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0568—000955)(五)(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0568 泸州老窖 45 .70 -0 .17 仍无活跃表现
000570 苏常柴 A 9.15 -1 .82 回调空间较大
000571 新大洲 A 6.43 0 .00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572 海马股份 6 .20 0 .00 仍可继续看好
000573 粤宏远 A 4.68 -1 .06 箱体整理格局不变
000576 ST 甘化 13 .12 -4 .02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0578 盐湖集团 0 .00 .00 .0 停牌
000581 威孚高科 41 .90 -1 .37 不看好
000582 北 海 港 13 .06 -3 .62 小区间调整
000584 友利控股 9 .82 -1 .80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000585 东北电气 4 .73 6 .29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0586 ST 汇源 8 .01 -0 .2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587 S*ST 光明 0 .00 .00 .0 停牌
000589 黔轮胎 A 11.80 -3 .28 仍将微幅整理
000590 紫光古汉 14 .60 -5 .6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591 桐 君 阁 12 .50 -3 .77 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000592 中福实业 8 .40 -3 .34 将维持窄幅波动
000593 大通燃气 8 .30 -0 .36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0594 国恒铁路 3 .80 -0 .78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0595 西北轴承 12 .16 -3 .0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596 古井贡酒 83 .05 -0 .69 看多风险不大
000597 东北制药 19 .80 -3 .84 维持小阴小阳态势
000598 兴蓉投资 20 .53 -2 .0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599 青岛双星 6 .52 -3 .69 有风险,应谨慎
000600 建投能源 5 .88 -0 .68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601 韶能股份 5 .30 0 .00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602 *ST 金马 29 .95 0 .07 小区间调整
000603 *ST 威达 28 .15 1 .11 维持上扬格局
000605 ST 四 环 0 .00 .00 .0 停牌
000606 青海明胶 8 .58 -1 .61 看多风险不大
000607 华智控股 6 .85 -3 .11 减仓,不介入
000608 阳光股份 7 .15 -1 .65 调整趋势明显
000609 绵世股份 9 .17 -2 .55 调整趋势明显
000610 西安旅游 13 .01 -6 .8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611 时代科技 7 .34 -2 .91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0612 焦作万方 20 .11 -2 .8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613 ST 东海 A 5.38 -1 .82 仍将微幅整理
000615 湖北金环 7 .92 -0 .6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616 亿城股份 4 .74 -0 .42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000617 石油济柴 25 .26 -0 .86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619 海螺型材 11 .65 -0 .60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623 吉林敖东 34 .21 -2 .81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625 长安汽车 9 .59 -2 .4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626 如意集团 8 .55 1 .42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000627 天茂集团 5 .13 -0 .39 可谨慎看多
000628 高新发展 0 .00 .00 .0 停牌
000629 *ST 钒钛 13 .00 -3 .13 继续不看好
000630 铜陵有色 28 .31 -3 .3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631 顺发恒业 8 .03 1 .01 可谨慎看多
000632 三木集团 5 .51 -3 .33 仍有回落空间
000633 ST 合金 9 .70 -2 .7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635 英 力 特 18 .55 -2 .57 维持箱体震荡
000636 风华高科 12 .89 0 .0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637 茂化实华 8 .69 -1 .03 仍将缩量整理
000638 万方地产 8 .79 0 .69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0639 西王食品 34 .25 -3 .5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650 仁和药业 20 .33 -4 .3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651 格力电器 21 .11 -2 .72 调整仍将延续
000652 泰达股份 0 .00 .00 .0 停牌
000655 金岭矿业 22 .35 -3 .41 回调空间较大
000656 ST 东 源 12 .22 -0 .24 可谨慎看多
000659 珠海中富 9 .85 -2 .76 横向整理可能性比较大
000661 长春高新 53 .70 0 .02 调整仍将延续
000662 索 芙 特 7 .76 -3 .60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000663 永安林业 10 .24 0 .89 看多风险不大
000665 武汉塑料 15 .88 -0 .75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666 经纬纺机 12 .80 -6 .02 仍将继续调整
