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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遇 见 不 相 恋

据不完全统计，
在刚刚过去的 2019 年里，
遇见婚恋网总共
新春来临之际，遇见婚恋网红娘集体给大家拜年啦！祝
策划执行了近30场交友活动，
并通过红娘专业的线下牵线匹配， 福大家鼠年吉祥，有爱相随，幸福美满！新的一年，遇见婚恋
帮助超过300对单身男女成功脱单。成功背后不仅有单身青年 网的红娘老师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单身人士竭尽全力，提供优
们不懈的努力，
也凝聚了遇见婚恋网团队红娘老师们的力量。
质服务。

有爱相随 幸福美满
遇见网红娘新春送祝福
李雄英

杀手锏：善于沟通，针对不
同年龄群提供相应婚恋咨询。
名 片 ：国 家 婚 恋 咨 询 师 ，
VIP 整体策划婚恋咨询师。9
年资深婚恋顾问、为单身朋友
用 心 策 划、科 学 指 导 ，成 绩 卓
越。
感悟：相信“赠人玫瑰、手
留余香”，一份托付及信任一定
还您一份美好姻缘！
祝福语：在新的一年里，李老师衷心祝大
家春节快乐，阖家欢乐，万事顺意！在 2020 年早
日脱单，收获美满幸福。
幸福专线：13774680282
微信：pplxy540030441

许方圆

杀手锏：服务细心，擅长为
单身男青年量身定制，满足客
户个性需求。
名片：国家婚恋咨询师，从
事婚恋行业 8 年，针对不同需求
的人提供婚恋咨询。
感悟：幸福从来就是自己
给的，你是用什么态度面对情
感就会收获相应的幸福。
祝福语：佳节喜重喜，春节相伴情人节；祝
福深又深，家人情人都团圆。一声问候两相悦，
喜庆过春节，快乐情人节，鼠年万事如意，新春
人人康安！
幸福专线：
0592-5560310
微信：
yuanzi_365

顾晨云

杀手锏：擅长情感分析，
匹配精准度高。
名片：厦门本地人，从事婚
恋行业 6 年，服务用心细心，擅
长与父母沟通，挖掘客户内心
真实需求，
匹配迅速精准。
感悟：成就一对新人就是
我最大的成就，我热爱这个行
善积德的职业，你给我一份信
任我还你一生幸福。
祝福语：顾老师给大家拜
年了！祝：鼠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愿大家早
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甜甜蜜蜜，不负韶
华！
幸福专线：18149520636
（微信同号）

龙城凤

杀手锏：亲和力强，精准度
高，专业情感指导，
成功率高。
名片：国家婚恋咨询师，从
事婚恋行业 10 年，帮助会员快
速精准筛选匹配，提供专业情
感分析，已帮助无数单身男女
走进婚姻殿堂。
感悟：幸福是需要争取的，
不断地让自己成长，学会去改
变，你会发现幸福真的离你很近哦。
祝福语：龙老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单身男女早点收获幸福！
幸福专线：15985825248
（微信同号）

遇见婚恋网

网站：www.yujian520.cn

郭彩霞

林佳

杀手锏：耐心细致，从业经
验丰富，
深得鹭岛父母信赖。
名片：厦门本地人，国家婚
恋咨询师，从事婚恋行业 12 年，
能够精准把脉不同类型会员的
需求，秉持良好的服务心态+专
业丰富情感经验，永远把会员
的终身大事放在第一位。
感悟：最好的日子，无非是
你在闹，
他在笑，
如此温暖过一生。
祝福语：林老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鼠
年身体健康、
事业飞腾、
爱情甜蜜、
财运旺盛！
幸福专线：
18020740529
（微信同号）

文滨

纪秀丽

杨子

杀手锏：专业的情感分析
指导和心理咨询。
名片：国家婚恋咨询师，从
事婚恋行业九年，擅长情感分
析和心理咨询建设，曾帮助无
数单身人士脱单，热爱情感服
务工作。
感悟：我还是相信，不要轻
言放弃，
缘分终会抵达。
祝福语：杨老师给大家拜年了。新的一年
祝愿大家心想事成，
事事顺心，
爱情甜蜜。
幸福专线：
13959213748
（微信同号）

