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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故事

爱情树会员资料（中年组）

中年组女嘉宾

（01）女，38岁，身高
160cm，硕士，短婚，金
融。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以上，大专学历，
有稳定工作。

（02）女，47岁，身高
160cm，离异，本科，公
司。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 以上，有稳定工
作。

（03）女，52岁，身高
167cm，离异，本科，教
师。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0cm以上，事业。

（04）女，51岁，身高
169cm，离异，大专，教
师。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05）女，43岁，身高
158cm，离异，大专，护
士。

觅：年龄相当，46岁
以下，身高170cm以上，
有住房。

（06）女，38岁，身高
165cm，未婚，本科，事
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5cm 以上，有稳定工
作。

（07）女，38岁，身高
166cm，离异，公司。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08）女，51岁，身高
160cm，丧偶，经商。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09）女，59岁，身高
160cm，离异，企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不限，人品好，有稳定收
入。

（10）女，56岁，身高
163cm，离异，商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5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1）女，50岁，身高
160cm，离异，公司。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2）女，40岁，身高
158cm，未婚，国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3）女，45岁，身高
163cm，未婚，企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4）女，52岁，身高
163cm，离异，企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5）女，43岁，身高

170cm，未婚，外贸。
觅：年龄相当，身高

173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中年组男嘉宾

（01）男，42岁，身高
182cm，离异，本科，事
业。

觅：年龄相当，不超
过40岁，性格温柔，会过
日子。

（02）男，46岁，身高
165cm，离异，国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
不限，有稳定收入。

（03）男，53岁，身高
172cm，丧偶，教师。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左右，有稳定收
入。

（04）男，42岁，身高
172cm，离异，央企。

觅：年龄相当，可带
一女孩，有稳定收入。

（05）男，40岁，身高
165cm，离异，企业。

觅：年龄相当，离异
未婚不限，有稳定工作。

（06）男，54岁，身高
170cm，离异，国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07）男，43岁，身高
175cm，未婚，国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08）男，45岁，身高
172cm，离异，政法。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工
作。

（09）男，52岁，身高
173cm，离异，国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0）男，53岁，身高
178cm，丧偶，事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有稳定收入。

（11）男，43岁，身高
175cm，短婚，教育。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2）男，56岁，身高
172cm，离异，企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以上，温柔善良。

（13）男，53岁，身高
174cm，离异，经商。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4）男，53岁，身高
172cm，离异，公司。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收
入。

（15）男，50岁，身高
180cm，离异，事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
160cm 以上，有稳定工
作。

“谢谢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
乐部为我们牵线，我们两个人订婚
了，这是我们的喜糖！”几天前，一
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中年男女携
手走进了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
乐部，将几包喜糖递到了工作人员
手中，这对幸福的情侣就是正平
（化名）和白梅（化名）。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幸福吧！

“缘分说来也奇妙，第一眼见
到白梅，我就感觉她是我要找的那
个人。”回想起与白梅的初次相遇，
正平觉得一切都是缘分使然。

正平今年49岁，6年前他和前
妻离了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去
年9月初，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
名加入了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
乐部成为了会员。之后不久，在焦
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部就举办
的中年交友联谊会上，正平见到了
白梅。“当天活动现场大家的热情
很高，她的表现很抢眼，引起了我
的注意。”正平说。在互动活动中，
正平特意和白梅搭档，并借机跟她
聊了几句。

正平身高175cm，看起来成
熟稳重，他的主动搭讪也引起了白
梅的注意，就这样，正平和白梅交
换了手机号，互相添加对方为微信
好友。

交友联谊会结束后，正平和白
梅开始通过微信进行联系。白梅
今年45岁，她和前夫离异后，独自
带着女儿生活。当她得知正平也
是单亲家长，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
带着女儿生活，并且还能够把孩子
照顾得很好时，心中不由得对正平
多了几分赞赏。“我们两个都是单
亲家长，知道其中的不容易，所以
才更能够发自内心地珍惜对方。”
白梅说。