000667 名流置业 3 .10 0 .65 仍将缩量整理
000668 荣丰控股 12 .23 -3 .09 调整仍将延续
000669 领先科技 37 .15 -1 .67 可以看好
000671 阳 光 城 0 .00 .00 .0 停牌
000673 *ST 大水 9 .29 0 .3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676 *ST 思达 5 .64 -1 .40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677 山东海龙 6 .09 -2 .56 仍应看淡
000678 襄阳轴承 8 .55 -4 .4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679 大连友谊 14 .10 -2 .29 仍将继续调整
000680 山推股份 22 .89 -4 .66 调整仍将延续
000682 东方电子 5 .32 0 .19 维持上扬格局
000683 远兴能源 9 .13 0 .22 仍可继续看好
000685 中山公用 17 .74 -2 .7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686 东北证券 22 .19 -2 .2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687 保定天鹅 6 .82 -3 .54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000690 宝新能源 6 .02 4 .33 可以看好
000691 *ST 亚太 5 .51 -1 .96 仍将缩量整理
000692 惠天热电 7 .71 -2 .03 仍将缩量横盘
000695 滨海能源 0 .00 .00 .0 停牌
000697 *ST 偏转 0 .00 .00 .0 停牌
000698 沈阳化工 11 .17 0 .54 不会出现大的突破
000700 模塑科技 8 .77 -5 .0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701 厦门信达 12 .50 -3 .8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702 正虹科技 6 .65 -1 .92 仍将缩量整理
000703 *ST 光华 45 .60 -3 .39 有风险,应谨慎
000705 浙江震元 12 .97 -0 .9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707 双环科技 9 .09 10 .05 继续保持乐观
000708 大冶特钢 17 .89 -2 .08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709 河北钢铁 3 .91 -2 .25 可以看好
000710 天兴仪表 12 .30 -3 .68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711 天伦置业 16 .72 1 .52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0712 锦龙股份 16 .60 -2 .1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713 丰乐种业 19 .10 -2 .60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715 中兴商业 13 .68 -2 .08 维持小阴小阳态势
000716 *ST 南方 10 .83 -0 .37 继续维持弱势
000717 韶钢松山 3 .85 -3 .02 有望维持上涨
000718 苏宁环球 8 .69 -1 .25 继续维持弱势
000720 ST 能山 4 .50 -0 .22 仍有回落空间
000721 西安饮食 12 .10 -4 .35 继续维持弱势
000723 美锦能源 16 .06 -1 .95 仍将无量盘整
000725 京东方 A 3.37 -3 .16 仍有回落空间
000726 鲁 泰 A 10.36 -3 .54 仍应看淡
000727 华东科技 12 .10 -1 .39 看多风险不大
000728 国元证券 12 .16 -1 .8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729 燕京啤酒 19 .58 -2 .00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731 四川美丰 7 .10 -1 .53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732 ST 三农 7 .13 -2 .1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733 振华科技 11 .08 -2 .38 不会出现大的突破
000735 罗 牛 山 7 .30 -2 .2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736 ST 重 实 10 .40 -0 .38 仍无活跃表现
000737 南风化工 8 .09 5 .48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738 中航动控 15 .71 10 .01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000739 普洛股份 9 .70 -2 .02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748 长城信息 9 .99 -5 .22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0750 SST 集琦 0 .00 .00 .0 停牌
000751 锌业股份 9 .15 5 .05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0752 西藏发展 19 .18 9 .98 维持上扬格局
000753 漳州发展 8 .22 -3 .29 股价将盘整待变
000755 山西三维 13 .69 -1 .37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000756 新华制药 8 .09 -0 .37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758 中色股份 31 .67 -4 .03 将保持整理格局
000759 武汉中百 13 .00 -3 .77 调整趋势明显
000760 *ST 博盈 8 .20 -2 .6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761 本钢板材 7 .52 -0 .79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762 西藏矿业 33 .55 -2 .89 仍无活跃表现
000766 通化金马 7 .38 -2 .38 有风险,应谨慎
000767 漳泽电力 4 .65 1 .97 仍可继续看好
000768 西飞国际 11 .72 -3 .46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776 广发证券 40 .60 -3 .5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777 中核科技 31 .78 -8 .8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778 新兴铸管 9 .88 -3 .04 维持箱体震荡
