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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综合

女，38 岁，1.60 米，
教师，未婚，文静善良，觅
年龄相当，短婚未育或未
婚男士为伴。中介勿扰
电话：13683856118

短婚未育女，35 岁，
1.64米，事业单位，漂亮温
柔顾家有气质。觅45岁
以下，未生育经济优男士
为 伴（ 中 介 勿 扰 ）
15978612739

男，50岁，身高1.71
米，离异本科，大学教师，
稳重大气，人品好，觅人
品好，条件相当的女士
为 伴 ，13007636921

（惜缘婚介）

女，51岁，身高1.61
米，离异有房，退休无负
担，形象好，气质佳，温贤
慧雅。觅有稳定收入，素
质佳，真诚成家的男士。
本人18538365523

驻洛部队团职男军
官，44岁，身高1.75米，离
异，本科，车房俱备，经济
条件优，觅形象好，工作或
经商的女士为伴
13007636921（惜缘婚介）

七彩虹免费相亲会 3
月29日早8：30时至下午3
时，在洛浦公园电视塔旁边
广场举办面对面免费相亲，
请带有效证件凡当日注册者
终身免费服务15838802182

阳春三月爱情春天

天使之恋 免费征婚
咨询：13526928866马老师
地址：中州路与玻璃厂南
路交叉口天力大厦1219室

女，48岁，农民，丧
偶，无负担，现收废品，诚
觅65岁以下，忠诚可靠
不怕吃苦受累男士，地区
不限，农民或打工者优先
电话：15617653119

未 婚 男 ，38 岁 ，
1.80 米，国企职工，有
房 ；觅 38 岁 以 下 ，未
婚或短婚未育的女士
为 伴 。 本 人 电 话 ：
15978699772

未婚男32岁，1.72米，
长相身材人品好，市区城中村
5套房，经济优。觅1.60米以
上，形象较优不近视姑娘。县
区男方去会面 64261052
13525462713

男，26 岁，1.70 米，未
婚经商，有车有房，无不
良嗜好，觅温柔善良有孝
心，真心成家的女孩，城
乡 不 限 。 18638894748

（红豆婚介）

洛阳红源中老年婚介中心

QQ：463750754 地址：101电车太原路口站西加油站家属院内

◆离异女，44 岁，1.60 米，
本科，企业高管高工，经济
优，雅宅香车，苗条优雅◆离异女，48 岁，1.60 米，
本科，大学讲师，收入高，
品质房，高贵典雅◆离异女，50 岁，1.67 米，
无生育史，设计院工程师
独居，温柔淑雅善良

◆丧偶女 62 岁，1.68 米，
退休独居，独子外地已婚，
肤白苗条清秀◆丧偶女 65 岁，1.63 米，
退休独居，独女已婚，皮肤
白皙，文静随和◆丧偶女 67 岁，1.60 米，
退休独居，健康开朗，爱好
广泛，温和善理家

李老师口碑好 成功率高 15539705632李 15978601284郭

◆女36岁，房地产项
目经理，1.65 米，本科，离
异未育白皙秀丽，温婉迷
人 ，成熟女性的风韵，诚
觅生活积极、工作稳定的
优秀合眼缘男士。 电话
18738420379◆男 31 岁, 1.75 米, ,
硕士,未婚 合资企业，月
薪万元，有住房，从求学时
代到现在的工作，他一直
是同龄人中的翘楚，希望
有一个合缘的人来细细品
味。微信 lyxfqd◆美貌佳人27岁，公
务员，1.66 米，未婚，气质
出众的都市丽人，给人自
然 亲切感。很期待事业
优秀的你。合则约见！微
信 lysjjy

◆ 男 ，45 岁 ，1.77
米，本科，离单，政府官
员，车房具备，阳刚英武，
十足 男人魅力诚觅顾家
爱 家 的 女 士 相 伴 。
QQ497273352◆男 41 岁，大学老
师，福利待遇佳，品质房
两套，1.74 米，离异单身，
为人 处世随和，寻细心
顾 家 那 个 她 。 微 信
bhxfqd◆女 26 岁，1.67 米，
本科，未婚，教师，第一眼
美女，清爽自然，恬美可
爱 ，活泼开朗有灵气，诚
觅职业稳定有上进心的
男士。微信 lysjjy

世纪佳缘一对一红娘服务
你定目标，我帮你找爱情定制 高端猎婚 vip.jiayuan.com
世纪佳缘招聘情商高，语言沟通能力强，普通话标准；思维灵

活；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客户服务意识强，具有总助、
人事等协调工作经验者尤佳社会经验丰富，30岁以上、已婚已育
者优先考虑13721691866