在和白梅相处的日子里，正平
总是竭尽所能地给白梅更多关爱，
并且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白梅的女儿。正平的付出，白梅都
看在眼里，她也真心实意地关爱着
正平和他的女儿。

在与白梅的一次次接触中，正
平对她的感情在一次次加深，想和
她结婚、组建家庭的念头也越来越

频繁的在心头打转。
去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正平和

白梅共进晚餐后去看电影，当时的
电影情节非常温馨，正平看看电
影，侧头看看白梅，想着两人接触
后的点点滴滴，心头不由得溢满了
温柔。“白梅，咱们结婚吧。”看完电
影走在过道上，正平拉着白梅的手
突然告白。正平的告白让白梅有
些诧异和惊喜，想要同意又有些不
好意思，她低声问道：“我们是不是
太快了？”正平摇摇头：“在和你相
处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我想
和你共同组建幸福的家庭。”听到
这里，白梅心中满是甜蜜。

为了表达对焦作晚报爱情树
单身俱乐部的谢意，日前，他们专
程赶来给工作人员送上了喜糖。

爱情树下寻真情，佳偶良缘晚
报牵。看了正平和白梅幸福牵手
的故事，单身的你有没有心动呢？
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焦作晚报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热线8797520，
寻找专属于你的缘分吧！

“爱情树”当月老
中年男女喜牵手

本报记者 李洋洋

每次想起此前失败的婚姻，杨
超总是忍不住叹息，他衷心地期待
遇到一位能聊得来的另一半让自
己忘掉伤痛。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杨
超。电话里他的声音富有磁性，给
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在国企工
作的杨超，工作认真负责，由于素
质高、业务能力强，总能又快又好
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各项任务，因此
很受领导的器重，与同事相处也很
愉快。

奈何命运戏人，温文尔雅的杨
超遇到了性格暴躁的前妻，婚后的

两人因为价值观和性格的不同闹
过别扭。杨超想着结婚不易，更不
忍孩子受到伤害，虽多次忍让也没
有换来想要的结果。心力交瘁的
杨超最终还是和前妻离了婚，自己
带着女儿生活。

“得知焦作晚报开办爱情树单
身俱乐部后，我将找到另一半的希
望放在这里。”说起报名时的初衷，
杨超说。离婚后的一次偶然，杨超
看到了焦作晚报有关爱情树单身
俱乐部开展交友联谊会的报道，觉
得焦作晚报举办的相亲栏目有权
威性、会员多、范围广，是自己找对
象的理想平台，于是报名加入了。

“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传统男
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完整的家
庭，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
境。”杨超说，经历一次失败的婚
姻，让他变得更加稳重，也更懂得
珍惜。那么，他希望未来能够和自
己相伴生活的人是怎样的呢？杨

超说，他希望女方性格开朗、文静
贤惠、敬老顾家、脾气温和、能够踏
实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身高
160cm以上，年龄相当，有固定工
作，未婚或离异无子女都可以。在
杨超看来，适合自己的便是最好
的，两个人能够聊得来、相互有舒
服感、给彼此一个温暖的依靠，这
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单身女会员，杨超是否符
合您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如
果您也恰好符合杨超对另一半的
要 求 ，快 快 拿 起 电 话 拨 打
8797520，缘分或许就在这通电话
中。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部
会员报编号即可获得杨超的联系
方式，非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
部会员请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
间携带个人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生活照等资料前往人民路报
业·国贸大厦303室报名，随后便
可以与杨超取得联系。

稳重单身爸爸渴望遇到温柔贤淑的她
本报记者 李洋洋

人物名片：杨 超（化名）
性别：男 年龄：41岁
身高：178cm
推荐理由：性格稳重，有责

任心，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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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玲）第一届
焦作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正
式启动。记者昨日从市人社部
门获悉，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财政局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焦作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拟定于6月25日举行。我省范
围内在站或已出站的博士后人
员、拟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海内外
博士群体，均可报名参赛，报名
时间截至6月20日。

