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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师投身“红娘”这个行业已经有13个年头

了。好成人之美的姜老师从调味品、日用品批发转到

婚介这个行业来，立刻就爱上了这一行。“我希望能

尽力为会员打造一个完美的婚姻”是她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因为其性格开朗，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因

此由她牵线搭桥后，走到一起的有情人已经数不过来

了，说到这里姜老师不免流露出一丝自豪之情。

从过去到现在，征婚的男男女女姜老师也看了

不少。“现在来征婚的人已经比过去要多得多了。主

要还是理念上的变化，所谓的变化就是人们接受婚

介的程度。”姜老师给我们分析道，“过去婚介公司

的需求不大，近几年随着剩男剩女越来越多婚介公

司也算是一个新兴产业，现在人们开始慢慢接受婚

介。更多的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扩大选择面，来征

婚的人阅历也要比以前丰富得多。不过征婚的人年龄

段和过去倒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主要集中在1975年

以后的70后和80后这样的适婚年龄。”

姜老师统计了一下，前来征婚的年轻人中有些

是父母陪同一起来的，往往是父母比孩子急，占了

1/3；自己单独前来征婚的占了2/3，这两种不同的情

况原因也不尽相同。“父母陪同一起来主要还是因为

孩子答应了父母来找对象，另一部分自己来征婚的

人则比较遵从自己的意愿。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

定位来给他们拟定方案。”

“现在来征婚的年轻人目标性要比过去强，普

遍都比较明确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他们看重的首

要条件是对方的学历和工资收入，“当然，最关注

的还是外形，第一感觉嘛”，男方主要看重女方的外

形，学历普遍要求大专以上就可以了。而女方则主要

考虑男方的性格，是否有责任感，综合实力包括收

入，房产等各方面。“可以说都比较现实吧”，姜老师

也略显无奈。干这行久了，姜老师对一些来求偶的年

轻人也了解不少，其中就不乏婚恋观念有点偏差的

人，比如：对自己过分自信，对另一半定位特别高。这

时，姜老师通常都会为他们进行深度的心理测试和

沟通，“人都希望找到完美的另一半，我们会找出一

些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能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检查对方是否与自己匹配。”

红娘档案：姜为兰 

喜之缘婚介所资深婚恋顾问

他

上海婚恋博览会主办单位之一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美术设计总监，其活跃的思维如同海

里小鱼那般灵动。相比摇滚乐，他更爱轻音乐；相比浅色系，他

更钟情于类似草地绿的亮色系。他不是大男人主义，还有点小

幽默，时常会逗身边的人笑，为日常生活增添不少乐趣。他有点

完美主义，自己设计的东西，往往会再三斟酌，反复修改。这时

执着的他有着不一样的帅气。

工作上，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生活中也有一个与别人不同

的爱好，那便是收藏设计精美的模型，尤其是电影中出现的各

种道具模型。其中，《魔戒》的战士头盔、小型城堡模型是他最

喜欢的两件收藏品。

对于种养动植物，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

比较好的经济条件让动植物得到很好的照顾，对它们而言也是

种伤害。既然决定种养动植物就要时时刻刻对它们负责，用心

照料，不让它们枯萎、死亡。对于爱情，他的描述是在茫茫大海

中寻觅自己的同类，他希望能找到一位与他一样有抱负、有追求

的可爱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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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
资深婚恋顾问

