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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相亲旺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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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助攻需掌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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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为主 切忌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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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条件和精神基础并重
从遇见网举办的历次“父母相亲会”的情
况中不难发现，男方家长选择儿媳妇，更看重
女方是否有稳定的工作，比如身份为教师、公
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而女方家长则
对男士的家庭、经济、房车等情况比较在意，

红娘来支招

认为这是自家女儿未来生活的保障，在此基
础上，才能走进婚姻的大门。这也正是父母
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门当户对”。许老师表
示:“ 父母作为婚姻的过来人，他们往往把出
身、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品作为相亲的重要条
件；年轻人则通常会把‘眼缘’
、
‘感觉’
、
‘三观
是否一致’
等放在首要位置。
”
92 年的郭小姐从小在厦门长大，大学毕
业后去了上海工作，个人条件优秀的她因为
工作圈子较小，迟迟无法脱单。去年过年回
来后，父母迫不及待地从“台后”走到“台前”，
开始张罗为她安排相亲。在为其择偶的过程
中，男方条件稍差些都被郭小姐父母拒之门
外，郭妈妈直言：
“ 男方条件最起码也不能比
我们家差。”
结果短短 7 天假期，相亲对象见了
8 个，
最后只得到女生一句
“没感觉”
。
郭妈妈来到遇见网寻求许老师帮忙，许
老师给出意见：
“ 作为孩子的父母，给孩子找
对象要注意方式，应尽量做到关心不“越权”，
努力降低自身心理期待。父母与子女属于两
代人，两代人择偶观念会有很大不同，家长在
帮孩子寻找意中人前，一定要和孩子进行充
分沟通，尊重他们的意愿或选择，不要认为自
己 觉 得 各 方 面 条 件 合 适 的 ，就 一 定 合 适 孩
子。恋爱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角度，除了相
貌、学历、工作、家境的条件之外，还有内在的
心理需求等，包括性格因素、谈吐，甚至合不
合眼缘，都是个人的综合感受。所以，给孩子
提供结识异性朋友的机会后，对这件事不要

期待过高，更不要过度追问孩子相处结果如
何，不给孩子压力，反而有利于感情的发酵。
同时，家长们要尽量鼓励孩子多参加社交活
动，
不要仅从照片或微信聊天来找感觉。
”

子女与父母应相互理解
来自泉州的林小姐迟迟未能寻得真爱，
虽然她理想的婚姻是两人通过自由恋爱后再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但是面对父母安排的相
亲，她也不排斥:“ 就当作多一个认识异性朋
友的方式，父母把过关的，基本还是有保证。
毕竟父母走的路比自己多，看人眼光比自己
准，而且他们有情感和婚姻的经验，会比自己
更懂得爱与包容，我相信他们给的意见会更
有针对性。
”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单身青年愿意让父
母成为自己婚恋路上的顾问团，最终走进了
幸福的婚姻。从遇见网正式成立至今，有上
千对单身青年在红娘老师的帮助下成功脱
单，步入婚姻殿堂，其中，有超过四成的子女
是在父母帮忙后与对方建立了婚恋关系。许
老师说：
“ 子女应该要多理解父母的良苦用
心，父母作为过来人，他们的很多意见值得参
考和借鉴。同样，父母也要懂得尊重孩子，不
要以爱的名义去约束孩子，要以孩子的喜欢
为标准，可以提出自己建议和看法，最终让孩
子做出选择。一家人好好商量，相互配合，离
脱单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

成功故事

男士相亲加分小技巧
“爱在细节，败在细节”
。很多男士在面对相亲对
象时，不知道怎么跟女方接触，
“特不见外”地询问女
生的各种情况，常常会碰到很尴尬的情况，甚至碰触
到女方的雷区。在相亲的过程中男士哪些表现才能
给自己加分呢？

把握机会才能收获姻缘

注意第一印象

女生喜欢被人称赞。在相亲的过程中适当的赞
扬会让对方心情舒畅，增加好感度。赞扬也讲究技
巧，不能夸张的赞扬对方本没有的优点，应当选择对
方自身比较满意的地方称赞。

注重细节
女生基本上都是比较感性的，会去注重男生的细
节问题，首次见面的一些小细节格外的重要，例如：
刮
下胡须、修剪指甲、不翘二郎腿、逛街靠马路边走、进
商店为女生开门等等，这些细节都会增加男生在女生
心中的印象分。

表达自己合理的择偶条件
择偶条件常常会在相亲时被提及。择偶条件需
要双方直接进行交流沟通。表达自己的择偶条件一
定要注意合理性，不要提出夸张的条件，也不要在表
达时显得自大轻浮或是自卑。
情感顾问 许老师
从事婚恋行业多年，国家婚恋
咨询师，服务用心细心，擅长挖掘
客户内心真实需求解决目前遇到
的各类情感问题，
匹配迅速精准。
遇见幸福专线：