据了解，此次大赛作为第五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焦作专项活动之一，是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才
强市战略，打造新时代焦作市博
士后创新创业赛事品牌，有力推
动产学研融合和博士后科研成
果转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为现代
化焦作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撑的有力之举。

根据活动安排，本次大赛以
“博汇山阳、智创未来”为主题，
设创新赛、创业赛两个组别。创
新赛组别划分为现代农业与食
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新材料

及新能源（含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制造及其他领域（含新一代
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其他产业
领域）方向、设1个赛道进行比
赛。创业赛组别不划分专业领
域，设1个赛道。

在参赛方式上，参加创新
赛、创业赛符合参赛条件的博士
后研究人员（或团队）向所在单
位自主报名或向县市区人社局
博士后管理部门报名参加；创新
赛、创业赛组别由各博士后工作
站设站单位、创新实践基地设立
单位组队参赛；各组队单位推选
1个以上名额参加全市决赛。

比赛按照创新赛1个赛道、
创业赛1个赛道，以路演方式进
行，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分”
的评选方式，我市比赛现场采取

“8+7+1”模式，项目路演8分钟
（不超过8分钟），评委提问7分
钟（不超过7分钟），1分钟打分。

在激励政策方面，主办方也
是诚意满满。我市创新赛和创
业赛两个组别，将分别决出金奖
1个、银奖1个、铜奖2个、优胜
奖若干，可享受我市贴息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推荐参加全省总决
赛。对获奖项目团队核心成员
中的我市博士后研究人员，颁发
焦作市创新创业优秀博士后证
书。

经市人社部门推荐，参加全
省总决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均
纳入下一年度博士后资助经费
重点考虑对象，获奖的在站博士
后人员，申报经费资助时，经过
专家评审符合条件的优先给予
资助。另外，获得金奖的项目核
心成员（前3名）为博士后的，可
不受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申报正高级职称；获得银奖、
铜奖和优胜奖的项目核心成员
（前3名）为博士后的，可不受事
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申报
副高级职称；获得金奖、银奖、铜
奖的项目可作为博士后参加职
称评审的工作业绩。

获奖项目落地，各地人才项
目予以优先支持，并享受减免场
租等政策支持。大赛获奖项目
择优推荐给各类投资机构，大赛
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择优给予
贷款授信支持。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根据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运行工作总体安
排，6月 1日，省文化和旅
游厅将首批省级文化和旅
游业“白名单”企业进行公
布。焦作5家文旅企业入
选，分别是A级旅游景区：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青天
河景区、神农山景区；精品
民宿：云上院子、周窑十八
坊。

省级文化和旅游业“白
名单”企业实施动态调整机
制。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据了
解，为统筹做好文旅行业
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
作，5 月 28 日，我省出台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业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和白名单
企业保障办法》，省文化和
旅游厅遴选一批文化和旅
游“白名单”企业，通过精
准施策助“白名单”企业纾
困解难。

对“白名单”企业的“四
保”（保生产经营、保物流畅
通、保政策助力、保防疫安

全）工作举措主要有，在做
好疫情防控保障措施的前
提下，加强各项纾困助企政
策的协调、倾斜和直达，确
保“白名单”企业安全正常
生产经营，稳住文化和旅游
业发展基本面。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加
强服务保障，实施“白名单”
企业包联机制和周调度机
制，确保优惠政策直达企
业。加强政策支撑，整合资
金对“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百大标识数字化展示项目、
研学旅行等进行奖补，开展

