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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情歌赛报名火热
进行中# 不少爱好音乐的读者积极报
名参赛# 有的读者甚至邀上亲朋好友
组成乐队报名参赛$

来自新疆的夏女士是本报的忠实
读者#本报举办的活动#她总是踊跃报
名$这次南国情歌大赛#夏女士又报名
了$ !"多岁的夏女士是一名业余歌手#

平时喜欢在海口公园# 拉上一票歌友
在小小的古亭里% 树荫下唱红歌练戏
曲# 在每天的不断练习中提高了自己
的演唱水平$

夏女士告诉记者# 对于这次报名
参加情歌大赛# 她非常重视# 并且会带
上乐队一起来参加$ 夏女士介绍说# 这

些乐队都是一些业余的歌唱爱好者组合
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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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读者节第二
届情歌大赛暨万人相亲会活动报名热
况持续# 昨天前来报名万人相亲会的
单身人士就有!"多位$今天#万人相亲
会仍然吸引了不少高学历% 高收入的
优质单身男女前来报名$ 一位年仅$%

岁却想谈恋爱的小女生# 几位年近五
十的单身女士也来电咨询是否可以报
名$ 对此#工作人员耐心回应#本报举
办的万人相亲会原则上是一个老少皆
宜的活动# 只要想找寻合适另一半的
单身男女都可报名$

今天一天# 报名点的电话依然响
不停# 一直忙碌的工作人员被一位单

身人士的来电逗乐了# 原来这是一位
$%岁的少女# 对方害羞地表明自己想
谈恋爱并想通过参加万人相亲会寻找
合适对象的意愿$

几位年近五十的单身女士也来电
咨询# 想参加却又担心万人相亲会无
法给中年老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相亲平
台$ 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万人相
亲会不仅吸引了众多年轻单身人士前
来报名# 也吸引了不少中老年单身人
士报名#他们中也不乏高学历%收入丰
厚的人选$ 所以中老年单亲人士在活
动中同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七夕情人节当天举办的南国情歌
大赛暨万人相亲会# 是本报举行的大
型相亲活动# 旨在为市民的情感需求

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如果你想通过万人相亲会寻觅爱
情 # 可拨打报名热线 &&&%'"((&%

&&%'"(!(咨询$ 报名持续进行#一直到
七夕前夕!即%月)日"#有兴趣的朋友均
可前来现场报名$ 如果您平时因为上班
没空报名#也别担心#本报为了方便广大
市民#今后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上午#时'

''时#下午')时''*时均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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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颇具亲和力%待人彬彬有礼
的吴海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平时为人

比较低调$ 可只要进一步接触#就会
发现吴海乐观开朗$ 工作闲暇之余#

吴海会约几个好友一起打球游泳锻
炼身体$性情温和的吴海非常喜欢小
动物# 他家养了一只可爱淘气的小
猫$由于从事软件编程工作的大多是
男士#自己社交圈子里异性朋友也屈
指可数#所以吴海一直没有找到合意

的女朋友$ 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希望
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建立属
于自己的小家庭$ 吴海表示# 只要
对方温柔善良% 有上进心# 且孝顺
父母就可以# 最好和自己一样是海
南人$ 吴海表示# 如果在相亲会上
有幸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她# 一定会
主动出击# 不再让幸福从身边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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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苗绣一直以来都是保亭黎苗族的
独特瑰宝$ (+''中国海南七仙温泉嬉
水节期间# 保亭将在县城七仙广场举
行精彩的黎族织锦%苗族染绣比赛$ 如
果想亲身了解并体验黎锦苗绣的制作
过程# 那就快快来参加 (浪漫七夕之
约)活动吧#和来自全世界的**对情侣
一起来保亭# 感受保亭独特的黎苗民
族文化$

黎锦苗绣这一蕴含了黎苗族人民
千百年来传统劳动技艺和民族文化的
手工艺品# 在古代# 它们是一个个部
落繁荣发展的见证# 也承载了人们在
生活中的各项职能# 是黎苗人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科技和工
艺日益发达的今天# 大部分手工制造
已经走向没落甚至败亡# 然而黎锦苗
绣却被以 (高端艺术品) 的形式保存
了下来$

这其中# 黎锦更成为中国纺织史
上的 (活化石)# 历史已经超过,"""

年# 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 海南岛
因黎锦而成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祥
地$ 黎锦服饰异彩纷呈# 包括筒裙%

头巾等# 用黎族织锦和单% 双面绣布
料制作的黎锦筒裙绚丽多彩# 黎族妇
女还要在上面镶嵌上诸如云母片% 贝
壳片# 穿上镶嵌珠宝的筒裙# 走动或
跳舞时# 熠熠生辉$

目前#织制黎锦者多为老人#她们手
持各式各样的棉线%麻线%丝线和金银线
等#手脚并用进行织制#各种精美的图案
就在她们一推一拉中显现$ 去年# 参加
(浪漫七夕之约)活动的情侣见状后惊呼
神奇#(那么多线# 那么多工具还要织这
么精美的图案#太绝了$ )不少情侣还跃
跃欲试#都想在老艺人的指导下#也尝试
一下织锦的乐趣$

在黎族织锦%苗族染绣比赛中#保

亭将邀请来自琼岛各地织制黎锦苗绣
的好手# 在比赛现场用手中的针线展
示自己独特的织绣技艺$ 同时#她们还
会身着传统的黎族苗族服饰# 并将自
己近期完成的黎锦和染绣作品放在身
边以供观赏$ 参加(浪漫七夕之约)活
动的情侣# 在现场不仅能见到各种精
美的黎锦苗绣作品# 还可以通过观看
选手们织制黎锦苗绣的过程# 进一步
了解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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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大方的钟洁是广东人#身材
苗条的她长相与香港歌星容祖儿有
几分神似$可能是由于从事教师的工
作#每天都和小学生接触#钟洁练就
了一副好脾气$ 她爱好十分广泛#放
暑假时就会和同事结伴外出旅游#此

外#她还喜爱摄影%画画和唱歌$

钟洁有过一次失败的感情经历#

但对爱情仍充满向往#在报纸上看到
万人相亲会的信息后#在家人陪同下
特意从琼海赶来报名$对于理想的另
一半#钟洁表示#希望男方要成熟稳

重#有上进心和包容心#而且最好能
同样爱护她的家人# 一旦认定彼此#

就能浪漫牵手一直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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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开朗%时尚靓丽的王小姐是
同事和朋友的开心果#她幽默的谈吐
常常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工作之余#王小姐会拉上三五个

朋友上-./尽情飙歌$ 如果遇到放长
假#她总会选择外出旅游#(旅游能够开
拓人的视野增长人的见识#尽情释放平
时工作的压力# 如果遇到合适的人#我
想和他一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

王小姐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因为对方的出轨导致这段婚姻的结
束#但王小姐在回首往事时却说&(我

不想过多抱怨他有多不好#婚姻失败
了#我们双方都需要承担责任$ )

由于王小姐工作比较辛苦#一个
周末还要值两到三天的夜班#所以希
望理想中的另一半能体谅她$ (他不
需要有多好的外在条件#只希望他是
一个有潜力%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
人就可以了$ )王小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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