辈

子人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

更推崇自然相识，自由交往。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

变迁，相亲大会在近几年逐渐

成为城市单身男女寻找合适

另 一 半 的 流 行 方 式 。 据 报

道，不仅仅是在我国，在日

本、韩国等国家，相亲大会

也是单身男女寻找结婚对象

的重要渠道。单身青年参加

相亲大会一点都不落伍，追

求爱情和幸福的努力永远会

有回报。所以，还是单身的你，

赶紧报名参加即将举办的第

十届“七月七千佛山相亲大

会”吧。

女儿不好意思

母亲观念超前替她报名

“我是来给女儿报名的。”

7 月 13 日下午，家住洪家楼

的苏女士来到了千佛山相亲

大会报名点，一边填写着表

格，一边和工作人员交谈：“我

女儿说参加相亲大会不好意

思，还说我观念老土，现在年

轻人还相什么亲啊，都是在网

络上认识或者朋友介绍。”苏

女士和女儿在家争论了半天，

在报名现场看到有这么多优

秀的年轻人来报名，她觉得心

里踏实了：“我的观念并不落

伍，反而是超前了，这么多优

秀的男孩女孩来报名参加相

亲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千佛山相亲大会报名处

的工作人员表示，其实，报名

参加相亲大会，不是因为你不

优秀、条件差，实在找不到结

婚的对象，而是希望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心里最能接受的。

“从报名者的情况分析看，优

秀男女比例很大，也恰好说明

了这一点，所以报名相亲大会

只是择偶的一种途径，没有落

伍这一说。”

日韩等也举办相亲会

政府鼓励支持

不仅在我国，在韩国、日

本等国家，相亲大会也已经成

为单身男女寻求另一半的主

要渠道，并且政府支持鼓励相

亲大会的举办。

记者了解到，在韩国，不

仅父母盼着儿女结婚，政府也

为此开展了切实的行动———

为单身男女组织相亲大会，并

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单身男女

报名。日本政府也热衷推广相

亲活动，一些地方政府积极资

助相亲活动。

“在择偶观念仍显保守的

地方，到相亲大会上寻找另一

半，已经成为重要的择偶方

式。”千佛山相亲大会主办方

工作人员说。

千佛山相亲大会主办方

希望单身男女改变对相亲理

解的误区，来报名参加相亲大

会，因为追求爱情和幸福，是

永远不会落伍的。

保证信息真实性

也保护个人隐私

除了一些相亲大会的报

名者观念上有误区之外，还有

许多人对信息的真实性以及

个人隐私的保护等问题，存在

顾虑。记者了解到，千佛山相

亲会严格审查报名者的个人

材料信息，并提供“委托服

务”，切实做到保护报名者不

被“骚扰”。

“单身的要有单身证明，

学历高的要有学历证书，济南

多处房产的要出示房产证。”

千佛山相亲会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报名者填写的信息，工作

人员会进行严格审查，并要求

出具相关证明文件，如果没有

提供文件，也会进行标注，提

醒相亲者进行最后的查验。

为了防止报名者信息被

窃取，或被人骚扰，今年相亲

大会主办方还给报名者提供

了更温馨、更人性化的服务，

报名者可免费开通“委托服

务”，即报名者个人联系方式

不对外公布，只预留主办方的

联系方式，由主办方负责对相

亲者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核实，

选择适合择偶要求的进行推

荐，这样就避免了包括婚介在

内的其他不相关人士的打扰。

此外，主办方还将提供专

门的红娘服务，为单身男女进

行情感咨询。主办方希望通过

更多的温馨服务，让参加者早

日寻觅到合适的另一半。“爱

拼才会赢”，坐在家里永远不

会等来另一半的到来。

官官方方报报名名点点

济南历下区千佛山景区正门东侧(北门)。

电话：82662325

代报点

1 . 天喜缘婚恋中心

地址：历下区泺源大街 29 号银座索菲特

大酒店对过圣凯财富广场三楼 346 房间。

电话：88346697
地址：市中区经四路 5 号万达广场 A 座

写字间 15B-1510 房间。

电话：88340101
2 . 泉城之恋婚介有限公司

地址：经七路西口泰山国际大厦 14 楼

A01。
电话：69985808

3 . 我主良缘高端婚恋连锁公司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 43 号银座数码广场

1808 室。

电话：82967520
4 . 天缘单身俱乐部

地址：大明湖西南门沿护城河向北 30 米

路西大明食府西楼一楼。

电话：15588885011
5 . 日月坛爱情俱乐部

地址：历下区解放路 112 号(市中心医院

正对面历东商务大厦 507 室。

电话：87171717
6 . 钻石缘婚介所

地址：大观园商场东门正对面农业银行

南邻新鲁大厦 413 室。

电话：89998111
7 . 红绣球征婚机构

地址：市中区马鞍山路 56-3 号 4 楼。

电话：82738257
地址：历下区和平路诚基中心 A18 号楼

807 室。

电话：81767281
8 . 天赐良缘婚恋公司

地址：历下区泉城路 264 号天业国际

605 室(恒隆西邻)。
电话：86168255

9 . 今生玉缘婚介所

地址：泉城广场西北角趵北路 28 号龙泉

商城三楼 313 室。

电话：82357555
10 . 济南可恩口腔医院花园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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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8810555
11 . 可恩山东国际种植牙中心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红尚坊商