顾问心语：我希望能

把幸福的婚姻传递

给每一个真心需要它

的人。因为我坚信：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我们针对白领婚恋的需

求，提供专业的婚恋服务，为您带

来高效率高质量的婚恋选择。

从业：12年

•韦思阳
高级婚恋导师

顾问心语：在众多的

婚恋咨询者中，我

始终播撒着一种理

念：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也没有

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他们缺乏的

是一种正确的婚恋观与适合他们

的婚恋交往技巧，通过帮助，每

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从业：4年

我理想中的她：

喜欢女性的个性：乐观开朗、睿智细心的知识型女性

喜欢女性的外貌：大眼睛、身材纤柔的高个子女生

喜欢女性的年龄：23-28岁

昵称：甜蜜蜜

生日：1988年

身高：167cm

学历：本科

职业：行政专员

户籍：上海

恋爱心语:我希望找到一个

运动型阳光男生相伴。

昵称：豆豆
生日：1982年
身高：166cm
学历：本科
职业：公司HR
户籍：上海
恋爱心语:渴望一段稳定的恋情和一个稳重的他。

昵称：白露为霜

生日：1985年

身高：162cm

学历：本科

职业：单证专员

户籍：上海

恋爱心语：稳重、孝顺、包

容、可以让我依靠。

昵称：若冰

生日：1980年
身高：178cm
学历：硕士

职业：公务员（科级干部）
户籍：上海（有复式婚房）
年薪：20万左右 
恋爱心语:想找一位真诚、温
柔、有气质的女生相伴。

昵称：自由地飞
生日：1978年

身高：176cm

学历：本科

职业：互联网IT
户籍：上海(有婚房）
年薪：15万

恋爱心语:希望找一个性格开
朗的女生，陪我走遍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联系电话：54563868

女生版

男生版

寻缘墙 由上海喜之缘婚姻介绍服务中心提供

想要联系本期红娘，咨询单身嘉宾情况，请联系喜之缘婚介

www.sh9000.com（54563868）

喜之缘红娘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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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而清
34岁，水瓶座，美术设计总监，上海人

•邬秋蔚
资深婚恋顾问

顾问心语：真正

的爱情并不一定

是他人眼中的完

美匹配，而是相爱的人彼此心

灵的相互契合，是为了让对方

生活得更好而默默奉献，这

份爱不仅温润着他们自己，也

同样温润着那些世俗的心。

从业：10年

•藤莉
高级婚恋顾问

顾问心语：其实

幸福的人生也要

像经营事业一样

的用心，重要的是懂得坚持、

懂得珍惜。在喜之缘这样一

个专业的平台，我愿能帮助

更多的单身男女步入婚姻的

殿堂，找到幸福方向。

从业：3年

昵称：花开花落

生日：1978年

身高：175cm

学历：博士

职业：制药公司高层

户籍：上海（有房有车）

年薪：35万左右 

恋爱心语:渴望传统的爱情，

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心灵对话

Q：童年时期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A：在我考上高中时，我父亲因工作过度劳累，突然病
故，后来妈妈一人抚养我，其中辛劳可想而知，所以和母

亲特别亲。

Q：说一件成长历程中最让你骄傲的事情。

A：考研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事。在28岁那年，我决心
重返校园继续深造，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大不如以

前，头一次考研因一门文化课未过线而失利。当时很多

人都劝我打消读研的念头，但我不愿意做半途而废的事

情，并且辞去工作，全心复习一年，最终如愿考上心仪的

学府——中国美术学院。

Q：你是某种控吗？

A：我算是有点“生物高科控”，如果哪个生物、医药、医
学类的女生跟我讲述某项科技新发明，我耳朵会竖得很

高。在读研期间，结识了一位复旦生物医学系的男生，一有

空我就会去他们的实验室看他们做实验或是与他们一起

做实验。

Q：你能推荐一部最近喜爱的电影吗？简单说说你推荐

的理由？

A：《百万美元宝贝》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影片中的
女拳击手意志坚定，在31岁时，她决心通过拳击改变自

己的人生。一开始教练觉得她年龄过大，不愿意收她为

徒。但她坚强不屈的毅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打动了

固执的老教练，并逐渐走向拳坛的巅峰。

Q：你为异性做过的或者渴望做的一件最浪漫的事是

什么？

A：我想带未来的爱人去海边沙滩露营，一起观赏日落
和日出。大海有一种让人忘却烦恼和悲伤的力量，日出

日落能给予人美好的动力，这两者完美结合顿时让人心

胸开阔。

Q：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或崇拜的人是谁？说

说理由。

A：我比较敬仰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佩服她的勇气
和魄力，她坚定的意志与聪明才智也令我十分欣赏。

Q：你如何看待“裸婚”这一现象？你觉得物质条件对

婚姻生活美满有很大影响吗？

A：我觉得裸婚是挺好的模式，我有几个研究生同学就
是这样步入婚姻的。两个人生活既能降低生活成本又

能提前享受夫妻生活。所以，在我看来物质条件对婚姻

生活影响不大。当然这一切得建立在双方深入了解之

上，只有这样才会结出幸福的果实。

Q：你怎么看待相亲？

A：相亲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找到另一半。希望在我找到
对的她之前能参加更多的相亲活动。

