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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靓女集中营

95 后加入“相亲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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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隆
当第一批“90 后”已步入晚婚年龄，许
多“95 后”单身男女如雨后春笋，悄然地拔
出了尖儿。根据最新的单身人群调查报告
显示，我国目前单身人口达到了 2.4 亿。从
年龄来看，38%的单身男女首次相亲年龄
不足 23 岁，四成“95 后”已有了相亲经历。
从遇见婚恋网近两年的注册信息也可发
现，
“95 后”单身青年逐渐在相亲市场中活
跃起来，在 10 月份结束的厦门日报第二十
届读者节相亲会中，最年轻的相亲者出生
于 1997 年。
“越来越多‘95 后’涌入了相亲大军。
这类人群在相亲市场上有着自己比较明显
的特征，在相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属于
他们特有的困难。”遇见网情感顾问文滨老
师说道。

李先生

出生日期：
1991 年
身高：
175cm
户口：
厦门（籍贯：
厦门）
学历：
本科
婚姻状况：
未婚
工作背景：
国企
月收入：
15000+
房车：
岛内已购房购车
家庭背景：父亲国企在职，母亲已
退休，
购有多套住房，
家庭优越，
独生子
兴趣爱好：
看书、
运动、
旅游
性格评价：李先生阳光帅气，有品
位，没有不良嗜好。希望找一位知书达
理、
善良贤惠的女士为伴。

择偶条件
更看重“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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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的钱先生祖籍山东，来厦读书后
成功落户。当谈及对相亲对象的要求时，
钱先生表示对家庭情况、收入水平不是非
常在意，但希望双方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最好是北方人，
“ 一是生活习惯上比较接
近，二是回家过年比较好协调”。无独有
偶，96 年的赵小姐也有这样的想法，来自江
西的她并没要求对方非在厦购房不可，
“都
是年轻人，可以一起打拼，最重要是人品
好，有上进心。
”
文滨老师在回访了上百位“95 后”单身
青年的择偶标准后谈道：
“刚刚进入相亲市
场的 95 后，物质要求并不凸显，软性要求却
不少。软件要求包括对方的外在条件、性
格、三观、人品修养等，他们普遍认为物质
方面不确定性太多，未来发展不稳定，但软
性条件一般很难改变，良好的软件能让彼
此的爱情和婚姻变得更稳定。”
在本次择偶观的调查中，30%以上的
受访者对相亲对象的外表提出了要求。
“我
是健身教练，所以我喜欢身材匀称一点的
女孩儿。”
“我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希望自
己的男朋友是个阳光开朗的男生。”虽然提
出的外在要求各不相同，但红娘老师发现

红娘来支招

相亲后六步
助你牵手成功

陈小姐
他们基本都会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或者希
望找到条件相当，或者找个可以跟自己互
补的。50%的受访者把内在条件作为选择
伴侣的首要条件。认为外表并不是关键，
性格温和好相处，三观一致，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才是维持感情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选
择收入职业，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地位这三
项加起来的比例仅占受访者的 15%。

在客观的自我分析和认知的基础之上，并
明确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应具备的能力和责
任，适时调整自己的婚恋观，才能迎来自己
满意的婚恋。
”

对爱情抱有幻想
期望过高

家住龙岩的王先生在厦门攻读研究
生，95 年出生的他一门心思放在学业上，社
交时间少，迟迟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作
为独生子，他的婚恋问题成为逢年过节亲
友关心的焦点，父母也不止一次催促他，对
于家人的关心，他表示不耐烦，
“ 我还只是
个学生，
恋爱结婚有必要一直催吗？”
“95 后年轻人普遍会有更多的条件去
坚持自己的个性，对于父母的安排和催促
往往很难理解。其实他们是不理解长辈的
用心。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能陪伴
在孩子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希望未
来 有 人 能 陪 伴 在 孩 子 身 边 ，自 己 也 能 安
心。年轻人要更多地去学着理解父母的想
法。父母逼着你去相亲，主要是觉得你没
有往这方面努力，你何不把自己的人生计
划告诉他们呢？譬如：30 岁前是拼搏、拼事
业阶段，然后也在结识异性朋友，让父母知
道你在努力，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逼迫了。”
文滨老师分析道。
而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排斥的或许
并非是相亲本身，他们只是不喜欢被父母
安排的感觉。如果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朋
友介绍，或者父母虽然安排了，但提前将联
系方式给对方，让对方自己主动接近，给子
女更多的空间和选择权，这样年轻人会更
容易接受些。