000779 三毛派神 12 .80 -5 .33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000780 平庄能源 14 .11 -0 .84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000782 美达股份 6 .36 -5 .7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783 长江证券 12 .39 -2 .52 仍将继续调整
000785 武汉中商 11 .04 -3 .58 上下波动都不大
000786 北新建材 15 .40 -4 .05 仍将继续调整
000788 西南合成 16 .99 -0 .41 看多风险不大
000789 江西水泥 16 .44 0 .0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790 华神集团 20 .85 -3 .47 不看好
000791 西北化工 8 .39 -1 .99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0792 盐湖钾肥 0 .00 .00 .0 停牌
000793 华闻传媒 0 .00 .00 .0 停牌
000795 太原刚玉 21 .67 -5 .16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0796 易食股份 8 .76 -4 .6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797 中国武夷 6 .33 -1 .56 调整仍将延续
000798 中水渔业 10 .93 -7 .14 可以看空
000799 酒 鬼 酒 21 .78 1 .7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800 一汽轿车 17 .40 -2 .1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801 四川九洲 22 .69 -4 .58 5 日 10 日线将缠绕运行
000802 北京旅游 14 .25 -3 .46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000803 金宇车城 10 .24 -2 .57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0806 银河科技 5 .43 -0 .91 可以看好
000807 云铝股份 12 .27 -2 .62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000809 中汇医药 21 .54 -3 .67 调整仍将延续
000810 华润锦华 16 .69 -1 .07 可谨慎看多
000811 烟台冰轮 21 .57 -0 .64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812 陕西金叶 6 .73 -3 .30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000813 天山纺织 16 .47 5 .11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000815 美利纸业 6 .91 -3 .63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0816 江淮动力 6 .44 -2 .4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818 *ST 化工 7 .22 4 .94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819 岳阳兴长 19 .08 -5 .45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820 *ST 金城 5 .99 4 .36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000821 京山轻机 7 .86 -3 .08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0822 山东海化 10 .08 1 .92 仍可继续看好
000823 超声电子 15 .60 -4 .65 回调空间较大
000825 太钢不锈 5 .79 -2 .2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826 桑德环境 29 .09 -3 .68 回调空间较大
000828 东莞控股 6 .65 0 .45 强势仍将延续
000829 天音控股 12 .93 -3 .0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830 鲁西化工 6 .43 -3 .02 调整趋势明显
000831 *ST 关铝 9 .15 -4 .49 维持上扬格局
000833 贵糖股份 12 .26 1 .07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0835 四川圣达 10 .85 0 .65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0836 鑫茂科技 9 .12 -2 .98 可谨慎看多
000837 秦川发展 15 .40 -2 .16 调整仍将延续
000838 国兴地产 9 .10 -4 .21 仍可继续看好
000839 中信国安 12 .52 0 .81 可以看好
000848 承德露露 26 .58 -0 .15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850 华茂股份 8 .71 -3 .11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851 高鸿股份 11 .97 -4 .0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852 江钻股份 18 .06 -4 .14 维持上扬格局
000856 ST 唐陶 10 .83 -0 .18 维持上扬格局
000858 五 粮 液 33 .25 -0 .69 可谨慎看多
000859 国风塑业 8 .51 -0 .93 看多风险不大
000860 顺鑫农业 19 .96 0 .45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0861 海印股份 18 .30 1 .27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862 银星能源 15 .97 -2 .0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868 安凯客车 11 .58 -4 .14 可以看空
000869 张 裕 A 91.68 -0 .29 有望维持上涨
000875 吉电股份 4 .66 0 .87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000876 新 希 望 19 .55 -2 .98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877 天山股份 42 .66 -1 .89 仍将缩量调整