Q：你对推荐你的这家婚介公司有什么看法？如果用5

分表示非常满意，你给他们打几分？

A：婚介公司的老师对我还是相当热心的，我打4.5分。

想报名参加本栏目，咨询情感问题或者有任何投诉和建议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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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热线：

021-54197163 E-mail至hlcon3113@yahoo.com.cn

许佩荣
上海市巾帼园婚介所，资深爱情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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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情顾问提问，可发至http://weibo.com/lifeweekly

“相约海湾、邂逅张江宝钢男”
专场相亲会

张江男智慧，宝钢男稳重，从上海市第二届婚恋博览会（万人相亲会）现场反馈，大型集团男生受到广泛的

关注和欢迎。为满足社会需求，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和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青年报社《生

活周刊》将联合举办“相约海湾、邂逅张江宝钢男”专场相亲会，欢迎广大单身青年前来报名！

报名热线：

61177878
54197163

“寻缘须知”：

1.凡35岁以下的适龄单身男女可到指定机构报名参会，并参与指定相亲交友会现场的爱情巴士、红桌情缘、

面具下午茶、百里挑一、漫步情侣路（双人；四人脚踏车），爱情碰碰对（卡丁车）、在水一方（游船）等所有深度相

亲交友活动。

2.单身人士到指定授权报名点自愿报名登记时，必须进行身份认证、并填写《真实信息承诺书》后，发放“入

场券”和“编号卡”，入场券和编号卡需配对使用，只限单身人士本人佩号进场。

3.报名登记时请携带好身份证、未婚、单身证明（户口本、离婚、丧偶证明）、学历证和本人照片两张（报名照

和近期生活照各一张），本活动不接受父母代子女登记报名。

4.本次相亲交友会为小型、专场、深度交友性质相亲会，以单身女性报名为主，同样也欢迎单身男青年本人

前来报名。

5.参加活动者收取活动成本费100元/人。

6.本次相亲会分“男宾票、女宾票”，只提供给经审核认证参会的单身男女，一人一票、编号实名制，为了让有

缘人更直接的了解你找到你，请单身朋友务必凭票佩号入场并参与互动活动和享受现场特定的各项服务等。

@大声听：七年前，我刚走出校门，和他相识，在交往后

两年我们搬到了一起。在这七年里他很爱我、也关心我。而

我，这几年也把自己的感情全部给了他，从不对他有过什么

的疑心。这几年，除了春节那几天他很少回家。但最让我想

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在前不久无意间发现他已经结过婚

了，小孩也五岁了。而他的这段婚姻就发生在我们交往之

后。毕竟七年的感情都陷进了，我该怎么办？

爱情顾问：看完了你的留言，我想要问你：“你同他相识

七载，五年里同住一处，在你认为的相爱的日日夜夜里，你确

实用心了吗”七年来往，同住五年，你竟然连他在外成婚生

子都毫无觉察，是你对他的极度信任所致，还是你对他的

无心漠然而致？整整五年，你怎么毫无察觉其间的变故而

一如以往，怎么对他已经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还会没有丝

毫生疑而去深究？你是不是要想一想了，这几年里，你对

他的进出、去留并不是十分上心，对他的躲躲闪闪也并未

格外留意，在种种疏漏之中，给他情系另处，留爱他人，敞

开了一道又一道任他在外游走的大门。

信任，并不是要对一切都闭上察看的眼睛。忠诚，要

靠必要的防范来加以守护。事已到此，面对他已经成为她

人夫、他人爹的态势，任何对你的劝言、慰语，都不能够帮

助你继续挽住他而解脱困局。在此可以给你的一个指点

是：你们同住五年，对外是以何相称？如果你是以他为老

公来示世，他也是称你为妻子，那么你可以找找他是否已

经涉案重婚的证据。而你则要在明知他已有婚姻之后即

刻退出，以免也如同他一样同踏重婚的罪途。

由于近期一直持续高温，为参加活动的

单身人士身体健康考虑，“相约海湾、邂逅张江

宝钢男”专场相亲会将延期至九月，还望大家

谅解并相互转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报

名，积极参与。

“缘定西溪”精英白领非诚勿扰之旅2012

年8月25日正式开启，500强单身精英男女

的西溪寻缘，别错过，一生的爱情。

咨询电话：021-54653799 

喜之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