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出生”成为女性相亲新“标杆”
千佛山相亲会越来越年轻，男性平均年龄下降1岁，女性下降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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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琳佳
实习生 秦成雨

由生活日报联合共青团济
南市委、济南市妇联、济南市民

政局举办的第11届“千佛山七夕相亲大会”报
名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
末，报名工作迎来首个高峰，两天超过400名
单身来到千佛山官方报名点填写信息。工作
人员对十天以来的报名者做了简单整理分
析，发现本届相亲会出现了报名者年龄普遍
下降、老面孔大幅减少几个明显特点。

以往，每届相亲会报名工作一旦启

动，官方报名点前就会聚集大批“心急如

焚”的家长。为了尽快帮助儿女“脱单”，

他们“驻扎”在报名点，希望能“抢先”觅

得优质单身，其中不少人已经连续参加

了数届相亲会。

不过，这一现象今年大有改观，报名

十天以来，报名点前几乎看不到成群结

队的“老面孔”，即使有部分家长驻留在

报名点前，也大多是为了了解相亲会流

程和询问相亲角相关事宜。按照以往情

况，“老面孔”大约占报名者的两到三成。

工作人员梳理今年报名者情况则发现，

今年七夕相亲会，“老面孔”的数据下降

到了不到一成，前来相亲的新人比例占

了九成。往届“老相亲”们解决了终生大

事，退居幕后，将相亲大会这一“舞台”交

给了越来越多的新人。

7月3 0日，千佛山报名窗口迎来了一

位熟人：瞿女士。工作人员本以为她又是

来为自己报名参加相亲大会的，结果一问

才知道，连续参加了三届相亲会的瞿女士

已经通过参加本报的“桃之夭夭”俱乐部找

到了另一半。她前来千佛山报名点，一是专

门送来喜糖，表示感谢；二是带着堂妹前来

报名。瞿女士一边指导堂妹填表一边与工

作人员交谈，“堂妹今年二十五岁，还很

年轻，希望她能少走弯路，通过千佛山相

亲会平台尽快找到缘份！”

老面孔大幅减少

新面孔占据九成

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疑惑：究竟

到什么年龄段才需要通过相亲这个途径

来解决终身大事？多大年龄就会进入“剩

下”一族？

这个问题因人而异，工作人员通过对

历届千佛山相亲大会的数据库资料分析来

看，绝大多数相亲者中，女士黄金相亲年龄

为24—29岁，一般29岁为上限。对于女士来

说，29岁已经成为相亲的新标杆，一旦跨入

29岁，就意味着黄金年龄仅剩下一年。29岁
和30岁之间虽然只相差一年，但确是剩下

与否的绝对门槛。调查中，34 . 2%的男士认

为30岁仍是单身的女性就是“剩女”。对于

男士来说，28—33岁均为相亲的黄金年龄。

按照统计，济南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仅含

国内婚姻)为30 . 49岁。也就是说，30岁左右

的男士在相亲中最吃香。不过，一旦过了32
岁，男士也就即将踏入“剩斗士”一族。

不过，从今年千佛山相亲报名情况

看，这一年龄分段有了全新的变化。不少

女性报名者和家长认为，1 9 9 0年出生成

为最新的分界线。不少报名者直言不讳，

9 0后和8 5后不可同日而语！9 0后出生的

女孩在择偶要求里可以提出更多条件和

要求，8 5后出生的女孩只能放宽要求。也

就是说，女孩的黄金相亲年龄上限已经

从2 9岁下降到2 7岁。这一情况同样出现

男性报名者中，1 9 8 5年出生成了今年男

性相亲的最新分界线，男性的黄金相亲

年龄上限也从33岁下降到32岁。

1990年出生

成为女性黄金年龄分界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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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琳佳 实习生 纪淑迪

由本报主办的第十一届“千佛山七月七相

亲大会”报名已经过半,跟往届一样,各报名点人

流络绎不绝,欢声笑语不断。大学教师、公务员、

海归人士,还有众多单位前来团报,让不少家长

和单身男女对即将到来的相亲大会充满期待。

本次相亲会举办时间为8月25日至28日,报
名时间截止至8月18日，举办地点在千佛山风景

区北广场。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相亲大会仍然采取读

者自愿报名的方式,报名费每人90元。活动主办

方将根据报名者填写的报名表制作精美的个人

信息展示牌,每位报名者还可获得在相亲大会

结束前使用的千佛山景区入场券一张,入园时

需携带入场券及相亲报名编号凭证,一张入场

券最多3人同时进园,一次性作废。

根据规定,报名时需携带报名人身份证以

及户口簿或者单身证明(离异证明、丧偶证明)，
除此之外还要携带最高学历证明。如果是替他

人报名，除了要携带相亲者本人的上述证明材

料之外，代办人也要提供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

本报共设1处官方报名点及8处代报点，单

身朋友可选择最近的报名点进行报名。官方报

名点工作时间为每天9点—17点，节假日不休。

官方报名点：
1、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景区正门东侧(北门)。

电话:82662325。

代报点:
1 .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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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主良缘高端婚恋连锁公司

