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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我们致
力于替企业家解决实际婚恋问题"从
专业的角度替企业家把关并选择一位
优秀的妻子" 为富二代选择高素质的
母亲$ %主办方表示"在甄选到合格的
$%名女性后"会于&月中旬在某私密的

五星级酒店举办为期两天一夜的豪华
派对$

#企业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妻子比普
通老百姓重要得多$ %这位负责人还提
出了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个社会%'(的
财富掌握在$'(人的手中"企业家婚姻

不稳定所带来的危害性要大很多$

也有人质疑这是炒作" 怀疑真实
性$ 曾经参加过多次相亲活动的熊小
姐告诉记者" 类似富豪征婚这样的活
动也曾经报过名"但几乎都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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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翠微中学八年级'!(班的
学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利用半小时观
察班上的一位同学"将他'

!

(写成作
文"然后交给班主任老师黄娟"作为
不公开的师生交流文本)**+我用三
天来看你!,

写完晓军后" 黄娟意外地发现"

收上来的)*篇作文中"除晓军本人和
另外两名同学外"有)+人用大篇幅罗
列了晓军的缺点&#在课堂上老师说
一句"就顶回三句话的人"没有任何
疑问" 一定是晓军同学%-#他属于那
种欺软怕硬的人"脾气暴躁"动不动
就对人大喊大叫"表里不一"为人不
实在%-#他一点儿也没有男生应有的
风度" 给人一种很自我- 自私的感
觉%-#他总想女生们夸他帅气" 他有
很严重的自恋情结%..

#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同
学不喜欢我"写了我这么多缺点"太让

我吃惊了/ %看完全部作文的晓军感触
很深"忍不住泪流满面"#为什么同学了
两年"我给同学们留下的是这样的坏印
象"爱插嘴-脾气暴躁-自恋..难道我
身上就没有闪光的地方吗0 %

班主任黄娟说"+我用三天来看你!

作文本来原则上是严格保密的"但从学
生们写的#晓军传%来看"晓军身上存在
着很严重的人际交往问题"所以才#破
例%让他翻看了全班同学的作文$

晓军的#好哥们%小杨'化名(是两
名没有#炮轰%晓军的同学之一"他告
诉记者&#在我看来这就是间接性的告
密"曝光我们的缺点和隐私$ 看完作
文后的那几天"我注意到平时大大咧
咧的晓军几乎没有笑过"有时课间就
坐在座位上"好像在思考些什么$ %

据他的观察"最近晓军的有些习
惯有明显转变"对同学比以前亲切许
多"尤其是上课#插嘴%变得少了"有时

情不自禁想插老师的话"就条件反射
似的用手捂着嘴巴"样子很逗$

家长胡女士则认为"自己平时只能
看到孩子在家里展现的一面"难以了解
到孩子在校的情况$家长可以多和老师
沟通"暗地里帮助孩子改正缺点"但是
最好不要直接告诉孩子"以免伤害孩子
的自尊心"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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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群童模出现在华中车展
展台上"吸引了众人关注的目光$ 主
办方称"这是童模首次出现在国内车
展上$他们中年仅,岁的周 烨"是目
前国内车展中#最嫩的车模%$

承办方负责人张萍称"-'日到
场的.'位童模"都是地道的武汉小
孩"每次出场均需家长陪伴$ 首届
童模大赛是华中车展今年推出的
新内容之一"旨在吸引年轻父母的
目光$

这群童模男女各半" 都经过专
业模特培训"平均年龄*岁"最大的

//岁"好几个都是正在换牙$ 周 烨
来自常青阳光幼儿园" 妈妈李小红
讲"早在去年"小家伙去看武汉国际
车展" 就自己摆0123让她拍照$ 不
过"真正走秀和比赛"这还是头一回$

这些童模身价几何0 张萍说"童
模和普通模特行情一样"拍广告片和
画册"走台和参加活动"费用都不相
同1不同的孩子"费用也有差异1经纪
公司开的价格" 与孩子及父母拿到
的"当然也不一样$不过"-'日以比赛
为主"孩子们没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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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是由一家婚恋企业组织
的"并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单身俱乐部"

解决企业家婚恋问题$ 据主办方称"要
想加入该俱乐部要求企业家必须未婚
或者离异" 同时个人资产/亿元人民币
以上"会费-'万元4年$该俱乐部负责人

李卓介绍"目前该俱乐部已有//位单身
企业家加盟"分别是来自服装-房产-金
融-化工-酒店-灯具行业巨头$ #//位企
业家" 其中一位企业家资产百亿元"另
外/'位企业家平均资产.5&亿元$ %

至于如何证明对方的身家0 李卓

介绍" 对方提供的资产证明包括多套
房产- 公司股票- 价值/'''万元的戒
指- 价值%''万元的劳斯莱斯- 价值
/.''万元的迈巴赫- 价值/'''多万元
的私人游艇-以及名表-纯种血统马以
及古董家具等等$

据称此次富豪求偶秀将在广州-深
圳等十个城市轮番上演"首站广州的报
名人数多达-%''人"报名者中年龄最小
的/6岁"最大的)&岁"除了本地佳丽"也
有来自澳大利亚-新加坡的女子"佳丽
中既有瑜伽教练-外企白领-高校教师"

也有金融分析师-美国波士顿大学在校

生"甚至还有选美冠军$ 而主办方的基
准入围条件则为&单身女性1年龄/%7-%

岁1身高/&'8/*)9:1专科以上学历1形
象气质出众$

阿灵是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双硕
士"-'日也前来应征$ 她今年-%岁"在
一家科研单位工作$她说"这次来报名

希望自己能多认识一些人" 找一个条
件比自己好的$ 在经历完问答环节后
阿灵直叹竞争太激烈"#怎么感觉比我
考公务员还难啊/ %

;/岁的林小姐也是前来报名参
加的"她表示"自己主要是过来体验
一下$

报名层层选拔"需要#过五关斩
六将%$主办方介绍"将通过//个方面
对女方进行深度的分析报告"其中包
括个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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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场采访发现"第一关形象
顾问的把关者是广州某整形医院的
副院长"除了检测美貌"他更重要的

作用是把关面试的女性是否#原装%1

文化测试关的把关者据说是长期做
客电视台的学者"提问从天文地理到
国际时事"漫无边际1一个名片上印
着#!!商学院客座教授%头衔-蓄着胡
子的男子则是此次面试的面相专家"

#在看面相时" 我要看对方是否天庭
饱满$%面相专家说$这次甄选的最后
一关是情感关"一个情感顾问通过与
应征者交流"让她明白嫁入豪门是否
适合"并探明应征者是否#真心%$

此外"在心理测试一关"记者留
意到"心理专家还要对对方的睡眠时
间-是否失眠等进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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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身家百亿"离异-未满
)'岁"喜爱高尔夫"身体健硕$

要求& 女方年龄在$'>-&岁之
间"身高/&->/*'9:1学历专科以
上"家庭环境简单-形象美丽-

身体匀称-纯洁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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