18606009958
4008199520

房
兴趣爱好：
旅游，
运动，
音乐
性格评价：朱小姐有礼貌有素养，
知性大方，生活勤俭持家。希望找一位
成熟稳重，有事业心、责任心，有担当的
男士为伴。

骆先生
1989 年，身高 175cm，硕士学历，未婚，
银行职员，在厦定居，父母已退休，已购房
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开朗大方，本科以
上学历，
工作稳定的女士为伴。
朱小姐
1990 年，身高 160cm，本科学历，未婚，
编内老师，厦门人，父母已退休，独生女。
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责任心，性格稳重，
在厦门工作发展的男士为伴。
王先生
1985 年，身高 183cm，本科学历，未婚，
家族企业，厦门人，独生子，已购房购车。
希望找一位贤惠善良，善解人意，工作稳
定的闽南籍女士为伴。
陈小姐
1993 年，身高 166cm，硕士学历，未婚，
教师，厦门人，父母已退休，厦门多套房，
已购车，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责任心，三
观一致的福建籍男士为伴。
钟先生
1986 年，身高 173cm，硕士学历，未婚，
事业单位，在厦定居，父母已退休，非独生
子，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温顺，
工作稳定的女士为伴。

邹先生
1986 年，身高 178cm，本科学历，未婚，
法务经理，厦门户口，已购房。希望找一
位性格随和，
三观一致的女士为伴。

学会赞扬对方

两个人相亲的过程是向对方展示自己优点的时
候，千万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当你不知道聊什么话题
时，学会倾听是很好的相处方式。让对方有比较充足
的时间来表达她的想法，你也能够在倾听的过程中得
到更多关于她的信息，
了解她的喜好和性格特点。

出生日期：
1990 年
身高：
163cm
学历：
本科
工作背景：
事业单位
月收入：
5000+
户口：
厦门户口
家庭背景：父母经商,自己名下已购

林小姐
1993 年，身高 162cm，本科学历，未婚，
人力资源，厦门人，父母已退休，独生女。
希望找一位成熟稳重，对未来有规划的男
士为伴。

相亲过程中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很多男生没有
注意到这点，以至于第一面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第
一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绅士风度，绅士风度体现
出一个人良好的家庭背景、接受的良好的教育。绅士
风度表现在你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言行举止等多个方
面。二是有足够好的社交礼仪。礼仪包括了你的穿
衣打扮、约会场地选择等等。

学会倾听

陈先生

出生日期：
1979 年
身高：
175cm
籍贯：
湖北
学历：
博士
婚姻状况：
未婚
工作背景：
大学编内教师
月收入：
4 万+
房车：
厦门多套房
家庭背景：
父母已退休
兴趣爱好：
摄影，
旅游，
看书
性格评价：陈先生个人能力强，生
活简单，作息规律，喜欢安静的生活。
希望找一位性格温柔，善良简单的女士
为伴。

陈鹤隆
春节假期已经步入倒计时，
部分人早早开
启了归家旅途。这个时期也成为传统的相亲
旺季，
无论是离厦回家还是外地归厦的单身青
年，
都面临着家中长辈催婚的压力。很多未婚
青年的婚姻大事成为长辈们的“心病”。不少
父母为了让子女早日脱单，
格外珍惜子女归来
这短暂的数天假期，四处为孩子征婚，帮着寻
找另一半。最新《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
告》中显示，家人“催婚”是青年单身期间最大
的压力来源，近七成青年择偶“愿等待不愿将
就”。记者从遇见婚恋网了解到，近期遇见婚
恋网的热线量和接待量都急剧上涨，
许多单身
人士的家长都赶在年前为孩子寻找对象。
然而，父母助攻非常需要讲究方法，盲目
选择、一味地催促未必会有好效果，甚至可能
影响成功率。国家婚恋心理咨询师许老师提
醒家长，操心子女的婚事一定要注意方式方
法，避免一些误区，切忌不能帮倒忙，给孩子
造成困扰。

