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大方踊跃 男士矜持羞涩
晚报七夕相亲会男女报名比例为1:2,希望寻缘的男士们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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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海参，没有比我们胶东
半岛老百姓更了解的，几乎是家家
户户都在吃，吃海参的好处其实就
不用多说了，海参可以增强免疫
力，吃海参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投
资，无论男女老幼吃了都挺好。

福泽万家海参是一家老字号
海参生产企业，早年间是本地渔
民凭借多年对口碑以及对质量的
严格把控，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
回头客。但是近些年我们多次看
到不少天价海参，特别是食用海
参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孕妇及

生病的人，海参绝对不能造假，绝
不能当做牟利的工具。

我们用古法晾晒和加工，去
除内脏的海参需要大火煮 1到 2
个小时，再回水，再晒干，海参从
去除内脏到加工，中间还有除菌
等十几道工序。比如说，传统晾
晒过程中须添加草木灰，起到快
速吸收水分，保持营养不流失的
作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我们家的海参。福泽万家海参本
地直供销售，没有中间商，价格非
常公道，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真
正泡发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
海参。买过福泽万家海参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不怕货比货，也不怕
价比价，买过的朋友很多都成了
我们的长期客户。

老百姓对海参的好坏，最直接
最有效果的检验，其实很简单，首
先辨别海参是养殖的、野生的，还
是散养的，海参个头大小，参体是
不是饱满，参刺大小，涨发是不是
够大，还有就是要本地参，这个是
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现在不管
你以前吃过什么样的海参，福泽万
家海参全部免费帮您鉴别。望您

吃上价低质优的好海参，最后祝港
城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多福。

本次活动，福泽万家海参除
了在价格上给予市民最大力度的
优惠之外，更有专业人士全程指
导发泡，让不会发海参和发得不
是很熟练的顾客也能轻松发海
参，发泡不满意全额退款。福泽
万家海参向烟台市民承诺：福泽万
家海参个个4排刺，个个是本地参，
不掺加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
食用。请广大市民放心。

本次活动推出特级淡干刺参：
水产工厂直销价2800元，买一斤
送一斤，每斤折合1400元，买二斤

送二斤，折上折每斤1230元。
5A级有机淡干刺参：水产工

厂价3780元，买一斤送一斤，每
斤折合1890元，买二斤送二斤，
折上折每斤1490元。

抢购热线：0535-2911313。
福泽万家海参承诺不管顾客会不
会泡发海参，海参好，怎么泡发都
发得大发得好，发泡不满意无条
件退款。福泽万家，健康全家！

古法晾晒、价格公道、产地直供

泡发好不好
是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

福泽万家海参买一斤送一斤，5A级有机、绿色、健康
海参泡发大泡发好才是硬道理，有健康才有家，望大家都能吃上好海参，有个好身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姜竹青 王瑞
亭 摄影报道）昨日，莱阳市公益
爱心救援队 5名义工代表，带着
108名义工捐助的 10156元爱心
款，来到烟台毓璜顶医院东区二
楼新生儿病房交到王志军手中，
祝愿他的孩子早日康复出院。

王志军和妻子 2006年结婚，
今年 7 月 19 日女儿出生。女儿
出生的第五天晚上，突发呼吸困
难，被送到莱阳中心医院治疗，
后转到烟台毓璜顶医院，被确诊
为遗传代谢疾病。医院多次给
王志军的女儿下病危通知，从 7
月 25日至今，仍在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治疗，目前孩子靠呼吸机维
持生命，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救
治女儿的巨额医疗费，让这个普
通农家陷入困境。

王志军 2009 年参加烟台晚
报慈善义工莱阳分队，从此与公
益事业结缘。王志军至今做公益
历时11年，志愿服务达2000多小
时。助学路上、困难家庭中、敬老
院里，都曾留下过他带领公益团
队的身影。

莱阳市众多公益组织得知王
志军的女儿刚出生就患病住院的
情况后，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渡
过难关。莱阳蒲公英公益服务
队、莱阳阳光青年志愿服务队，共
计57名义工捐款4452元；莱阳公
益爱心救援队 108 名义工捐款
10156元；莱阳扬帆助学公益发展
中心 68名义工捐款 5006元。同
时，莱阳橄榄绿志愿服务队、莱阳
菜哥公益队、莱阳爱心传递服务
队等 14个公益组织，纷纷在各自
的公益队微信群内转发王志军的
众筹求助链接，短短 3天时间共
众筹 122729元。截至目前，莱阳
的公益团队及爱心人士共捐款
142343元。

上周末迎报名小高潮
人数女士要多于男士

上周末，七夕相亲会迎来
第一个报名小高潮。据玉兔佳
缘志愿者服务队工作人员介
绍，从 8日上午到 9日下午，到
上夼西路社区居委会报名的人
数达到了 25人。此外，还有一
些市民到阳光家居国际馆报
名。昨天，又有 10多位嘉宾来
到烟台晚报报名。

昨天中午，在吉林工作的王
女士专程来到报社给自己的儿
子报名。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和
丈夫都在吉林工作，她儿子今年
31岁，在烟台金融系统工作，她
和丈夫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他
们希望将来把家安在烟台。儿
子虽然事业、生活各方面比较顺
利，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女朋
友。她和丈夫这次来烟台，从晚
报上得知报社要举办七夕相亲
活动，就专门到报社来给儿子报
了名。王女士说，山东的女孩朴
实、贤惠、顾家，她希望儿子能在
这次相亲联谊会上找到属于自
己的缘分。