000878 云南铜业 25 .21 -1 .75 回调空间较大
000880 潍柴重机 22 .32 -2 .02 有风险,应谨慎
000881 大连国际 11 .67 -6 .79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882 华联股份 8 .43 0 .36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883 湖北能源 8 .85 -1 .2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885 同力水泥 16 .07 -3 .25 减仓,不介入
000886 海南高速 5 .72 -1 .8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887 中鼎股份 24 .69 -3 .8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888 峨眉山 A 19.01 -1 .76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889 渤海物流 9 .13 -2 .87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890 法 尔 胜 6 .80 -3 .68 减仓,不介入
000892 *ST 星美 5 .73 -1 .88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893 东凌粮油 28 .61 4 .65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0895 双汇发展 0 .00 .00 .0 停牌
000897 津滨发展 5 .44 -2 .8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898 鞍钢股份 7 .92 -3 .88 调整趋势明显
000899 赣能股份 5 .69 -1 .90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900 现代投资 20 .66 -2 .78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901 航天科技 16 .02 -3 .9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902 *ST 中服 11 .10 0 .91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903 云内动力 16 .25 -3 .96 将围绕 5 日 10 日线整理
000905 厦门港务 8 .03 -2 .90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906 南方建材 10 .40 0 .39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0908 *ST 天一 9 .75 -1 .71 在小区间内盘整
000909 数源科技 11 .00 -2 .83 在小区间内盘整
000910 大亚科技 8 .86 -1 .5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911 南宁糖业 22 .95 1 .77 继续保持乐观
000912 泸 天 化 7 .27 -0 .14 减仓,不介入
000913 钱江摩托 8 .16 -1 .33 不看好
000915 山大华特 17 .14 -3 .0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916 华北高速 4 .27 -0 .93 维持上扬格局
000917 电广传媒 0 .00 .00 .0 停牌
000918 嘉凯城 7 .74 -2 .89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919 金陵药业 10 .79 -2 .18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0920 南方汇通 12 .89 -3 .2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921 ST 科 龙 8 .07 -2 .77 调整仍将延续
000922 *ST 阿继 10 .39 0 .8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923 河北宣工 10 .72 -2 .55 可能继续小箱体整理
000925 众合机电 25 .30 1 .52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000926 福星股份 12 .24 2 .34 继续保持乐观
000927 一汽夏利 8 .15 -2 .86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928 中钢吉炭 14 .79 -5 .86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929 兰州黄河 12 .26 -2 .15 调整趋势明显
000930 丰原生化 8 .94 0 .45 仍以上行为主
000931 中 关 村 9 .15 -3 .68 不看好
000932 华菱钢铁 4 .29 -2 .2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933 神火股份 25 .38 -0 .63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935 四川双马 13 .08 -1 .43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936 华 西 村 8 .76 -3 .95 继续维持弱势
000937 冀中能源 44 .40 1 .81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0938 紫光股份 16 .51 -5 .01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939 凯迪电力 16 .27 -1 .99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948 南天信息 16 .12 -3 .70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000949 新乡化纤 6 .60 -2 .94 有风险,应谨慎
000950 建峰化工 0 .00 .00 .0 停牌
000951 中国重汽 26 .30 -3 .8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952 广济药业 12 .21 7 .11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000953 *ST 河化 8 .12 -5 .03 将维持窄幅波动
000955 ST 欣龙 6 .05 0 .67 可谨慎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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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风筝节明日登场
本周六上午九点半园博园水之门见！

