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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3月2 9日，下午2点，天空下起了蒙蒙细
雨，石大妈还是准时来到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
街道玉函南区社区居委会，换上了志愿者专用
的红马甲。靠门处摆着一张桌子，东西两侧各
排着两个座椅，桌上是一叠厚厚的报名表。石
大妈作为“社区大妈”帮帮团的一员，日常工
作就是在这个相亲角接待来访者。

她没坐下多久，第一个报名者就来了，是
位3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领过一张空白表格，
沉默地填完，然后扫码加上了石大妈的微信。
“等会儿把你个人信息和照片发过来，回去等
通知就行了”，石大妈说。

一般情况下，填完表后3天左右就能收到反
馈，大妈们会按照硬指标进行筛选，匹配条件
相符的人进行推荐，觉得合适双方就可以加微
信进一步了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妈们
已经促成了一百多对情侣。

缺席的当事人与在场的父母

赵女士是这里的熟人，她一个月前就在这
里给女儿报了名，前后联系了3个相亲对象都不
满意。她有些坐不住了，赶紧过来问问还有没
有其他合适的对象。

石大妈拿出自己的登记名册，一张张A4
纸上密密麻麻地登记着男孩女孩们的信息，因
为翻看的次数太多，纸张的边缘都有些翘起。
在这份“花名册”中，每个人的信息被简化成
几个数字和汉字，并且被缀以独特的编号，在
册的人数已经排到了1400名开外。石大妈用手
比着年龄一列，按赵女士的要求筛选着28岁至
30岁的男孩，“这个军官怎么样？”“这个飞
行员呢？”

在相亲角，职业是比姓名更有用的代称。
凭借着年龄、身高、收入、房、车等可量化的
指标，再加上照片，就能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大体勾勒出一幅画像。但在家长那里，还有一
些其他的标准被纳入其中，譬如属相。

因为是工作日，来相亲角的还是家长居
多，像赵女士这样的“熟客”不在少数，居委
会主任赵惠见了他们，第一句话总是“先等
等，别着急”。在相亲这件事上，父母比子女
更焦虑，他们生怕错失了最佳时机。

于是，许多父母亲自上阵，参与到子女相
亲中来。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说，这是社会的
“惯性”使然。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完全
的婚姻自主只是很晚近的事件，绝大多数时间
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更具体的层面上

看，父母是有经验的过来人，作为子女婚姻的
旁观者，不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干扰，能保持
相对理性，给予阅历不足的年轻人以可靠的建
议。

在亲历了儿子的多次相亲后，张女士感
到自己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些脱节了。“我们
那时候都是先接触着，看看对方人品怎么
样、可不可靠。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现实
的，接触之前先打听好对方的条件，收入、
房、车都是第一位的。”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不是直接抛出来的，
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有一次，对方家长问张
女士：“你家有电梯吗？”常年周旋于相亲市
场的张女士读出了话外之音，这是在旁敲侧击
地问住房情况。她解释道：“有电梯的不得是
新建的高层楼房嘛。”

这次，张女士从朋友圈里看到相亲角，向
几个亲戚朋友打听好，专程坐公交车从八公里
外的地方过来。

由于年龄横亘在那里，张女士清晰感知
到两代人的隔膜。但在择偶原则上，张女士
和儿子却实现了同频，“门当户对”是他们
奉行的守则。“我儿子是本科学历，如果对
方是硕博士，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对方留
过学的话，也基本不考虑，这种一般家庭情
况比较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小英认为，在获
得普遍共识的以“条件对”“有感觉”“谈得
拢”为准则的“找对象”文化中，两代人的差

异，只在于对构成门户条件和个人身份条件的
复杂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偏差，同时年轻人更强
调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的所谓“看对眼”或
“眼缘”。

被动加入与主动挑拣

25岁的小李，昨天在微博上刷到了相亲角
的视频，今天就跟朋友相约过来报名。在一众
报名者中，她算是年龄偏小的那批人，可无奈
父母“催婚催得急”。今年过年回家，总共没待上
几天，年初五家里人还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

一些困于催婚压力的年轻人在网络上抱
怨，读书时家里人不许“早恋”，工作后又催
着赶紧结婚生子。这或许带有戏谑夸张的意
味，但也像棱镜一样，折射出了部分现实。

小李从事新媒体工作，身边同龄的男生
很少，单身的女同事却大有人在。没能把握
住校园恋爱黄金期的她们，只能或主动或被
动地涌入相亲大潮。对于相亲这种形式，小
李坦言，自己心里多少有些排斥，“但没有
办法呀”。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单身人口已经达到2 . 4
亿，年轻的单身群体数量庞大，相亲成为社交
常态。某婚恋平台的调查显示，38%的单身男女
首次相亲年龄不足23岁，24%的单身男女为23
岁—25岁。