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统观念的影
响，家长对孩子的婚恋十分上心。有些家长
看到孩子工作比较忙，社会接触面又较窄，一
时间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便显得十分焦
虑。有些家长在没和孩子深入沟通的情况
下，就开始替孩子各处寻找相亲对象，甚至瞒
着孩子偷偷报名参加各种联谊会。
吴阿姨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儿子今
年 39 岁，因为从事外贸工作，常年在各地奔
跑忙碌，没有时间寻找伴侣，吴阿姨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最后，在未与孩子沟通清楚的
情况下，自作主张地帮忙张罗了几次相亲，男
士要么安排不出空闲时间，要么被迫地去见
面，草草了事，结果不尽如人意。
“家长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婚恋终究
是孩子自己的事，尽量不要大包大揽，一方面
是因为婚恋关系需要自我探寻和感受，家长
干预得过多，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子女会
在密集的相亲安排下出现反感情绪，抱着搪
塞父母的心态去相亲，成功率很低。另一方
面，有的家长忽略从孩子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或没有深入了解孩子“空窗期”的原因就盲目
介绍，也属于帮倒忙。比如有的孩子是因为
前期恋爱受挫，还没有走出那段感情，这时家
长就不要强求和着急，不如给子女一定的缓
冲期。”许老师分析道。

帅哥靓女集中营

黄小姐
1992 年，身高 168cm，本科学历，未婚，
龙岩人，2 兄妹。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性
格相投，
可以一起发展的男士为伴。

李先生

林先生

1990 年，
身高 180cm，
未婚，
本科，工程师

王小姐

1988 年，身高 180cm，未婚，山东人，公务
员

1991 年，
身高 163cm，
未婚，
本科，
事业单位
李先生是一位阳光帅气的男生，
各方面
条件都很好，
所以在择偶时对于女生的颜值
要求比较高，
往往在红娘老师推荐给他看照
片之后认为没感觉就选择不见面，
因此他错
过了很多机会。老师就此情况向他分析:照
片属于静态，
相亲对象的优点无法从照片中
看出，
只有两人相见后通过沟通了解才能真
正看出是否合适。无奈李先生坚持自己的
想法，
一定要通过照片来判断是否见面。后
来李先生报名参加了遇见网组织的活动，
在
活动中结识了王小姐。之前老师同样将王
小姐的照片资料推荐给李先生，
当时男士觉
得女生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就是看照片觉得
没眼缘，所以不同意见面，但在活动中见到
女生后，坦言本人跟照片看到的感觉不一
样。在活动上老师积极撮合他们认识，
活动
结束后，
为他们创造一对一的交流机会。通
过这次沟通交流，男士对王小姐印象很好，
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男士也很主动，
私下多次约见王小姐，随着相处时间的增
加，男士越发觉得王小姐就是自己的“真命
天女”
。于是，
李先生展开主动的追求，
最终
两人走到了一起。
小 编 点 评: 不 要 因 为 所 谓 的“ 没 有 眼
缘”，便连见一次面的机会都不给彼此，错
失了姻缘。

1994 年，身高 160cm，未婚，湖北人，私企
财务
林先生去年到遇见网来寻找对象，红
娘老师发现杨小姐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林先
生的标准，便为双方牵线。第一次约见，男
士表现得很绅士，主动提出约会地点尽量
安排在女生工作场所附近，方便女生。见
面之后，彼此都有好感，互相留下联系方
式。之后两人频繁地约会见面，一起看电
影、吃饭、爬山…很快彼此就发展成恋爱关
系。相处 2 个月后，女生带林先生回家见
父母。杨小姐的父母在见面了解到男士是
在单亲家庭长大后非常担心女儿会受委
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女生一直劝说父
母却始终得不到父母的支持，这让女生有
了想放弃的念头。但林先生始终觉得杨小
姐是自己的“真命天女”，并不轻言放弃。
有一次杨小姐的母亲意外受伤住院，男士
知道消息后，主动忙前忙后，帮忙杨小姐照
顾母亲。功夫不负有心人，女生家人真实
地感受到他的诚意终于同意他们交往。现
在两人相处得很顺利，
计划年底结婚。
小编点评:遇见合适的对象不容易，交
往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请不要轻言放弃，主
动去努力争取，相信最终会有比较满意的
结果。

杨小姐

刘先生
1989 年，身高 170cm，本科学历，未婚，
外企高管，厦门户口，父母已退休，有个姐
姐，厦门已购房购车。希望找一位性格开
朗，
思想独立的女士为伴。
曾小姐
1993 年，身高 165cm，硕士学历，未婚，
事业单位，厦门户口，独生女，父母已退
休。希望找一位身高 175cm 以上，三观一
致，
有上进心的福建籍男士为伴。
张先生
1984 年，身高 170cm，本科学历，未婚，
国企职员，厦门人，已购房购车。希望找
一位性格温和，居家型的福建籍女士为
伴。
杨小姐
1989 年，身高 165cm，本科学历，未婚，
事业单位。希望找一位年龄相仿，性格稳
重，
有担当的男士为伴。

如果您对以上单身男女
感兴趣欢迎拨打热线

1339503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