微信公众号：遇见婚恋网（yjhlw520） 红娘老师专线：13395033520

约会专属地：吕岭路 122 号报业大厦 4 楼咖啡厅

用真心换得良缘

成功故事
郑先生

生同意了约见。随着两人接触的次数越
来越多，陈先生也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两
人共同的话题逐渐增多。在去年年底，两
人开始正式交往。
小编点评：性格活泼或者内向都不是
缺点，表现最真实的自己总会有人欣赏。
别因为你和 TA 在某些方面看似不搭而放
弃进一步沟通了解的机会，有时候大胆往
前走一步，
说不定会收获意外的幸福。

1968 年 身高 174cm 公务员 离异

林女士
1969 年 身高 165cm 幼儿教师 离异
郑先生今年 52 岁，漳州人，离异，有一
个儿子目前已经结婚并独立居住，在岛内
购有房产，业余时间喜欢潜水、快走、爬山
等；林女士今年 51 岁，祖籍山东，来厦工作
生活已快 30 年，离异，有一名女儿跟着对
方生活，在一家幼儿园任教。遇见网红娘
老师安排两人第一次见面后，林女士对形
象好、态度积极的郑先生心生好感，但郑
先生觉得女方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又
担心南北差异，两人生活习惯不同，未能
同意深入接触。之后林女士尝试着接触
了几位男士，都不满意，始终觉得郑先生
最合适自己，遂拜托红娘老师撮合，经过
老师与郑先生多次沟通后，男士同意以普
通朋友身份开始接触。后来，郑先生母亲
生病住院，林女士得知情况后经常去探望
郑先生的母亲，和郑先生一起悉心照料。
这让郑先生感受到了林女士的真心和善
良，相处越久越觉得她是个值得陪伴自己
走过后半生的合适对象，终于走到了一
起，目前俩人已经领证。

陈鹤隆

杀手锏：专业情感指导，服
务用心耐心。
名片：国家婚恋咨询师，从
事婚恋行业 8 年，帮助会员快速
精准筛选匹配，提供专业情感
分析，已帮助无数单身男女走
进婚姻殿堂。
感悟：有勇气的都会是爱
情主角，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后
一步是孤独。
祝福语：郭老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
年新气象！身体健康！万事如意！2020 年勇往
直前，
幸福美满！
幸福专线：
17706005089
微信：
158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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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点评：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走到最
后，真诚很重要，不要因为一些外在的约
束就随意拒绝恋情的展开。给双方一些
相处的机会，随着深入了解，适合与否才
能准确判断。

陈先生
1981 年 身高 178cm 自营公司 未婚

谢小姐
1985 年 身高 164cm 销售 未婚
陈先生和谢小姐是在遇见网举办的

一次交友活动中认识的。活动中，谢小姐
性格开朗大方，陈先生却是内向寡言。活
动结束后，谢小姐主动向红娘询问陈先生
的相关情况，因为她发现陈先生虽然话不
多，但在活动结束后会细心地帮其他人收
拾干净桌子。陈先生却觉得谢小姐太开
朗，自己内向，可能不适合深入交往。红
娘跟陈先生分析女生较开朗热情，善于和
人打交道是优势，且她在生活中是个传统
的闽南女孩，跟陈先生的性格正好能够互
补，建议陈先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陈先

帅哥靓女集中营

张先生

杀手锏：用心细心，擅长与
各年龄段单身青年沟通。
名片：从事婚恋行业 5 年，
服务用心细心，擅长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人提供婚恋咨询。
感悟：幸福从来就是自己
给的，你是用什么态度面对情
感就会收获相应的幸福。
祝福语：文滨老师给大家
拜年了。鼠不过来鼠于你的钱——祝鼠年发
财；鼠不过来鼠于你的福——祝鼠年快乐幸福！
幸福专线：
15960898152
（微信同号）