不到两个小时，相亲角已经来了6位年轻
人，与来这里的家长不同，他们从来不过多停

留、问东问西。在问清楚流程后，他们就自觉
填表，加微信，然后离开。不管是否完全接
受，但公认的一点是，相亲确实是一种更高效
率的社交。

赵惠说，现在年轻人整天跟手机交流，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机会反倒变少了。屏与屏
的沟通，也诱发出面对面社交的恐惧。这背
后更深刻的现实是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
社会的流动性空前，维系一段亲密关系变得
不易。而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社交
时间被严重压缩。

有学者认为，相亲是一个自我确证的过
程。涌入相亲场的人，在密集的异性接触中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的评价与被评价，自我
认知经受着挑战与重塑，其中暴露出了当代年
轻人的一些问题。至少在婚恋上，成人并不意
味着成熟。

“现在小孩找对象跟以前不一样了。”年
轻人严苛得近乎不合理的择偶标准常常让赵惠
大跌眼镜。有个在央企工作的男孩，赵惠连着
给他介绍了20多个条件不错的姑娘，可对方都
不满意，这个是因为跟理想身高差了2厘米，那
个说没有眼缘。赵惠有些哭笑不得，“找对象
不就是找幸福生活嘛”。那么多条条框框筛选
出来的，就一定是最合适的吗？

很多年轻人过分追求完美主义，总是期待
着最好的那个。但事实上，最好是否可得都有
待证实。赵惠经常说，“这比解方程可难多
了，解方程总归有个答案，但这个有时候都解
不出来。”

媒人的淡出与社区的介入

赵惠有两部手机，常常是正用这个手机聊
着天，那个手机上又打来了电话。她的微信上
已经有1800多个好友，但还是不断接收到新的
添加通知。“这不一会儿没看手机，微信上又
多了9个好友申请。”刚说完，数字马上变成了
“10”。

白天的工作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可以休
息。晚上七点，上班族回到家后，赵惠跟石大
妈的忙碌才真正开始。一天里收集的信息择要
誊抄到笔记本上，比对两人的情况，再联系双
方结对子。她们定了个小目标，每天至少牵起
20对来，这样的工作得一直持续到十点半，周
六日也谈不上轻松。

赵惠是个资历颇深的红娘，她第一次给
人介绍对象是在18岁，那时候她刚参加工作，
担任团委书记。传达室大爷有个女儿，30多岁
没对象，大爷就向她求助，“小赵，帮你姐
介绍个对象吧。”正好赵惠住的院子里有个
小伙子，她就给两人牵了线，结果三个月后
两人就结了婚，结婚的时候还邀请她来参加
婚礼。

这件事让赵惠打心眼儿里高兴，后来她也
陆陆续续地帮别人介绍。但现在，她越来越觉
得愿意当媒人的人不多了，“媒人要负担很多
东西，婚后两口子是不是和谐，一方人品是不
是有问题，往前推都得算在媒人头上。”

去年3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玉函南区居
委会成立了“社区大妈”帮帮团，用赵惠的话
说，就是“敲敲门、见见人、聊聊天、关注辖
区的老弱病残”。上门的过程中赵惠发现社区
里有许多大龄单身男女，逢年过节时，家里父
母都会催婚，子女过年都不愿意回家，甚至影
响了家庭和睦。

为此，赵惠联合帮帮团16名社区志愿者，
开启了“免费发对象”的公益项目。今年正月
初六，相亲角正式“营业”。一开始，赵惠的
目标对象只是社区及其周边的单身男女，但没
想到事情一发不可收。

来报名的人，不光有济南各区县的，连青
岛、天津、上海、北京等地都有打电话来咨询
的，甚至还有家长替远在加拿大、南非的孩子
报了名。昨天相亲角的视频上了微博热搜，这
两天来线下报名的更多了，赵惠的电话快要被
打爆了。

相亲角这种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已存在多年，一般分布在公园里，自发聚集而
成。这样的相亲角，是点对点的连接，更自由
自主，但同时也伴随着无组织性，以及信息公
开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

