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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遇 见 不 相 恋

疫情期间交友平台热度攀升

帅哥靓女集中营

情感专家提醒网上谨慎交友
家者空虚无聊的寂寞心理，趁虚而入，以无
事献殷勤式的关心，一步步攻破受害者的心
理防线，最终实现其骗财骗色的诈骗目标。
所以在网上交友时一定要留些心眼，在与对
方交流沟通时不能轻信对方，特别是两人在
钱财等问题上要尽量避免往来。另外，一定
要选择正规的交友平台，像我们的遇见婚恋
网（www.yujian520.cn）就是由厦门日报推
出的交友平台，从正式推出以来，就一直把
真实和权威放在首位，迄今为止已有 5 万多
名单身青年在此集结，包括了很多公务员、
教师、事业单位员工、国企员工、外企白领、
海归青年等。
”

范少娟

疫情期间，
虽然单身人士
不方便出门相
亲，但互联网却
让年轻人的社
交生活依旧保
持 丰 富 多 样。
根据百度搜索
大数据显示，疫
情期间相关社
交软件的搜索
热度一直处于
上升趋势，很多
网友纷纷下载
交友软件，势必
要在疫情过后
“网 下 奔 现”。
当然，随着线上
交友平台的兴
起和大热，随之
而来的便是各
种交友诈骗手
段的层出不穷，
因此遇见情感
专家特别提醒
单身朋友，网上
交友门槛较低，
但需要随时保
持警惕，以防被
骗。

李先生

出生日期：
1978 年
身高：
171cm
籍贯：
三明（厦门户口）
学历：
本科
婚姻状况：
离异带一女儿
工作背景：
外企经理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
房车：
岛内有房、
有车
家庭背景：
父母退休，
在三明
兴趣爱好：
泡茶、
打羽毛球、
美食等
性格评价：李先生性格随和、身体健
康、生活习惯好，不吸烟不喝酒。希望找
一位知书达理、善良贤惠的福建籍女士
为伴（可接受离异）。

真实、可靠、安全

面对面相亲更让人放心

线上交友平台成新宠
遇见“宅相亲”受欢迎

今年由于疫情爆发，很多人选择宅在家
里，但单身人士的相亲交友需求却没有随之
减少，反而顺势上扬迎来一个交友爆发增长
期。根据网上发布的移动互联网相关专题
报告显示：今年疫情期间，用户对移动互联
网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而婚恋交友在此占据
了不小的比例。这和假期原本就属于催婚
相亲的高峰期有关，也和疫期大部分人时间
比较充裕，不方便出门娱乐有关。在多重原
因的作用下，众多单身男女开始线上相亲，
利用宅家的时间解决个人问题，也就此迎来
了线上相亲平台的大势兴起。
遇见婚恋网作为厦门日报主办的交友
平台，在此期间也推出了线上交友的多重举
措，力助单身青年线上脱单。据介绍，遇见
网从今年 2 月开始，就连续推出了三期“宅相
亲”线上交友会，受到了广大单身人士的欢
迎，有多位读者通过参加“宅相亲”系列交友
活动与网友实现了“线下奔现”。目前，遇见
网与湖里区总工会共同举办的第四期“宅相
亲”交友会也正在火热报名中，每天都有很
多市民通过遇见热线、遇见微信公众号、遇
见官网报名。此外，根据遇见网相关数据统
计，近期，遇见婚恋网官网注册的数量以及

活动预告

宅相亲线上交友会
5 月 8 日举行
暂时不方便参加线下交友活动，让蠢蠢
欲动的单身青年缺少了一些向异性表现自己
的机会。厦门日报遇见婚恋网团队经过精心
策划，携手湖里区总工会于 4 月 13 日正式发
布了第四期“宅相亲”线上交友报名消息。据
了解，活动在发布后的短短两周时间内，就收
到了 200 多个报名信息，报名嘉宾包括了教
师、银行职员、公务员、国企及事业单位员工
等。本周开始，遇见网将对所有的报名信息
进行审核，并将从中筛选出 100 人参与到第
四期的“宅相亲”线上活动中。据主办方介
绍，届时遇见网将成立一个微信交友群，活动
将通过图文自我介绍、语音分享、互动游戏等
一系列方式进行，活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抢红
包等惊喜环节，主办方还将对当晚排名积分
最高的前 5 位嘉宾赠送精美礼品。