业广场 6 号楼。

电话：88810555
12 . 济南可恩口腔医院和谐广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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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8810555

13 . 济南可恩口腔医院高新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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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8810555

七夕千佛山相亲大会
报名点

□记者 郑希平

实习生 郁欣

生活日报 7 月 14 日讯

“七月七千佛山相亲大会”是

由生活日报、共青团济南市

委、济南市妇联、济南市民政

局等单位主办，千佛山景区承

办的大型公益活动，作为山东

省内当之无愧的公益相亲第一

品牌，多年来赢得了市民的良

好口碑，其品牌形象已经深入

人心，迄今为止，已成功为许

多单身男女觅得良缘。

每届千佛山相亲大会现场

都有近 20 万的人流量，相亲

会蕴藏着无限商机。 8 月 6 日

至 14 日，第十届“七月七千

佛山相亲大会”将在千佛山景

区举行，为了方便各位读者报

名，主办方采取分段报名的方

式，设置多个报名点，众多商

家踊跃合作，成为相亲会上的

另一道风景线。商家抓住机遇

“助力”相亲会 ,也为自身的

发展提供宣传机会。

“设立报名点，我们不仅

可以帮助单身朋友早日找到幸

福，同时也是宣传公司文化、

给自己提供发展机会的两全其

美的方式。”一名代报点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往届相亲会的举办经

验，相亲会举办时整个济南市

及周边地区都会有报名者，为

了方便广大读者就近报名，千

佛山相亲大会组委会决定在济

南六区一市分别设立报名点，

有意向合作设立报名点的公司

及企业请与本报联系。

咨 询 电 话 ： 0 5 3 1 -

85196653

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

号山东传媒大厦 26 楼。

诚邀商家助力千佛山相亲会

朱琳从事红娘工作 11
年，眼光独到的她，在为单身

男女牵线时，定位准确，同时

发挥心理咨询师特长，帮助

会员客观解析问题，及时撮

合促进，促成了许多对佳偶！

朱琳直率坦承，和会员

成了“哥儿们”，成了朋友，她

说：“我不喜欢过多夸奖谁，

通常还会直言劝说优秀的白

领不要激进。大家都是普通

人，平淡真实的介绍起码不

会让双方见面后失望，反而

会增加好感。”这也是朱琳的

独家成功秘笈。现如今，大大

咧咧不知道自己介绍成多少

对的朱琳，每天却都会接待

老会员带来的新朋友。

●朱琳工作感言：我作

为天喜缘的为一名专业婚恋

顾问，会以真诚坦率的态度

帮助您做客观的自我认知和

剖析，使您能够更好地了解

自己在爱情中需要什么，能

获得什么。希望通过我的帮

助，您可以找到一个价值观、

个性特点和自己相契合的

人，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

●朱琳手机：

13553154571 、88346929 、

85196653

在线 QQ ：672348592

t

人海茫茫 助你寻缘

红娘在线

天喜缘金牌红娘朱琳

□记者 郑希平

实习生 刘然

相亲第一面，最重要的是

什么？男士就是看女士的相貌

身材？女士就是看男士的身高

资产？实际上，相亲没那么注

重外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

在乎对方的性格和价值观，正

所谓“七分看性格”。

据日本《每日新闻》7 月

12 日报道，最近，日本开始流

行戴口罩参加相亲大会，这是

因为很多人希望对方重视自己

的性格而非外表。最新调查显

示，人们最重视和结婚对象是

否“价值观合拍”，其次是“体

贴”，对容貌的重视男性排到第

八位，女性排到第 12 位。因此

组织者认为，戴上口罩相亲可

以吸引更多参加者，并且让他

们找到性格合拍的人。

性格好的优秀男女会在相

亲会上受欢迎，因为过日子是

长久的陪伴。性格优秀或彼此

合拍的男生女生，在一起的概

率最大。

情缘观察

相亲第一面
七分看性格

在相亲大会千佛山报名点，几位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边填写表格边交流起来。 记者 郑希平 摄

一位女士报名后取走门票。记者 郑希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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