这几天，主办方开设的几部
报名电话热线一直响个不停，有
不少单身人士由于工作等原因，
先通过电话登记，他们表示等这
两天有了空闲再专程到主办方
指定的地点报名。另有部分单

身人士虽然打电话咨询活动相
关情况，但出于种种原因，一直
没有报名。有的单身者表示，自
己怕被熟人笑话不好意思报名，
但准备去相亲会现场观看活动
情况。从报名人数看，女士明显
多于男士，比例大概在 2:1，对
此，玉兔佳缘的沙红老师鼓励还
在观望的单身男士们：“抓住机
会，抛开顾虑。你若盛开，蝴蝶
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热心市民提出建议
爱心人士赞助活动

这几天，还有许多热心市民
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都觉得烟
台晚报为单身人士做了一件大好
事，并对活动提出许多有益的建
议。芝罘区微电影艺术家协会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在活动当天派
出最好的摄影师，无偿为本次相
亲会提供视频资料。此外，央视
数字摄影频道烟台工作站负责人
表示，他们在相亲会当天，组织烟
台摄影家到场拍照，为大会留下
珍贵资料，为嘉宾留下美好瞬间。

烟台的爱心企业和单位也
纷纷向此次相亲会伸出橄榄
枝。爱尔眼科医院愿意无偿为
此次相亲会提供医疗服务，该
院负责人表示，届时他们将派
出最好的医护人员，确保相亲
会顺利进行。昨天该院负责人
再度联系组委会，他们医院将

在现场免费为报名嘉宾和亲属
进行眼健康检查，所有在场签
到的嘉宾还将免费得到医院提
供的价值 600元的眼健康检查
券一张，并赠送视力表一张。
烟台水润净水器有限公司负责
人史春晓表示，公司准备向此
次相亲成功的嘉宾免费赠送净
水器。烟台希雅斯葡萄酒有限
公司张敏经理表示，他们将向
相亲成功的嘉宾及工作人员提
供有机橡木桶干红葡萄酒礼
盒，每个礼盒价值198元。烟台
鹏爱美容整形医院院长马艳平
女士致电记者，他们愿意向此
次相亲会提供盒饭、鲜花、果盘
和糖果等礼品。隐逸美容决定
向此次活动赞助美容贵宾卡
100张，总价值 96000元。烟台
女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为前
100 位报名的嘉宾准备了 160
条红丝巾及其他礼品。此外，
玫咖科技美肤馆丛经理决定，
向前 50位报名的女嘉宾提供 1
份高档面膜，总价值1万元。芝
罘区古韵摄影工作室表示，他
们将为部分嘉宾提供一套VIP
古装化妆拍摄，并赠送 10寸摆
台 1张。真美品质生活馆芝罘
区会所负责人牟建华表示，他
们将向报名嘉宾赞助部分远红
外护颈。烟台一饰缘负责人刘
女士表示，她们将为相亲会上
配对成功的男女嘉宾免费编一
对情侣红绳手链。

活动不收任何费用
只等你来报名牵手

此次“情定七夕缘来是你
大龄青年相亲联谊会”由烟台
晚报、烟台阳光家居国际馆、玉
兔佳缘志愿者服务队联合举
办，为纯公益性质的相亲活动，
主办方不收取任何费用。活动
初步定于 8月 22日（星期六）上
午在烟台阳光家居国际馆举
行。此次相亲联谊会主要针对
未婚适龄、大龄青年男女和离
异、丧偶的单身人士。

报名条件：女士年龄 23周
岁-40周岁；男士年龄25周岁-
45周岁。烟台晚报、玉兔佳缘
志愿服务队、烟台阳光家居国
际馆同时接受报名。报名者必
须按要求填写报名表，确保所
提供资料真实准确，主办方将
认真核实相关资料，报名时请
务必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如身
份证、离婚证、户口本等）。活
动同时征集协办单位，主办方
欢迎热心志愿者参与活动。

联系电话：18663826865。
报 名 电 话 ：18663826865

（徐老师）、18653599059（王老
师）、18300543957（史老师）、
18563835367（沙老师）、2116895
（阳光家居国际馆）。

2、现场报名：（1）到烟台晚
报报名 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
号烟台日报社一楼接待室（周一
到周五，每天上午 9点到 11点，
下午2点到4点）；（2）到玉兔佳缘
志愿者服务队报名 地址：上夼
西路 026-9号上夼西路居委会
活动室（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
点，下午2点到4点）；（3）到阳光
家居国际馆报名 地址：芝罘区
芝罘屯路84号（周一到周日，上
午9点到下午5点，中午不休息），
联系电话：2116895。

3、通过玉兔佳缘微信公众
号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8 月 18 日
上午11点。

YMG全媒体记者 徐鲲 曲彩云 摄影报道
烟台晚报联手玉兔佳缘、烟台阳光家居国际馆举办的“情定七夕缘来是你 大龄青

年相亲联谊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最近几天，主办方开通的多部报名热线咨
询电话不断。截至昨天下午5点，已经有80位单身人士报名。此外，还有众多爱心人
士表示愿意为此次相亲联谊会提供赞助，还有市民表示，愿意做相亲会的志愿者。从
报名总体来看，女士报名人数相对较多，希望在七夕寻缘的男士们该抓紧时间了。

新生女婴突发重病
莱阳爱心人士捐款1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