征集令

B0 4

报名条件

只要您是大专以上学历，拥有正当职
业，年龄在 22 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
（报
名后需审核）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关注遇见婚恋网微信
（yjhlw520）回复“宅相亲+姓名+性别+年
龄+职业+学历+手机号码+微信号”即可
报名。
2.网站报名：登陆遇见婚恋网（www.
yujian520.cn），
在网站相关活动页报名。
3.热线报名：拨打 13395033520
注意事项：
所有报名信息将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工作人员将以电话的形式逐
一通知活动时间和活动形式，
敬请期待！

遇见网微信公众号的关注量也比疫情前增
加了很多，归结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人们对交
友需求的增大，另一方面也出于人们对厦门
日报党报交友平台的信任。

情感欺诈手段层出不穷
选择交友平台很重要

伴随着交友平台的大热兴起，通过网络
相识、相恋已成为了一些单身人士的选择之
一。当然，因为是从虚拟到现实，这也让一
些不法分子有了可趁之机，疫情期间，利用
线上交友软件诈骗类的新闻可谓是屡见不
鲜。近日，一位女士遇“真爱”跟着“男友”投
资却惨遭人财两空的骗局被曝光，引发一众
网友热议。据悉，这位女士因疫情期间无聊
之时通过网上某交友软件结识了所谓的“投
缘人士”，然后，不断受“男友”鼓励怂恿开始
尝试投资，并逐渐加大筹码，直到最后男友
跑路才惊觉自己被骗，而此时，损失早已无
法追回……事实上，疫情期间像这位女士一
样的诈骗案例并不在少数。据网上相关研
究报告显示，交友诈骗已成为疫情期间高发
的网络诈骗类型之一，同时也以高诈骗金额
位列人均损失之首。遇见婚恋网资深情感
顾问林佳老师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人
足不出户，上网时间大幅增加，网络上结识
陌生人的机会随之增多，诈骗分子瞄准了宅

红娘来支招

因为受疫情影响，很多人在疫情期间选
择在网上平台相亲，而随着疫情有所好转
后，逐渐有一部分人开始转至线下相亲。针
对这一现象，厦门一位社会学教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
“与传统的交友方式相比，线
上交友的门槛较低，毕竟它不像线下相亲一
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他为生活圈子狭
窄、工作繁忙的单身人士增加了一些认识异
性的机会，可以让他们交到更多的异性朋
友，所以如果单身朋友想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如果是想真正安
全、快速地实现脱单，那线下一对一服务的
效果会更加理想，因为有了专业红娘的参与
和帮助，可以让单身朋友在择偶方面少走很
多弯路。”在厦门某国企上班的许小姐也对
记者表示：
“我上个月报名了线上交友活动，
虽然活动的气氛很活跃，也交到了几个异性
朋友，但是因为对对方的认识有限，工作人
员也无法像线下服务一样帮助我们一对一
牵线，所以在微信和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后
就都没有了下文，最近觉得疫情情况好转了
很多，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就赶紧过来了解
一下线下一对一服务，我和家人还是对线下
服务更为放心。”国家婚恋心理咨询师李老
师则表示：
“ 一对一相亲是众多相亲模式中
最为高效的一种，双方见面前已了解对方的
具体条件和情况，这种相亲形式为两人安全
交友形成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且与线上交
友方式相比，一对一服务时，情感老师的介
绍会更为专业、准确。情感老师会根据个人
的择偶要求进行筛选，在双方都互相有一定
了解的情况下安排约会。在两人的交往过
程中，情感老师还会跟进双方恋爱的进程，
了解相互间的好感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
处模式，给出专业建议，促进两人顺利发展，
步入正轨。
”

