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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万人相亲大会需现场
报名! 请记得带上您的身份证
$®¯!°±²³´µ%和$寸彩
照 $J¶�·¸��¹º�»

¼!K2½¾¿2�»¼ÀÁ!

»¼ÂÃ c[¡ÄÅÆ³Ç

È%!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只要进行报名登记!都可以
凭入场券入场"

报名地点%海口市金盘路&'

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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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上午(时$)*时
&+分!下午",时$*$时&'分%从
#'*#年-月#$日起开始接受报
名! 直到活动前夕" 为了方便
男女嘉宾报名! 报名点双休日
期间也接受报名"

咨 询 电 话 #..-*+//&&

..-*+/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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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南国万人相亲大会将于$$月$(、$&日举行，单身男女请在$$月$)日前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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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急找对象!不少单
身男女记错日子!*+月*$

日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海
口会展中心! 却扑了个
空)大龄儿女出差!父母
心急!带着孩子的照片和
身份证复印件!*求+工作
人员网开一面!让孩子们
报名!但为了对报名者负
责!工作人员只能请他们
带了证件再来% 在此!本
报再次提醒!*/+*/南国
万人相亲大会+ 于**月
*$&*-日在海口会展中心
举行!请单身男女在**月
*.日前来报名%家人朋友
代报名!请务必带上了报
名人本人的身份证%

*$日上午!报名处来
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女
儿&&岁了! 是个会计师!

事业有成! 但工作很忙!

一直没有找到情感上的
归宿%见女儿一直忙于工
作! 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去年心急的父母便将女
儿从广东叫回海口%老两
口便四处为女儿张罗婚
事% 这不!看到南国万人
相亲会的消息后!他们马
上就带着女儿的身份证
复印件和照片来报名%可
由于没带女儿的身份证
原件!工作人员只得婉拒
他们的报名%

*你看! 我们夫妻俩
都带了身份证!就让我们
报名吧, +心急的父亲一
直试图说服工作人员!他
说女儿在外地出差!不一
定能在报名之前赶回来!

他们便想早一点替女儿
报名% 这样一来!要是有
不错的男士看中女儿!还
能主动跟女儿联系呢%相
亲会的时候!他们老俩口
还可以去现场!帮忙女儿
物色对象%可为了对其他
单身男女们负责!根据规
定!老夫妻只能回家拿齐
证件再给女儿报上名%

相似的情况在*$日
下午再次发生!又有一对
夫妻来给孩子报名!却没
有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根
据规定!他们也只能带齐
证件再过来%

除了给儿女&朋友代
报名时!没带身份证% *+

月*$日!工作人员还接到
不少单身男女的电话%因
为太想尽快找到对象!他
们在离相亲会还有一个
月的时间!就跑到了海口
市会展中心% 结果!发现
活动还没开始!他们打来
电话咨询!才知道还没到
时间% 亲们!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我们正在精心准
备这次的相亲会!单身男
女及其家人别心急!趁着
这段时间好好准备吧!等
到活动开始时!抓住你的
爱情和幸福吧,

父母已经.+多岁了!最大
的愿望就是阿宇早点结婚生
子!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一个
人在海口拼搏!成家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阿宇说#*我现在
无钱无房! 愿伴随我的人!我
会好好珍惜% +阿宇承诺!他愿
对另一半不离不弃% 但是!他
不知道!那个愿意和他同甘共
苦&一起奋斗的人在哪里-

/0岁!听起来很年轻!但也
许是因为已经出社会.年! 阿宇
比大多数的同龄人显得成熟%从
四川一大专院校专业后!阿宇在
新疆呆了两年% 在那里!他跟着
一个亲戚学习广告制作%学成之
后!阿宇将广告设计&制作作为
自己的职业!一直做到现在% 如
今!他在海南一家广告公司从事
广告设计和制作工作%为了工作
方便! 阿宇花.万多元买了一辆
小车!作为代步工作%

这辆车是向来节俭的他
做过最奢侈的事情% 阿宇出身
农村!家里还有&个姐姐!靠父
亲教书&母亲务农养家糊口%阿
宇从小就勤俭节约% 这么多年
来!尽管自己开始工作赚钱!可
还是很节省! 几个月买一件衣
服! 努力每个月存下一半的工
资等等%阿宇希望!靠着自己的
勤俭! 一步一步去创造好的物
质条件! 给愿意一直陪着他的
那个人以安稳生活%

工作之余! 阿宇喜欢阅
读&电脑和骑车%他说!自己是
个宅男!但他并不要求另一半
是个宅女!他只要求对方顾家
就行% 那个人!只要年龄跟自
己相仿!初中以上学历!其他
的就靠缘分% 他说!四川人最
好!其他地方也行%得你青睐!

能给的!不是承诺!只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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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年幼儿园老师! 孝利很喜欢
这份简单而快乐的工作% 但是!每天上
班围着孩子们转!身边的同事又都是女
孩子!孝利实在是没有太多可以发展感
情的机会%于是!这些年!孝利一直没有
机会好好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这段时
间! 园里的老师讨论报名相亲会的事!

问要不要帮她一起报名% 孝利笑着表
示!她要自己去报名%这一次!她要勇敢
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孝利是四川人!哥哥在海口安家立
业!还有了孩子!母亲便从老家过来!给
哥哥看孩子% &年前!大专毕业后!孝顺
的她便离开家乡!追随母亲而来!在海
口找到了一份幼师的工作%

做幼师的人性格都很好!孝利就是
很爱笑!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不过!私
下里! 孝利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小倔强
的% 对于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孝利会坚
持自己的意见!但不会无理取闹% 喜欢
唱歌&喜欢海!孝利希望能经常去看海!

在沙滩上留下一路欢笑声%

来到海南&年! 孝利喜欢上了海南
这个地方!决定在这里安家%但是!对于
四川!她仍念念不忘% 因此!她想!另外
一半最好是性格开朗的四川老乡%孝利
曾在心里描绘未来另一半的形象#大专
以上文化! 年龄在/&岁到&+岁之间!最
好有买房的能力!勤恳&上进!没有不良
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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