杀手锏：擅长根据会员需
求匹配，
成就无数婚姻。
名片：国家婚恋咨询师、国
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育婴
师、资深婚恋顾问。多年情感
婚恋工作，经验丰富，对单身会
员耐心细心，善于针对不同类
型精准分析匹配。
感悟：坚定成就天下姻缘
的愿景，
愿您早日收获幸福！
祝福语：新年吉祥！纪老师祝大家：新年快
乐，阖家幸福！鼠年属你最棒！2020 年心想事
成，
有情人终成眷属！
幸福专线：
13950023479
微信：
Memoji

B0 7

父母相亲会
2 月 15 日举行
活动时间：2 月 15 日（星期六）上
午 09：
30
活动地址：吕岭路 122 号报业大
厦 19 楼多功能厅
报名方式：只要您子女的学历在
大专以上，且拥有正当职业，年龄为
22-40 岁的女性和 25-50 岁的男性，
父母们均可报名参加。请提前携带
身份证到厦门日报社 4 楼“遇见婚恋
服务中心”
领取门票，
届时凭票入场。
报名热线：
13395033520

出生日期：
1982 年
身高：
178cm
学历：
本科
工作背景：
国企中层
月收入：
10000+
户口：
厦门（籍贯：
厦门）
房车：
已购房购车
婚姻状况：
短婚未育
家庭背景：
独生子，
父母已退休
兴趣爱好：
健身、
旅游、
电影等
红娘评价：张先生性格成熟稳重、
责任心强、三观正。希望找一位善良顾
家、
温柔大方的女士为伴。

丘小姐

出生日期：
1992 年
身高：
162cm
学历：
本科
工作背景：
私企财务
月收入：
6000+
户口：
厦门（籍贯：
泉州）
家庭背景：
父母经商，
有个哥哥
房车：
厦门已购房购车
兴趣爱好：
看书、
游泳
红娘评价：丘小姐温柔大方、做
事细心、责任心强。希望找一位阳光
大气、
上进顾家的男士为伴。

郑先生
1991 年，身高 174cm，本科学历，未婚，国
企职员，厦门人，独生子，已购房购车。希望
找一位性格温顺、
工作稳定的女士为伴。
林小姐
1989 年，身高 163cm，本科学历，未婚，国
企财务，厦门人 独生女，父亲国企在职，母亲
已退休。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责任心，性格
稳重的男士为伴。
刘先生
1987 年，身高 175cm，本科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厦门人，父母事业单位在职，独生子，
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 1987 年以后，在厦
门稳定发展的女士为伴。
陈小姐
1996 年，身高 164cm，本科学历，未婚，教
师，泉州人，厦门定居，父母在职。希望找一
位工作稳定，
勤奋上进的男士为伴。
彭先生
1991 年，身高 180cm，本科学历，未婚，公
务员，泉州人，厦门户口，有一个哥哥，父亲经
商，母亲退休，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在厦
门发展，性格温柔，孝顺善良，身高 160cm 以
上的女士为伴。
陈小姐
1988 年，身高 160cm，本科学历，未婚，财
务，泉州人，厦门户口，父亲经商，母亲家庭主
妇，非独生女，厦门多套房有车，家庭条件优
越 。 希 望 找 一 位 1983-1988 年 之 间 ，身 高
175cm 以上，
在厦门稳定发展的男士为伴。
郭先生
1983 年，身高 175cm，本科学历，未婚，公
务员，厦门户口，父母已退休，爱好运动、健
身，为人踏实，有责任心。希望找一位性格温
和，
三观一致，
在厦门稳定发展的女士为伴。
曾小姐
1989 年，身高 160cm，硕士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厦门人，独生女，父亲事业单位在职，
母亲已退休。希望找一位有责任心、上进心，
在厦门稳定工作的男士为伴。
林先生
1990 年，身高 182cm，本科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莆田人，厦门定居，独生子，父母经
商，已购房。希望找一位 1990 年以后，温柔善
良，
在厦门稳定工作的女士为伴。
黄小姐
1977 年，身高 160cm，硕士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厦门人，已购房，父母已退休。希望
找一位 1970 年以后，有上进心、责任心，性格
稳重的闽南籍男士为伴。

如果您对以上单身男女
感兴趣欢迎拨打热线

1339503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