虽然 95 后对择偶对方的硬性条件要求
没有那么严苛，但刚步入社会不久的他们
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幻想，相信灰姑娘式的
浪漫，美人鱼式的凄美，或是白雪公主式的
完美幸福。
恋爱时，因为有激情的存在，甜言蜜语
的包装，对婚后的生活就有了很高的期望，
许多 95 后年轻人习惯性地将幻想中美好的
爱情与现实的爱情相比较，公主与王子的
故事演变成了婚姻生活中“高标准”、
“严要
求”的化身，这是他们自己给爱情人为附加
的一种外包装，当这种美好的幻想和人为
的外包装一旦被婚姻生活的琐碎所取代，
随着婚后需求的无法满足，失望与绝望的
情绪就会像“黑云压城”一般伴随着受骗的
感觉一同袭向他们。
对此，文滨老师提醒道：
“ 年轻人因为
生活经验较少，比较容易从偶像剧、童话等
文艺作品中去理解爱情观和婚姻观，这样
就容易对婚姻有过高的期待，而做出不全
面的准备。真实的婚姻中，要学会将幻想
与现实相结合，保持理性的态度看待爱情，
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面对爱情，唯有建立

过于排斥父母
坚持自己想法

成功故事

菁英青年寻缘大嶝

如果相亲之后彼此感觉还不错，可以试着多
交流一下，多给对方机会，也是在给自己机会，有
的人属于慢热型，需要时间长了才能摩擦出爱情
的火花。

二、约会对方

如果打电话感觉到不好意思，约会也觉得会
有些许陌生和尴尬，不妨通过微信多交流，沟通
到合适的时机后，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四、送小礼物
彼此如果熟悉了，也可以送对方些小礼物，
比如玩偶或者鲜花。但是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鲜花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不同含义，多用心做做功
课。

五、大胆表白
如果你真的确定你喜欢他/她，想和她共度今
生，你可以大胆表白，大声说出你的爱，不管他/她
的反应如何，至少你给了自己一次机会，以后不
会为自己的懦弱而后悔。

六、真心相待
不管结局如何，用你的真心真情来对待对
方，不要对感情不恭，更不要朝三暮四，相信你最
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甜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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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幸福专线：
收获相应的幸福。
15960898152

吴小姐
1983 年，身高 161cm，本科学历，未婚，自
营企业，厦门人，父母已退休。希望找一位帅
气阳光，踏实勤奋，有责任心，性格稳重的福
建籍男士为伴。
卢先生
1991 年，身高 176cm，大专学历，未婚，公
务员，漳州人，厦门户口，已购房购车。希望
找一位性格开朗，
三观一致的女士为伴。
郑小姐
1985 年，身高 168cm，本科学历，未婚，莆
田人，厦门户口，非独生子女，父母在老家。
希望找一位三观正，孝顺父母，无不良嗜好的
男士为伴。
王先生
1986 年，身高 177cm，本科学历，未婚，国
企职员，在厦门定居，独生子，已购房。希望
找一位性格温顺、
工作稳定的女士为伴。

陈先生
1986 年，身高 176cm，博士学历，未婚，公
务员，在厦门定居，父母国企在职。希望找一
位性格温顺、大方得体，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女
士为伴。

一、电话联系

三、微信沟通

袁先生
1989 年，身高 170cm，大专学历，未婚，私
企职员，漳州人，老家已购房。希望找一位漂
亮贤惠，性格温柔，工作稳定的闽南籍女士为
伴。

李小姐
1992 年，身高 160cm，硕士学历，未婚，国
企财务，厦门人，独生女，父母国企在职。希
望找一位有上进心、责任心，性格稳重的男士
为伴。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
没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年轻异性，所以相亲成了
大家认识另外一半的有效途径之一。那么，相亲
后如何进一步发展？本期文滨老师来为你们答
疑解惑。