初次约会的几大雷区

疫情有所好转后，有很多原先只在
微信等聊天平台上交流的相亲对象开始
转入线下。与网上聊天不同，两人在第
一次见面时，从仪容到谈吐都会给对方
留下较深的印象。因此，遇见网情感专
家郭老师根据以往的经验，整理出了四
大约会禁忌，希望能给即将见面的单身
朋友一些提醒。
1.“不是吧，初次见面就迟到，我苦
苦等了半个多小时”
林小姐初次约会后，在接受红娘老
师的回访时抱怨道，自己等了对方很久，
没想到对方却说是因为起晚了。林小姐
认为对方对于本次的约会并不重视，于
是便不再考虑交往。郭老师在此提醒大
家，守时不仅仅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也
是你对对方、对相亲这件事情的态度，如
果你迟到时间太久，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就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2.“他的衬衫上有一大块油渍，对面
的我早已没有食欲”
周女士笑着向红娘老师说，对方入
座的时候我就发现油渍了，如果是在吃
饭期间不小心蹭上的，还情有可原，但是
毕竟是第一次约会，他在出门之前就没
有好好注意一下吗，周女士认为对方对
这次约会并不上心，于是回绝了对方。
红娘老师强调，不仅是约会相亲，在面试
约见客户、家里接待客人时，我们都要注
意自己的仪容仪表，整洁的仪表是对别
人最大的尊重。
3.“吃饭两分钟，
通话两小时”
刘先生在初次约会结束后，向红娘
老师抱怨，不知道是因为对方不喜欢自
己，还是因为对方工作真的很忙，见面的
时候她一直在接电话发微信，但这毕竟

郭小姐

出生日期：
1985 年
身高：
160cm
学历：
大专
工作背景：
设计师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
户口：
厦门户口（籍贯南平）
家庭背景：
父母退休在厦
兴趣爱好：
瑜伽、
画画、
电影等
性格评价：郭小姐性格随和、开朗大
方、多才多艺、厨艺好。希望找一位三观
正、
身体健康、
为人正直的男士为伴。

陈先生
1983 年，身高 177cm，本科学历，外企管
理，厦门户口，独生子，父母已退休，已购房购
车。希望找一位性格温顺、工作稳定的女士
为伴。
陈小姐
1993 年，身高 167cm，本科学历，事业单
位，厦门本地人，独生女，父母已退休，厦门多
套房。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和责任心、大气
稳重的男士为伴。
林先生
1981 年，身高 178cm，本科学历，事业单
位，厦门户口，父母已退休，已购房购车。希
望找一位温柔聪慧、
善良孝顺的女士为伴。
张小姐
1992 年，身高 160cm，本科学历，事业单
位，厦门本地人，独生女，父母事业单位退
休。希望找一位阳光帅气、性格随和的男士
为伴。
方先生
1985 年，身高 176cm，硕士学历，工程师，
父母已退休，厦门已购房。希望找一位性格
温顺、工作稳定、本科以上学历、在厦门发展
的女士为伴。
曾小姐
1992 年，身高 158cm，本科学历，机关单
位，厦门本地人，独生女，父母已退休。希望
找一位稳重大方、三观正、脾气好的闽南地区
男士为伴。
刘先生
1990 年，身高 171cm，本科学历，国企工
作，厦门户口，父母已退休。希望找一位善良
贤惠、
孝顺有爱、
在厦门发展的女士为伴。

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刘先生不明白为什
么对方不能暂且放一放，可见对方并没
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郭老师认为工作
是人们离不开的生活内容，但是恋爱也
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
学会平衡，而不是只顾手头事务，不管身
边人的感受。
4.“全程我就静静听他滔滔不绝，我
感觉挺不舒服的”
在红娘老师向小静回访第一次约会
时的感受时，小静给了红娘老师一个尴
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并告诉老师对方
全程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经
历、看待事物的观点，完全不给自己说话
的余地，初次约会在对方长篇大论中尴
尬结束。红娘老师表示两人在沟通时，
要多留意对方的感受，两人要好好地交
流和沟通，且要多留心和聆听对方的情
况，爱好或对事物的看法等，并从中加以
发问来加深对她的认识和了解，切勿第

一次约会便闷坏了她，那便可能再没下
一次的约会了。

郭老师
从事婚
恋行业 4 年，
服务用心细
心 ，擅 长 为
不同年龄段
的人提供婚
恋咨询。幸
福从来就是
自己给的，
你用什么态
度面对情感
就会收获相
应的幸福。

洪小姐
1991 年，身高 160cm，硕士学历，厦门户
口，独生女，与父母同住。希望找一位学识渊
博、
幽默风趣的闽南地区男士为伴。
林先生
1985 年，身高 177cm，本科学历，企业高
管，厦门本地人，独生子，已购房购车。希望
找一位温柔体贴、善良贤惠、工作稳定的福建
籍女士为伴。
顾小姐
1992 年，身高 165cm，硕士学历，设计师，
厦门本地人，独生女，父母已退休。希望找一
位年龄相仿，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稳重大气的
男士为伴。

遇见幸福专线：

15960898152

如果您对以上单身男女
感兴趣欢迎拨打热线

1339503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