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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版《非诚勿扰》最近很火
最近，黑龙江广播电视
台文艺频道一档名为《相亲相
爱》的老年相亲节目火了。此
前，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选
择》等相亲节目也引发不少关
注，
这些节目堪称中老年版《非
诚勿扰》。进入晚年，
一些老年
朋友因丧偶或离异孤身一人，
但他们不缺追求幸福生活的
心愿。如何在电视相亲平台
上赢得对方青睐，
记者就此展
开采访。
老人
“电视相亲”
态度更认真

旭介绍，在节目中，年轻人嘉
宾相亲更为开放，往往看到
适合的就会选择先牵手试
试，而老年朋友却会问得更
多，
“上一段婚姻是因为什么
原因结束，性格怎么样，嘉宾
对这些最为关注”
。
在石晓旭看来，谨慎、认
真并不代表在电视相亲平台
上的老年人更为保守，有些
嘉宾的表达很是直接，
“我挺
喜欢你的，怎么办？”
“咱们握
手拥抱好吗？”像这样的金句
在节目中并不少见，石晓旭
觉得，这体现了嘉宾们的自
信，也反映了老人追求幸福
的渴望。

吕仁斗在当地老年大学学习
拉丁舞，因为舞技出众，他受
邀请参与《相亲相爱》节目录
制。出彩的舞台形象，受到
一众女嘉宾的青睐，他最终
与一位来自齐齐哈尔的退休
教师牵手下台。
然而，台上的成功并不
意味着台下一帆风顺。吕仁
斗介绍，
与对象相处不久，
两人
就因为距离和经济原因分手。
吕仁斗介绍，虽然那次
电视相亲并未走到最后，但
他觉得登上屏幕征友，给自
己再找老伴带来新的机
会。节目播出后，半年内他
接到了两百多通来电，但至
今仍未找到合适对象，
“不是
嫌我收入低了点，就是对方
身体不大好，还有些是性格
合不来。老年人相亲，这三
大指标要彼此认可，才能走
到最后”
。

5 月 19 日，记者联系上
《相亲相爱》栏目组节目编导
石晓旭。石晓旭介绍，
《相亲
相爱》自 2012 年开播至今，
“三大指标”
左右成功率
在服务年轻人的同时，将关
注的目光也放在了中老年群
黑龙江哈尔滨 70 岁的
5 年前老伴突发脑淤
体的身上。如今，
《相亲相 吕仁斗，
爱》中老年专场已成为固定 血去世，此后，他也想找个老
伴再过日子，却因为交际圈
节目形式稳定下来。
“老年朋友上电视相亲， 太小，难觅合适的对象，
“虽
养老方式合拍才能走得远
和年轻人相比，对另一半的 然是熟人介绍，但选择面不
要求更为谨慎、认真。”石晓 大，成功的概率也就变低”。
国家二级婚姻家庭咨询

师谢延景长期关注老年交友
节目。他发现，节目中男女
嘉宾对另一半要求不同。女
性登上电视舞台，是希望能
找到生活背景差不多，有共
同语言，愿意疼爱自己的老
伴，因此客观条件很重要，但
如果男性能满足女性情感上
和精神上的需求，也能让自
己加分不少。男性嘉宾则更
侧重于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为何有些嘉宾牵手成功
后仍会分开？谢延景分析，
有些老年朋友不愿意给子女
添麻烦，以房子为例，男方都
希望女方有自己的房子，他
走了，女方就回自己地方住，
但女性几乎都不愿意，因此
产生分歧。谢延景建议，要
让线上缘分得到延续，提前
做好财产分割再去找另一半，
各方阻力会更小。他还指出，
老年人相亲的需求其实就是
对一种养老方式的需求，
要想
长久，
就得努力让彼此养老方
式合拍。
（本报记者鲍杰）

民主人士经六路离港北上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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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部民法典呼之欲出
本报讯“离婚先冷静 30
天”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QQ 号 和 游 戏 账 号 可 以 继
承”
“ 禁止高空抛物”……涵
盖生活方方面面的民法典草
案，于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引
发热议，频繁刷屏。作为我
国条文数最多的一部法律，
即将审议的民法典草案成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我
国民法典有何特色？草案
亮点都有哪些？
民法典草案共 7 编，依

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侵权责任编，覆盖了
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各阶段的
各种权利。此次民法典草案
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于独立
成编设计了人格权编、侵权
责任编。在上海市华荣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毅看
来，人格权独立成编有利于
更全面、充分地保护我国民
事主体的人格权，让人民生
活更具尊严。在继承编方
面，为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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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件事
人生就了不起
北京养老机构
全面重启
本报讯 经历近 4 个月的
全面封闭管理后，北京养老机
构服务终于按下
“重启键”
。北
京市民政局宣布，
5 月 18 日起，
符合条件的北京养老机构可重
新接收老年人入住、
返院，
家属
也可恢复对院内老人的探视。
（文/蒋梦惟）

草案三审稿也聚焦公众安
全，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
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并强
调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
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
坠物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
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的侵权责任。
（文/王媛
媛 宋维强）

上海出台20条政策
促养老产业发展
本报讯 5 月 19 日，
上海市
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本市养老产
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
发展老年宜居产业、倡导终身
住宅理念、
支持社会资本设计开
发更多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商业
住宅产品等 20 条政策，推动养
老产业发展。
（文/王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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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舞姿赛过杨丽萍
近段时间，一位农民大叔跳孔雀 下。没有（在）固定的地方跳，
有时在山
舞的视频火了！有网友评论说，大叔 里跳一下，
有时在地里跳一下。
”
的舞姿赛过杨丽萍。
跳舞的时候，马金特别投入，
“我
这位翩翩起舞的彝族大叔叫马 不会跳固定的舞种，只是听到音乐后
金，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跳起来了。跳
州，
今年 51 岁，
一家四口以种地为生， 舞的时候就想着，尽自己最大 的 努
农闲时会出去打打零工。他自幼喜欢 力，把舞跳好”。马金是家里的顶梁
跳舞，
只要音乐响起，
无论在田间地头、 柱，想着要把家人照顾好，但自己也
山坡高岗，
他都能舞动起来。马金说： 有一个小梦想，想这样一直跳下去。
“干活累了，
就在地里面跳一下，
轻松一 （文、
图/王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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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促进老龄产业发展，草
案完善了遗赠抚养协议制
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
将现行继承法相关规定修改
为“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
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
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
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
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
的权利”
。
5 月 11 日，广东省深圳
市一名 6 个月大的女婴被高
空落下的洗发水砸中头部
受伤入院，引发众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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