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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年轻时!牵
起爱人的手!甜入心坎" 年迈时!爱人
的手布满风霜!但温暖依旧" #

"#!"

南
国万人相亲大会$ 征集金婚夫妻和准
新婚夫妇若干对!参加#向爱情致敬$

主题活动% 让老夫妇分享他们数十年
的幸福往事! 让准新婚夫妇得到爱的
祝福!并从老一辈身上学到&爱情经$%

快来报名吧!既可以晒出你们的爱情!

在报纸上宣告你们的幸福! 又有奖品
拿!还等什么呢' 报名热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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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夫妻获奖就可出境游
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你! 一定幸

福得想告诉全世界! 一定想给心爱的
人一个浪漫)别具一格的婚礼!那么!

还等什么呢'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吧%可
以让众多读者见证你们的爱情! 同时
还将由金夫人提供婚纱礼服及化妆%

如果入选集体婚礼的准新人不但可以
得到万人及媒体见证的婚礼! 同时有
机会获得由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的港澳

&

日游或丽星游
轮三亚

(

越南
'

天
"

晚双人游!两种旅游
名额各

"

个%

带着你们的幸福准备启航吧* 集
体婚礼)金婚夫妇送祝福)媒体见证!

这样的机会!您要是不想错过的话!就
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已经走过金婚的老夫妇们! 也许
你们历经艰难!也许你们生活平淡!但
五十载的相濡以沫! 长达半个世纪的
携手共行! 那个人! 曾陪着你经历风

雨!看着你长出第一条皱纹)第一根白
发!这么长的岁月里!你们一定有很多
的故事可以跟年轻人分享! 有很多关
于爱情的经验值得学习%

从即日起! 只要您是准备结婚的
年轻人

)

或您的父母结婚满
&#

年或
&#

年
以上!就可以凭结婚证)身份证或户口
簿等证明!参加报名%

本报开通征集金婚夫妇参加 #向
爱情致敬$后!已有

*

对金婚夫妇报名%

'(

年夫妻浪漫相伴
热情的胡女士向记者分享了她的

金婚爱情秘笈% 胡女士和丈夫都是医
务人员! 她丈夫在退休前是一所医院
的院长%

"##&

年已是金婚的他们如今
已携手走过了

&+

个年头% 她是浙江人!

丈夫是东北人! 两人的爱情
花盛开在海南这块热情的
土地% 当时两人的恋爱也
很浪漫! 年轻时的胡女
士漂亮可人!当时有许
多追求者 ! 最终
只有她的先生
赢得了她的芳
心!因为他懂
得浪漫!时常
给胡女士带
来惊喜% 结
婚后!两人
并没有让柴
米油盐的家务
事冲淡了激情 !

两人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还穿泳装游泳! 这在当时是很
多人不能接受的!就因为穿泳装游泳!

先生还受到了批斗%

他们退休后两人选择了旅游 !目
前已快走遍了祖国各地! 在各地留下
许多两人浪漫的足迹% 在山上!他们互
相搀扶着看日出! 在海边他们相互依
偎着看日落! 让海水轻轻抚摸着彼此
紧握的手%

如今他们又选择去新加坡) 泰国
等地旅游% 只要有公众活动!他们夫
妻俩都携手参加%

胡女士说(#我们的爱情有许多
照片可以见证! 浪漫是我们爱情保
鲜的秘笈% 我们还是南国都市报的
铁杆粉丝!只要南国都市报举办
的活动都会参加% $

你是否还在苦恼怎么向心爱的
她求婚! 给她一个终身难忘的浪漫
婚礼' 你是否还在为一直没能给她
求婚而遗憾!想再补给她一个求婚!

补一个圆满呢' 那就赶快来参加求
婚热吻擂台赛吧! 晒出你们的甜蜜
浪漫!用真诚)创意!加上媒体见证)

祝福!给她最完美的求婚仪式!订下
你们牵手一生的浪漫约定% 在求婚
擂台赛的舞台上! 我们和现场的观
众将一起给你的求婚打分% 要是成
功的话! 还有机会获得千元大礼包
哦* 还等什么呢' 赶快报名吧* 报名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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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
的心$!吻!一直是表达爱意的经典
方式% 在众人面前热吻!更是展示
情侣) 夫妻火热爱意的最佳方式%

在万人相亲会的热吻擂台上!不拘
形式!不求方式!就看你们的本事%

届时! 我们将评选出 #最佳创意$

#最具难度$#最优雅$#最持久$等
多个奖项!获奖情侣 )夫妻将获赠
千元大礼包%

爱她!就请你大声说出来%不管
你们是正在热恋的情侣! 还是已经
走入婚姻殿堂的夫妻! 都请不要忘
记!让心爱的

,-

知道您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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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万人相亲大会$给情侣)夫妻提
供一个让您大声说出爱的舞台!在
我们的#求婚热吻擂台赛$上!您可
以与心爱的

,-

尽情热吻!您也可以
在众人和媒体的见证下!用最浪漫)

最特别的方式向
,-

求婚!让镜头和
文字记录这一刻永恒%

本报推出大奖鼓励青年男女
勇敢地参与求婚热吻大赛% 凡是同
时参与求婚和热吻大赛的男女!就
有机会获得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丽星游轮三
亚
(

越南游% 赶紧参加吧!与心爱的
人共同感受海上游轮带来的浪漫%

南国都市报自从开创各式各
样的相亲活动以来!已经为近

$##

对有情人创造了喜结连理的机
会% 今年!南国都市报再次重拳出
击! 让参与本报活动并收获爱情
的男女再次成为幸运儿%

凡是参与
"#!"

