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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靓女集中营

爱在鹭岛 情定金秋

杨先生

读者节相亲会开始报名

小贴士

范少娟

金秋时节、
丹桂飘香，厦门
市民期待已久
的读者节相亲
会马上又要与
鹭岛市民们见
面了。据了解，
厦门日报遇见
网每年在此期
间都将举办大
型交友相亲会，
且每次活动都
吸引了大量的
市民前来参加，
是鹭岛单身青
年及其家长最
为关心的活动
之一。据了解，
今年的读者节
相亲会跟往年
一样，还没启动
报名就已经有
许多的家长和
帅哥靓女迫不
及待打来电话
咨询。

父母相亲会
报名须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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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名时请提供姓名、性
别、联系电话、职业、学历、年龄
等基本资料，并确保所有的资
料真实准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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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交友联谊会
报名须知

资料图
引了众多父母参加，在场父母对活动都赞不绝
口。家住湖里的刘叔叔早在国庆前就来电咨
询，要求提前报名父母相亲会。
“去年我和邻居
咨询电话络绎不绝
一起报名读者节父母相亲会，邻居在现场认识
记者了解到，作为每年都备受瞩目的交友
了一位家长，经过遇见网红娘的牵线后，他们
相亲活动，今年的读者节相亲会依旧是全天举
很快就安排了孩子见面，现在两个孩子相处的
办。在区域设置上，相亲会保留了往年备受市
挺好的。而我虽然比较遗憾，去年没有为儿子
民喜爱的会员资料区，所有入场来宾都可以在
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我觉得日报办的活动很可
资料区免费查阅男女嘉宾的资料,但上午场和
靠，
所以打算今年继续寻找。
”
下午场针对的人群有所不同。上午场是专为
据主办方介绍，
在父母相亲会上父母们不仅
鹭岛父母量身定制的父母相亲会，单身青年的
可以到舞台上亮出自己子女的资料，
为子女公开
父母可以到相亲会现场来为自己的子女征婚； 征婚，
也可在专属区域内和其他单身青年的父母
而下午场的活动则是为鹭岛单身青年量身定
自由交流沟通，
为子女觅得良缘。为了确保活动
制的趣味交友联谊会，现场一系列丰富好玩的
的质量，
所有资料公布参与者还将经过筛选。
趣味交友活动将快速拉近单身青年之间的距
离，让他们轻松邂逅真爱。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活动报名还未正式
互动频频 精彩多多
启动，就有不少忠实读者打来电话咨询。
“今年
还要举办读者节相亲会吗？”
“什么时候能开始
为了给单身青年打造一场浪漫温馨的交
报名啊？”他们当中有为儿女婚事操心的家长， 友活动，主办方在活动环节的设置上可谓是煞
也有来寻觅“另一半”的单身青年，都希望能借
费苦心，力图将这场寻爱之旅做到尽善尽美。
读者节相亲会这个
“金牌红娘”
觅得良缘。
当天的活动现场，一系列别具匠心的互动环节
将迅速拉近现场单身男女之间的距离，包括电
动马达、月老牵线、牵得美人归、摸摸你的头、
粘什么、情歌对对碰、穿衣接力、纸杯传情等趣
金牌打造 真实可靠
味游戏。而参与活动的单身青年还有机会获
据了解，父母相亲会是遇见婚恋网主打的
得丰厚的奖品。另外，来自遇见婚恋网的资深
金牌活动之一，一直深受鹭岛单身青年家长的
情感顾问们也将坐镇现场，为单身男女解读情
喜爱。每一年读者节相亲会的父母专场都吸
感方面的困扰并进行牵线搭桥。

1、年龄为 22—40 岁之间的
靠谱单身男女。
2、报名时需提供姓名、性
别、联系电话、职业、学历、年龄
等基本资料，并确保所有的资
料真实准确。
3、报 名 成 功 并 符 合 要 求
后，主办方会统一通知，请接到
活动通知的单身男女到活动现
场领取门票。