地址:历下区山大路华强国际中心A栋805。
电话:829675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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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40101。
4 .创世纪情缘婚恋中心

地址 :历下区泉城路264号天业国际1301
室。

电话：88193492。
5 .山东千世金缘婚姻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工业南路57号万达广场写字

楼J2号楼5层511室。

电话：81765615。
6 .鑫鑫婚介

地址：经七路516号汇统大厦A1227室。

电话：58796559。
7 .天赐良缘婚恋公司

地址:历下区泉城路264号(恒隆西邻)天业

国际606室。

电话:86168255。
8 .红绣球征婚机构

地址:市中区马鞍山路56-3号4楼403室。

电话:82738257。
地址:历下区和平路诚基中心A18号楼807

室。

电话:81767281。

千佛山相亲会报名已过半 报名地点和需带证件要记好

□记者 朱琳佳 实习生 马鸿霞

“张老师，借我一把伞用用？”7月29日上午9:30
多，千佛山相亲会报名点，大雨如注，刘霖阿姨熟络

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不能再在屋檐下避雨了，要不

就耽误别人报名了。”接过伞，她转身离开，但身影

依然徘徊在报名点的茫茫雨雾之中。

刘霖阿姨是7月15日第一批前来报名参加相亲

会的。她和老伴是都山东交通学院的退休教师，女

儿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读研究生，今年年底就将回

国。“我女儿真的很优秀，不仅人长得很漂亮，学习

也很好，从烟台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澳大利亚，已经

在国外读了7年书了”。刘霖阿姨说，女儿是学会计

专业的，去年寒假到成都毕马威实习后，她越来越

觉得国内发展空间大，因此改变了留在国外工作的

初衷，决定毕业后就回国工作。之前，女儿也交往了

一个男朋友，家是湖北的，但是男孩一定要留在墨

尔本生活，俩人今年春节后就分手了。

“我们老俩口很支持孩子，无论回国还是留在澳

大利亚，全凭女儿做主。不过，我们觉得如果回国，就

得抓紧找对象了，毕竟孩子已经29岁了。”刘霖阿姨

讲，他老两口把这一想法告诉女儿后，女儿也很开

通，表示爸妈可以先帮她留意一下有上进心的小伙，

也同意报名参加千佛山相亲会。为此，“七夕相亲会”

报名一开始，他们就赶来了，不仅报了千佛山相亲

会，还参加了生活日报最新推出的“相亲角”。

“还别说，你们的相亲角真管用，15号报了名，3
天后我就接到了电话，对方是一个在澳大利亚留学

的男孩。”一旁的刘霖阿姨老伴接过话茬说，“我们

和对方家长在相亲角见了面，相互介绍了情况，感

觉挺般配的，我们决定相亲会后就安排俩孩子先通

过微信交流一下。”

“你们相亲会办的挺亲民的，相亲角和千佛山

离的也不算远，不过我们得上午盯在千佛山，下午

盯在相亲角，总会有疏漏，万一有好小伙，漏掉了多

可惜！”刘霖阿姨的话引来了不少报名者的笑声。

“阿姨，其实你和叔叔可以兵分两地，一个盯在千佛

山，一个盯在相亲角，不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吗？”闻

听此言，刘霖阿姨连连自责，“嗨，这么简单的办法

怎么都没想到！真是老了老了！老伴，你就在千佛山

盯着，我去相亲角，晚上回家咱们再集中研究信

息！”

此时，天空依然飘着细雨，刘霖阿姨把伞还给

工作人员，转身离去……

海外女硕士“回国”找对象 报名相亲角3天有“佳音”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的

报名点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举家前来报名的越来越多。

以往，周一到周五，报名

点前多为代替儿女前来报名

的 家 长 。周 末 ，报 名 点 前“ 泾

渭分明”，一边是年轻人相约

报 名 ，一 边 是 家 长 们 代 为 报

名 。不 过 ，刚 刚 过 去 的 十 天 ，

这一现象有了很大变化，尤其

是周末，更多的是单身朋友和

父母举家出动。在孩子报名的

间隙，父母们也没闲着，他们

或是在旁边留意询问排号情

况，或是干脆在外面与其他家

长互相交流了解对方孩子情

况，报名点门口热闹得宛若一

个小型相亲会。

参加相亲会，当事人自己

报名实为最佳选择，一是可以

通过报名了解相亲会的具体

流程；二是填写报名表时可以

充分展示自己的优点，提出对

对方的具体要求；三是可以和

工作人员提前交流，获取更多

的实用信息，以便为即将到来

的现场相亲做好准备。此外，

父 母 们 从“ 主 攻 ”变 为“ 助

攻”，既给了孩子空间也给了

自己时间，孩子主动参与，家

长提供参考，做好参谋工作，

毕竟相亲还是年轻人自己的

事情！

父母“主攻”变“助攻”

相亲代报变为举家上阵3
每届千佛山相亲会都有上万人前来寻缘。

报名后可得到千佛山相亲会入场券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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