南国万人相亲
大会并成功结婚的男女!在

!

年之

内凭结婚证! 有机会享受韩国或
中国台湾

&(%

天游!该大奖由海南
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

两对夫妻能享受此大奖! 本报采
取#先来先得$的原则%

还犹豫什么!赶紧报名!擦亮
眼睛找到

,-

!一起成为幸运儿吧%

!亿圣和时尚百货"

誓师服务大众
#亿圣和时尚百货$历经

!###

个日
日夜夜终于在

"#!"

年
!!

月
!$

日和朋友
们见面了!做为海南唯一一家提倡#时
尚$生活为主题的大众新窗口!亿圣和
企业的目标是打造国际旅游岛商誉度
最高的时尚百货! 成为国际旅游岛时
尚百货业的新坐标!引领着时尚!让都
市生活更美好% #亿圣和人$秉承专业
尽职)忠实诚信)扎实稳健)创新精进
的经营理念服务社会大众! 倡导时尚
流行!金质品位!美好生活的理念%

每天穿梭于车水马龙! 生活格外
匆忙! 大多时候却忘记了我们依然时
尚)快乐)喜欢接受新事物% #亿圣和$

提醒各位都市生活可以更加美好!#亿
圣和$除了能给您提供美丽的衣物)美
味的美食)享受的甜品等等以外!我们
最大的目标是用心做好服务! 成为您
美好生活的好帮手! 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是希望从

"#!"

年
!!

月
!$

日这一天起
#亿圣和$能走真正进您的生活!给您
带去快乐!能成为您值得信奈的朋友*

热情的商家都瞄准了万人相亲大会超高人气
带来的无限商机! 截止目前! 婚庆团购会展位预
订已经非常火爆% 自 #

"#!"

南国万人相亲大会
暨婚庆团购会$ 在全国盛大启动后! 报名参展商
家几近爆棚! 同时仍有部分展位仍在火热地进行
招商中%

想找什么样的伴!说出你的想法!我们来替你
物色+想参加热吻大赛还是求婚擂台!我们给你准
备好!只需你到场%

!!

月
!+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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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万人
相亲大会暨婚庆团购会$ 注定热闹非凡! 万众瞩
目%届时!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将对活动进行
全程报道%珠宝首饰)婚纱摄影)婚纱礼服定制)婚
庆用品)现场美容等服务一应俱全%我们将给你创
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届时!单身男女云集!上
演火热寻爱行动+情侣)夫妻秀甜蜜!参加求婚热
吻擂台赛,,借此机会商家用回馈大众的产品以
及怀抱祝福的心态送上最及时)最好的服务%

本报推出加盟商家逐一展示后! 招商互动热

线非常火爆!从时尚百货到婚庆婚纱服务!从整形
整容到旅行社等各行各业的商家! 都相中了万人
相亲大会超高人气带来的无限商机!咨询)预订热
情高涨% 本次相亲大会以&爱-行动$为主题!活动
的超人气吸引了众多商家! 目前距离活动还有半
个月时间!请有意参与的商家积极与我们联系!用
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回馈广大市民! 并借此提升企
业形象和知名度% 本报将继续对所有支持参与相
亲大会暨婚庆团购会! 以及踊跃提供婚庆团购服
务的商家进行逐一 展示%

活动期间! 相亲大会场馆主舞台上更是众人

的目光焦点%活动期间!主舞台上将进行企业产品
形象秀!将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产品服务上!此次
是企业品牌形象展示)产品服务推广)行业交流学
习的最佳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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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万人相亲大会暨婚庆团购会$精心
策划近

!##

个展位!全国盛大启动后!报名参展商
家多多!同时仍有部分展位招展仍在火热进行中%

本报诚邀婚庆相关行业的优质商家!在
!!

月
!+

)

!%

日海口会展中心!一同见证最浪漫的爱情大行动%

敬请拨打招商互动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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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国万人相亲会$已定于
!!

月
!+

)

!%

日两天在海口会展中心举行%

请报名嘉宾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入场
券!届时凭其入场券抽奖!每天都有

!#

位幸运嘉宾将获得价值
!###

元的大礼
包% 同时!凭报纸上的报花进入会场!

本报还将根据报花每天抽出
!#

位幸运
读者!幸运观众将获得价值

&##

元的大
礼包% 幸运嘉宾和幸运观众于当天下
午活动尾声揭晓% 赶紧加入我们的活
动吧% 以上奖品本报有最终解释权%

幸运嘉宾获价值
')*

元美容券

本报今起陆续推出幸运嘉宾!凡
是报名参与相亲大会的幸运嘉宾将有
机会获得由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提供了
&%#

元的美容代金券%如果您成为幸运
嘉宾!就可以在一个星期以内!带着您
的证件!前来相亲会报名地点领取%领
到
&%#

元的代金券之后!您可以拿着这
张券到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做形象设
计)激光美容等项目的等值服务%

胡女士分享金婚爱情秘笈

结婚' (年夫妻浪漫永不改变
已有+对金婚夫妇报名参加& 向爱情致敬$活动!报名热线,)'!*')%--,)'!"',)!有奖品拿

商家倾情助力相亲大会
!

部分剩余展位继续火热招商
!

招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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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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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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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相亲会
就有机会中奖
'**

元或
#**

元礼包等你拿

来相亲吧* 牵手游韩国
!

最先成功牵手的
!

对夫妻将获韩国或中国台湾游
!

奖品由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

参加求婚热吻大赛
奖品就是越南游
!本报征集情侣)夫妻参加
!报名热线(,)'!*')%),)'!*',)

本版稿件采写#刘琨 王君 何慧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