由社区牵头的相亲角，弥补了上述缺陷。
赵惠介绍，社区大妈提供志愿服务，不收取任
何费用，“个人信息都是一对一对接的，能较
好地保证个人隐私”。居委会作为完全中立的
机构，充当了媒人的角色，没有情感上的偏
袒，只负责牵线搭桥。

“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
共同体，其功能是多方面的。”马广海教授解
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年人婚恋有很
多手段和平台，但是网上社交，有一些不可避
免的风险。社区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牵头而成
的相亲角，所获得的信任度更高，对于增强社
区凝聚力也有深远意义。

家庭作为一个缔结社会的纽带，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依然是社会的组成细胞。而相亲，作
为婚姻的前奏，在历经了千年的延续与迭代
后，也在两代人迥异的价值体系面前达成了某
种共识。媒人的角色在更替，相亲不复旧貌，
但仍旧生命力蓬勃。

不到俩月促成百余对情侣。来报名的人，不光有济南各区县的，连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地都有打电话来咨询的，，甚至

还有家长替远在加拿大、南非的孩子报了名———

济南社区大妈“免费发对象”

石大妈为来访家长介绍报名事宜。 □李梦馨 报道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年) 竞买保证金(万元) 其他规划实施要点（ 以规划部门规划意见为准）
容积率指标 建筑密度

2021TDGPLCM0004
历城区稼轩路以东、

虞山北路以北
54673 工业用地（ 标准地）

1 . 0≤地上≤1 . 6

地下≤0 . 1
≥40% 50 3150

详见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权网上交易

子系统网站：（ http://119 . 164 . 252 . 44:8001/portal/main.html）

2021TDGPLCM0005
历城区石济客专以西、

虞山大道以北
40595 工业用地（ 标准厂房）

1 . 0≤地上≤2 . 4

地下≤0 . 5
≥40% 50 3654

经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批准，济南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与济南市历城区自然资源局联合
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共计2宗，

具体详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自然人、欠缴土地出让
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履行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单位和在本市土地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中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关联
单位，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网上挂
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4月21日起登录济南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权

网上交易子系统(http://119 . 164 . 252 . 44 : 8 001，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子系统)下载网上挂牌出让公
告、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
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5月
14日16时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
书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16时。

因银行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
竞买申请人竞买保证金缴款时间适当提前。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时间为2021年5月6日9时至2021年5月17日9时
30分。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竞得人应当在

网上交易结束后按照挂牌出让文件约定时
间，持成交通知书、竞买申请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报名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及复印件，或代理人身份证和复印件
(以《挂牌出让须知》为准)到历城区山大北
路 2 5 - 1 号 5 0 4室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
后，签订书面《成交确认书》并报济南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备案；审核不通过的，竞价结
果无效，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牌
出让。竞买保证金按照《济南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试行)》的规定
办理。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必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资料到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数字证书，方
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并参与竞买。数字证

书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
统《使用帮助》。

(二)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
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
异议并全面接受。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进行)，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
及口头竞买申请。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是由网上
交易系统随机自动生成唯一的竞买保证金子
账号。

(五)土地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认
为该出让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提起
复议或诉讼。

(六)未涉及事项，以挂牌文件为准。

联系方式：
宗地编号：
2021TDGPLCM0004、2021TDGPLCM0005
济南市历城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25-1号

504室
联系电话：0531—88161272
联 系 人：赵恩新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1号楼

5楼大厅CA证书办理窗口
联系电话：0531—68966416
联 系 人：李明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济南市历城区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4日

济南市历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济历城自然告字〔2021〕3号)

当事人：赵常福
公民身份证号码：370728197502051810
你未履行本机关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

的3702002020007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金庆
公民身份证号码：371100197406031934
你未履行本机关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

的3702002020011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要求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

日内联系本机关履行缴纳罚款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可在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联系本机关提出陈
述和申辩。

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本
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本《催告书》。你们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催告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重庆中路548号
联系电话：0532—87651233
联系人：陈帅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4月7日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催告书》公告

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
龙南路分理处终止公告
机构编码：B0825U337060002
许可证流水编号：0066211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2月31日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4月1日
机构地址：莱阳市中古城建筑公司办公楼一楼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龙北路支行终止公告
机构编码：B0825S337060011
许可证流水编号：0066209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2月31日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4月1日
机构地址：莱阳市五龙北路98号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工业园分理处终止公告
机构编码：B0825U337060007
许可证流水编号：0066211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2月31日
批准终止日期：2021年4月1日
机构地址：莱阳市富山东路08号0001-111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下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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