活动备受期待

报名详情

趣味交友联谊会

父母相亲会

资料图

红娘来支招

如何判断对方
是否和自己三观相合？
男女之间恋爱、
交往，
彼此之间的感情都要保持三
观相合，
这样两人在一起时，
才会有更多的话题，
彼此
才会开心。那么，
怎样判断两个人的三观是否相合呢？
1、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女方特别吵闹，男方
特别喜欢安静，两个人在一起，难免会有磕磕碰
碰，时间久了矛盾就会加深。
2、彼此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当男女双方都想
要赚取更多的钱，都想要让自己的层次变得更高，
彼此才会更加努力，两个人的思想一致了，才能共
同致富。倘若一方只知道好吃懒做，另外一方不
停奋斗，时间久了心里就会不平衡。
3、双方都能聊得来，能够共同交流。当男女
之间聊天没有一点障碍，彼此都能读懂对方的心，
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毫无压力。
4、家庭背景一样，门当户对。男女双方的家
庭背景如果相差太大，两人的成长环境和生活习
惯就难免会有很大的不同，时间久了，两人的心情
都容易变得压抑，两人间的矛盾就会变大。
5、教育背景一样。男女双方有相似的教育背
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比较顺畅。
6、双方的交际圈。如果男女双方都顾家，都
是宅男宅女，两人在一起还是挺合适的。当男方
很向往外界的世界，女方只喜欢呆在家里享受家
里的时光，这样彼此之间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就
会不同，双方的思想也会不同。
7、一致的消费观念。女方不喜欢乱花钱，男
方则大手大脚，两个人之间就容易因为钱闹矛盾，
时间久了感情也会慢慢变淡。

遇见幸福专线：
18020740529
4008199520

林 佳 厦 门 人 ，1976
年，从事婚恋行业 12 年左
右，
国家婚恋咨询师，
能够
精准速配不同类型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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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成就天下更
多男女好姻缘。

活动回顾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10 月 22 日，每
天 8:00－21:30
报名方式:
1、企事业单位团体报名
电话:15859256773
2、个 人 报 名 热 线:
13395033520
3、微 信 报 名: 关 注 遇 见
婚恋网微信（yjhlw520）回复
“读者节相亲会+姓名+性
别+联系方式+职业+学历+
年龄”
即可报名。
4、网 站 报 名: 登 陆 遇 见
婚恋网（www.yujian520.cn），
在网站相关活动页报名。

企事业单位线上交友会
成功举行

由厦门日报遇见婚恋网和湖里
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企事业单位线
上交友会于 10 月 10 日成功举行，共
有近百位单身青年参与了本次活
动，这已是遇见婚恋网在今年成功推
出的第七场“宅相亲”系列线上交友
会。根据嘉宾资料显示，本场企事业
单位线上交友会活动吸引了来自医
院、学校、国企、外企、银行、IT 等各行
各业优秀的单身人士参与，嘉宾中除
了大部分都为本科以上学历外，更是
有不少硕士等高学历单身青年参与
其中。活动结束后，有超过一半的单
身青年在红娘老师的帮助下成功与
异性交换了微信，并准备在近期相约
见面。
在厦门某培训机构上班的陈小
姐是一位音乐老师，因为平常的生活
圈子比较小、工作也比较忙，所以一
直单身。国庆假期前，陈小姐从同事
那得知厦门日报遇见婚恋网将要举
办企事业单位线上交友会的消息，就
赶紧和几位同事一起来报名了。
“我
们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和小朋友呆在
一起，工作之余一般都是宅在家里追
剧或是追综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线
上交友会，我在当晚的活动中和在厦
门一家央企上班的林先生成功交换
了微信，林先生学识渊博、幽默风趣，
并且和我的兴趣相近，是我喜欢的类
型，我们聊得挺开心的，希望可以和
他有进一步的发展。”陈小姐一脸期
待地说。在某国企上班的张先生则
兴奋地告诉记者：
“ 我在这场线上交
友会上看了所有嘉宾的资料后，对从
事行政工作的李小姐很有兴趣，活动
结束后就马上加了她微信，因为想对

出生日期：
1981 年
身高：
176cm
籍贯：
厦门
学历：
本科
工作背景：
事业单位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
房车：
已购房购车
家庭背景：
独生子，
父母已退休
兴趣爱好：运动、电影、美食、阅读、旅
游、
音乐等
性格评价：杨先生有涵养、爱学习、积
极乐观。希望找一位知书达理、善良贤惠
的女士为伴。

陈女士

出生日期：
1960 年
身高：
160cm
籍贯：
厦门
学历：
本科
婚姻状况：
丧偶，
有一女儿已成家
工作背景：
事业单位退休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
家庭背景：
岛内有房
兴趣爱好：
运动、
音乐、
舞蹈等
性格评价：陈女士性格乐观、喜欢运
动。希望找一位成熟稳重、有责任心、和自
己三观相近的男士为伴。