单纯通过电话交流，或许你获取的信息会不
够全面可靠，这时候你不妨试着多制造和对方见
面的机会。如果对方不拒绝你，你们可以适当去
增加约会的次数，增加了解。

出生日期：
1994 年
身高：
160cm
学历：
研究生
工作背景：
金融
月收入：
10000+
户口：
厦门（籍贯：
泉州）
家庭背景：父亲公务员，母亲经商，
有一个弟弟，
厦门已购房
兴趣爱好：
音乐，
看书，
歌剧
性格评价：陈小姐是位外形靓丽，
阳光开朗，端庄有才气的女生。希望找
一位三观一致、身体健康、为人正直的
男士为伴。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
气氛热烈。
气氛热烈
。
上周六上午，四十名单身男女相聚位
于翔安大嶝岛的厢语·厢宿。活动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91 年的陈先生和 95 年的王小
姐深情演唱的《小酒窝》更是将本次活动的
气氛推向高潮，在这海边渔村红砖古厝的
闽南风情中不少人都邂逅了自己心仪的嘉
宾。嘉宾张先生开心地告诉记者:“ 现场跟
一位女嘉宾分到一组，共同完成游戏任务，
感觉很合拍，活动结束后加了对方的微信，
还约了下周一起去爬山，感谢主办方给了
那么好的机会”
。
据了解，本次由厦门日报遇见网携手
厢语民宿共同打造的户外单身交友派对，
报名开始短短的十天时间里，就吸引了来
自厦门国企、学校、银行等单位优秀的单身
人士报名参加。根据资料显示，参与者多
为本科学历，更是有不少硕士、博士等高学
历单身青年报名加入。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得到了嘉宾们
极高的赞誉。来自厦门一家
外贸公司的李小姐告诉
记 者:“ 我 是 第 一 次 参
加这样的活动，今天
的氛围特别好，这种
边玩边交友的形式
让大家很快地融
入，我不仅遇到了喜
欢的男生，互留了微
信，而且还认识了很多
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

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举办，为我们多创造
机会。”
活动现场不少男生主动向女生表白，
嘉宾们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据悉，在活动
尾声举办的“橙了成了”环节中，现场有四
位女嘉宾收到了男嘉宾送出的“甜橙”，牵
手成功，
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美礼物。

链接
厢语·厢宿精品民宿，位于翔安区大
嶝岛金门县政府旧址群，由象屿集团与
翔发集团共同打造，择址田乾百年红砖
古厝，由中国美院知名设计师黄志勇主
创，传承闽南传统文化，以“回到古厝，望
见旧时光”理念，用现代符号与过去对
话，打开古厝为我们珍藏的时间记忆。
不仅可以感受到红砖古厝的百年韵味和
地道的闽南风味，还可以来一场海岛谍
战、
真人 CS、
海岛寻宝、
密室逃脱、
小嶝讨
海，定制化的体验项目，三五好友相约一
起度过海岛时光或者企业团建好去处。
厢语以促进乡村振兴为理念，深
挖闽南文化，邀请国内知名设计师设
计，以闽南红砖古厝为载体，以回忆
不回去为设计理念，致力于打造集
“休闲产业+文旅+居住”于一体的乡
村休闲旅游目的地，带动当地就业，培
育翔安区发展新动能，促进翔安区乡村
旅游经济的发展。

林小姐
1991 年，身高 160cm，本科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厦门人，父母事业单位在职。希望找
一位努力上进，
长期在厦门发展的男士为伴。
曾先生
1993 年，身高 170cm，本科学历，未婚，外
贸，父亲经商，母亲已退休，已购房购车。希
望找一位外形靓丽，
年龄相当的女士为伴。
刘小姐
1989 年，身高 163cm，硕士学历，未婚，公
务员，泉州人，在厦门定居，有个哥哥，父母已
退休。希望找一位身高 175cm 以上，素质高，
有上进心、
责任心的男士为伴。
方先生
1992 年，身高 172cm，硕士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泉州人，厦门户口，父亲公务员，母亲
已退休，独生子，准备购房。希望找一位身材
匀称，性格温柔，在厦门稳定工作的女士为
伴。
吴小姐
1989 年，身高 160cm，硕士学历，未婚，事
业单位，漳州人，厦门户口，父母事业单位退
休，独生女。希望找一位踏实稳重，有孝心的
男士为伴。

如果您对以上单身男女
感兴趣欢迎拨打热线

1339503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