本地·互动

咱济南的姑娘还真受宠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薛良诚
实习生 李玉华 谢新奥)由本报等单位主
办、千佛山景区承办的第六届“三月三千佛山
相亲大会”报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已经有
千余位单身朋友携手踏上了本报搭建的鹊
桥。随着报名高潮的日渐临近，本报也提醒尚
未报名的单身朋友抓紧报名，莫要等到周末
或者最后几天扎堆报名。

根据往年报名经验，每到周末，报名者都
会蜂拥而至，而且，很多人还赶在最后几天报
名，去年“三月三”，最多的时候，一个报名点
一天能接待四五百人。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
家，随着相亲大会报名截止时间的临近，合理
安排时间，切莫等到周末或最后几天才来报
名。特别是一些替孩子报名的家长，尽量将时
间安排在周一到周五。

第六届“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会”定于4
月3日在千佛山景区(生态广场)开幕，报名从
3月7日起启动，截至3月26日，共持续20天。报
名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节假日不
休。为方便广大单身朋友报名，主办方相继公
布了两批共8处报名点。此外，还可以拨打本
报两部相亲咨询热线：96709或85193189，咨

询相关报名事宜。
此次相亲大会仍然采取读者自愿报名的

方式，报名费60元。需要提醒的是，报名时
请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户口簿或单身证
明，单身证明包括：离异证明、丧偶证明，
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单身证明等有效证
明。如果替他人报名，除了要携带相亲者的
上述个人证件外，代报人还需要带好自己的
身份证件。

相亲会莫扎堆报名
特别是替孩子报名的家长，尽量将时间安排在周一到周五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赵文竹
徐佳 实习生 许盼)大家期待已久的

生活日报第二届风筝节即将举行。本周六
上午九点半，我们相约园博园水之门！

春天来了，让我们一起来投入大自
然，放飞手中的纸鸢吧！虽然有点云，从气
温上看本周六的天气还不错，应该是个适
合放飞风筝，外出踏青的好日子，生活日
报第二届风筝节也确定这天在济南国际
园博园举行。

“天圆广场离园博园的正门只有几分
钟路程，100多人一起放肯定没问题。”作
为此次风筝节协办方的济南国际园博园
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选择天圆广
场作为集中放飞风筝的地方，不仅因为它
距离大门停车场非常近，而且场地很大也
很空旷。

集合时间：3月19日(本周六)上午九

点半
集合地点：济南国际园博园水之门停

车场
自驾路线：从市区沿国道104向西南

方向行驶，到长清区内大学路向西，经过
山东师范大学，向西一个路口即到园博园
水之门。

注意事项：
1 .在停车场集合，由生活日报工作人

员确认身份后，所有风筝节参与人员一起
进入园博园，在天圆广场放飞风筝，之后
可自由游览园博园。

2 .风筝节参与者，以接到生活日报电
话通知为准，并在电话中确认参与人数，
当日携带身份证在集合地点确认身份。未
接到电话通知或所去人数超出报名确认
人数的，不能作为100位风筝节参与者免
费入园。

3 .每个参与家庭请至少自备一只风
筝，参加放飞。

4 .请在指定的集中放飞场地放飞风
筝，禁止破坏园内植被。如有损坏，按园方
规定自行负责赔偿。

5 .如当天遇到下雨等不适宜放飞的
天气，活动将改期，具体更改时间生活日
报将另行电话通知。

□记者 赵文竹 徐佳 实习生 许盼

17日下午，在明星小学风筝社的教室
里，风筝制作课开始了。学校专门请来了
社区的风筝专家杨太祥给孩子当课外辅
导员，手把手地教孩子做风筝。同学都说，
风筝看着漂亮，做起来挺不容易的。

社团教室的前面黑板上方写着“让梦
想随着风筝自由飞翔”，教室四周挂满了
学生们自己亲手制作的风筝，就连后面空
着的桌子上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风筝。大
部分都是同学们自己亲手制作的。