杨先生
1989 年，身高 178cm，本科学历，未婚，国
企，独生子，岛内有房。希望找一位贤惠、气质
好、
本科以上学历、
工作稳定的女士为伴。
陈小姐
1990 年，身高 165cm，本科学历，未婚，金
融行业，厦门户口，独生女，父母企业职工。希
望找一位工作稳定、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稳重
大气的男士为伴。
刘先生
1981 年，身高 180cm，本科学历，自己开公
司，厦门人，独生子，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
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工作稳定的闽南籍女士
为伴。
李小姐
1992 年 ，身 高 160cm，本 科 学 历 ，公 司 财
务，厦门本地人，父母已退休。希望找一位三
观正、
人品好的福建地区男士为伴。
林先生
1983 年，身高 180cm，硕士学历，国企，厦
门人，独生子，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
温顺、
工作稳定的福建籍女士为伴。
吴小姐
1995 年，身高 160cm，大专学历，职员，厦
门本地人，已购房。希望找一位大气阳光、上
进心强、
成熟稳重的男士为伴。
郑先生
1981 年 ，身 高 178cm，本 科 学 历 ，公 司 管
理，独生子，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温
顺、
工作稳定、
传统顾家的女士为伴。
林小姐
1988 年，身高 163cm，本科学历，国企，厦
门人，独生女，父亲国企在职，母亲已退休。希
望找一位有上进心和责任心、本科以上学历的
男士为伴。

她有进一步的认识，就去看了她的微
信朋友圈，意外地发现她在朋友圈发
的图片很像我工作的地方，我就试探
地问了她，没想到她果然是和我在同
一栋楼上班，我觉得我和她挺有缘分
的，这两天我们也交流地很顺畅，我
正准备找个时间约她一起吃饭或是
看看电影。
”
据主办方介绍，遇见婚恋网今年
以来已经成功举行了七期宅相亲系列
线上交友会，
每场活动都极其火爆，
有
多名嘉宾在
“宅相亲”
系列活动中都找
到了心仪的对象，并已与对方线下见
面。和前六场宅相亲系列活动有所不
同的是，本场线上交友会的参与对象
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单身员工，
活动结束后，有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负
责人对活动效果表示满意，并希望可
以继续合办联谊交友活动。
据了解，厦门日报遇见婚恋网从
2014 年成立以来，先后与厦门市直
机关团工委、来厦员工联谊会、湖里
区总工会、思明区团委、湖里区团委、

厦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厦门象屿发
展有限公司、中建钢构、中建三局、中
铁三局、厦门万科、厦门建发汽车、厦
门移动、美图公司、厦门船舶重工、海
洋三所、厦门航空、海沧医院等上百
家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了数十场企
事业单位交友活动，并促成了 400 多
对单身员工成功脱单。
“ 我们可以为
企业提供包括交友活动策划执行、活
动场地、企业邀约、优秀人员推荐等
一条龙交友服务。接下去，我们还将
与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合作，为不同的
单位量身打造不一样的联谊活动。
活动的形式也将丰富多样，包括主题
交友派对、交友舞会、8 分钟约会、趣
味联谊运动会、旅游交友会、品鉴沙
龙等等。此外，我们还将对企业进行
精细筛选，让男生多的企业和女生多
的企业进行联谊，并保证每场活动的
男女比例协调。如果企事业单位需
要 得 到 我 们 的 协 助 ，可 以 拨 打
15859256773 报名。”遇见婚恋网负
责人介绍到。

陈先生
1985 年，身高 180cm，未婚，大专学历，国
企，厦门本地人，父母已退休，独生子，已购房
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温顺、工作稳定的福建
籍女士为伴。
方小姐
1994 年，身高 168cm，本科学历，公务员，
厦门已购房购车，父亲退休，母亲在职。希望
找一位有涵养、气质好、没有不良生活嗜好的
男士为伴。
庄先生
1989 年，身高 172cm，本科学历，公务员，厦
门本地人，
短婚无孩，
父母已退休。希望找一位
热爱生活、
善解人意、
孝顺父母的女士为伴。
刘小姐
1992 年，身高 160cm，本科学历，漳州人在
厦门定居，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找一位成熟稳
重、
有上进心的男士为伴。

如果您对以上单身男女
感兴趣欢迎拨打热线

1339503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