“河南人游河南·河南人爱
河南”惠民消费活动，鼓励

“白名单”企业采取预售、发
售年卡等形式开展经营，加
强金融支持，对“白名单”企
业最大限度保障贷款额度
和贷款利率优惠。

据悉，全省文旅企业
“白名单”企业分为省级和
市级两类，旅游景区、星级
旅游饭店、旅游演艺、精品
民宿等意向企业，可以分级
向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辖市
（含济源示范区）文化和旅
游部门申报。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记者
昨日从焦作师专获悉，近日，由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指导，中
国青年报主办的2020年度“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结
果揭晓，焦作师专文学院小学语
文教育专业1903班学生敬洁茹
荣获2020年度“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敬洁茹这个荣誉“姗姗来迟”。前
几天相关文件下发，学校才得知她
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敬洁茹今年22岁，来自豫

东农村，幼时因髋关节脱位先后
接受两次手术。病痛曾让她一
度消沉，而文学与诗歌，却让她
重新燃起了希望。近三年来，敬
洁茹创作了多首诗歌，并且在
《河南科技报》等多家报刊杂志
上发表，其作品先后在省级、校
级比赛中获得奖项。她身残志
坚，不惧人生中的风暴，不向命
运低头。虽然命运的魔掌摧残
了她的身体，但是她心中的梦想
一直在向上生长。

焦作师专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通过典型选树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在校团委、学工部的
指导下，文学院利用“以文化人”
辅导员工作室开展系列活动，大
力加强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积极发挥榜样引领作用，鼓
励新时代青年以青春之我践行
自强精神，进一步在当代大学生
群体中选树可亲、可敬、可信、可
学的身边榜样，先后有胡佳华、
芮建雄、李福叶、敬洁茹四名优
秀团员青年代表荣获“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他们作
为优秀青年代表在广大青年中
树立了自立自强的榜样。

本报讯（记者王冰）一
年一度的高考临近，为了让
考生拥有一个放心的食品
安全环境，确保高考期间食
品安全，5月30日起，市市
场监管局启动了2022年高
考期间食品安全专项快检
工作。

6月1日，市、区两级市
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联合
第三方抽检机构，对焦作一
中学生教职工餐厅、焦作市
宇华实验学校食堂进行食
品抽检。

在焦作一中餐厅后
厨，在执法人员和学校相
关负责人的监督下，专业
抽样人员现场抽取了黄
瓜、姜、辣椒、鸡蛋、胡萝
卜、西红柿、花菜、杏鲍菇、
海带丝（自制凉菜）、鸡肉，
大葱、茄子、莲藕、上海青、
大白菜共计 15 个批次。
在学校餐厅内，专业检测
人员利用快检设备进行现
场快检。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快检技术具
有检测速度快、时间短、效
率高等特点，通常10分钟
至30分钟即可出结果。如
果我们通过快速检测发现
被检测的食品及原辅材料
涉嫌质量问题，我们将要求
食堂暂时停止使用，并及时
将涉嫌质量问题的食品送
到专业检验实验室作进一
步检测。”

现场，检测人员利用试
剂对抽取的样品进行了农
兽药残留、重金属、生物毒
素、非法添加等项目的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暂未发
现不合格产品。

当日，在抽检食品及其
原辅材料质量的同时，执法
人员还对两所高中食堂的
卫生状况、食品及其原辅材
料的购进、储藏情况、食品
留样情况，食堂从业人员资
质，以及校园周边食店的食
品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以
确保高考期间校园食品安
全。

“最强大脑”PK，快来报名吧！
我市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食品快检助力高考
为师生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6月1日，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联合爱心企业多氟多实业集团
党委，先后到解放区、山阳区、沁阳市、孟州市定
点隔离宾馆，看望慰问在我市集中隔离休整的

河南援沪医疗队队员，为他们送上健康饮品，向
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图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来到山阳区隔离宾馆慰问援沪医疗队队
员。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荣获2020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焦作师专这名学生好样的！

河南省公布首批省级文化和
旅游业“白名单”企业

我市5家文旅企业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