这节课的内容是制作和平鸽风筝，在
有丰富制作经验的辅导老师杨太祥的指
导下，三年级到六年级的20多位学生开始
两人一组配合着把老师事先准备好的风
筝布材粘贴到一起。“慢点，抹匀点！”一组
的姚熠辉和苏丽群小心翼翼地先比划着
鸽子的翅膀和身体如何拼接才合适，在布
上折出一个印来，然后两个人配合着，一
个人拉着布料，另一个人一点点用竹签抹
上强力胶。胶水涂抹得不匀不行，如果有
接缝的地方没全部粘贴上也不行，同学们
都做得特别认真。

“我们去年做过八卦、还有蝴蝶风
筝。”双胞胎姐妹马欣、马奕因为都喜欢放
风筝，一起报名参加了风筝社团，姐妹两
个配合起来也比其他同学更心有灵犀，

“以前都是放买来的风筝，看着自己亲手
做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可高兴呢！”

杨太祥说，给同学上一节风筝课自己
要事先准备一个星期，“做风筝的布料都
是拿磨具烫出来的，要不然还没做，边儿
就散了。”平时做风筝用的竹签子都是杨
太祥劈的，他伸出手来，右手的拇指上还
有一道划破的伤口。

做好了风筝同学们一起到校园操场
放飞，五年级的小姑娘宋秋月一个人拿了
两个风筝，一个是五彩的蝴蝶，一个是上
面画着漂亮的Hello Kitty的八卦图形。

“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Hello Kitty，我
就从网上找了这张图，照着画到了风筝
上。”宋秋月说这两个风筝都是她自己做
的，“最难的一步是粘支架，得特别小心、
仔细，一点点地粘平整了，有时候一不注
意还会把竹签粘反了。”

社团辅导老师聂堃说，“平时孩子们
都忙于学业，放放风筝可以活动活动身
体，而且对眼睛、颈椎也有好处。”她表示，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不过怎么玩也需要老
师和家长好好引导。

让梦想随着风筝一起飞

■风筝达人

花絮一：海归小伙非得找济南姑娘
16日傍晚，一位穿着入时的小伙子来到

千佛山正门报名点，“你好，我刚从国外回来，
这是我的相关证件。”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
语，这位帅小伙在拿到报名表进行填写时犯
了难，“个人简介都写些什么啊？”“把您个人
的优点、兴趣爱好填上就行！”得到工作人员
的答复后，小伙迅速在个人简介栏里写上“人
品OK，长相OK，性格OK。”这让工作人员哭
笑不得。而在“工作”一栏，小伙子干脆都直接
用英文填写职业，“您这样写，对方万一看不
懂咋办？”小伙子若有所思地在择偶要求的性

格一栏中又加上这样一句话：有一定的英语
交流基础。

随后，记者在与这位小伙子的交谈中得
知，他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现在是一家公
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这几年只顾求学了，
感情一直空白，而且，我从内心里还是希望
找一个咱济南本地的女孩子。这次来参加相
亲会，就是希望能在这个大的平台上找到心
上人。”

本报记者 薛良诚 实习生 杨光 钟
媛媛

花絮二：四川小伙也爱上济南女孩
16日上午，百花公园西门报名点迎来了

一位来自外省的报名者小李。这位两年前从
天府之国来到泉城济南工作的小伙子不仅慢
慢地爱上了这座城市，更希望将来能够在济
南安家落户，并且找一位济南女孩成家。

在与小李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大学毕
业后，小李就从四川只身来到了济南，算来已
经有两个年头了。小李供职于一家央企，正式
在编，工资待遇都不错。由于工作的原因，再

加上自己来自外乡，接触异性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感情的问题一直没有着落。从小李与记
者的侃侃而谈中，小李显示出了“80后”独有
的特点：乐观、坦诚、率直。“要有稳定的工作、
性格要开朗，孝顺父母，顾家……而且，最好
是济南女孩。”当谈到想找一名什么样的媳妇
时，小李显得有些羞涩。

本报记者 薛良诚 实习生 黄霞 孙
玲玲

园园博博园园天天圆圆广广场场。。（（资资料料片片））

学学生生放放飞飞自自己己制制作作的的风风筝筝。。
（（记记者者 赵赵文文竹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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