幸福起点交友俱乐部
凯瑞君临商务大厦5层 63120885 63120880

美丽未婚姑娘33岁，
1.64米，市幼儿园老师，有
房，觅40岁以下，1.70米以
上，未婚、短婚文化素质好
男士为伴13937962771（缘
定今生婚介）13837970831

漂亮女孩24岁，1.63
米，未婚大专，经商，懂事
性格开朗家境好；觅32
岁以下，事业科研或经商
的有上进心的男孩。顾
姐电话15303796990

美丽姑娘，29 岁，1.65
米，未婚，硕士，央企高管，
聪慧善良，宽房，觅36岁以
下1.72米以上稳定工作素
养好小伙（重人品，无房也
可）1551533021谢姐鹊桥

独立女性, 肤白貌美,
气质高雅,离异独身,47 岁
165 厘米,有房车,觅 55 岁
以 下, 人 品 优, 正 直 洒 脱,
想 有 个 家 的 男 士 为 伴 。
13015560517 玫瑰缘

22年我为单身代言 胡姨牵线你的未来
热线：64882665 13592089731 QQ：1961575199

九都路与王城大道交叉口申泰新世纪广场2号楼 1924室

高层婚介胡姨友吧www.hyy8.cn

◆女，26 岁，1.63 米，未
婚，本科，央企文员，家境
优，美丽漂亮◆女，28 岁，
1.65 米，未婚，本科，在编
中教，清秀美丽可爱◆女，
37 岁，1.68 米，离异，公司
副总，收入丰厚，有车房，
靓丽

◆男，27 岁，1.78 米，未
婚，硕士，公务员，工科，有
车房，年青有为◆男，34
岁，1.78米，未婚，硕士，企
业法人资产雄厚，儒雅英
俊◆男，44 岁，1.75 米，离
异，本科，自办实体，富有，
综合素质好。

有情人大世界交友会所

◆未婚女孩，24 岁，1.65
米，本科，公务员◆未婚女孩，33 岁，1.62
米，本科，教师◆帅小伙，27 岁，1.73 米，
本科，行政执法中心有房◆帅小伙，30 岁，1.78 米，
本科，有房

◆离异女，31岁，1.62米，本
科，短婚无育，事业单位◆离异女，36岁，1.66米，本
科，事业单位，短婚无育,有车房◆离异男46岁，1.76米，丧偶
独身，本科，中学教师，有房◆离异男58岁，1.76米，中
专，医生，独身有房

电话：63313682
15515318935

民政局管理，创办22年老字号品牌，高级婚介师张珍
春，恋爱的季节，远离孤单，快来牵手，快来报名，一起去踏青
地址：百货楼东润峰商厦613工作室 无数青年、中年、单身朋友牵手，免费登记

◆男，32岁，未婚，
1.73 米，本科学
历，军官，有房◆男，40岁，离异，
1.75 米，本科学
历，科研单位，车房◆男，42岁，离异，
1.84 米，本科学
历，公务员，独院

◆女，26岁，未婚，
1.67 米 ，本 科 学
历，钢琴教师，高薪◆女，28岁，未婚，
1.60 米 ，大 专 学
历，财务主管，高薪◆女，29岁，未婚，
1.63 米 ，大 专 学
历，在编教师，车房

好姻缘交友会所

微
信
扫
描
详
情

全力打造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
数码大厦A座707室 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相亲热线：63120320 63121321

美诺信息部 13083631279
13213519856

我信息部真诚为您服务。我是洛阳市的十佳爱心人物，我
们不为名、不为利，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积德行善，造福给每
一个人。从初七上班至今，我们已牵手成功14对，希望大家来
实地考察，事实能证明一切。希望每一位单身朋友带着一颗真
诚的心来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西工区金谷园路与纱厂路交叉口翡翠城3单元904室

◆男，45岁，1.76米，离异独
居，无负担，政府机关公务员，
人品好，有责任心，无不良嗜
好。觅温柔善良的女士为伴。

◆女，34岁，1.68米，短婚未
育，本科，金融单位，高知家
庭，独生女。温和善良，觅条
件相当，责任心的男士。

◆女，24岁，1.68米，未婚，
本科，事业单位，温柔善
良。觅人品好，有责任心，
条件相当的男士牵手一生。

◆女，29岁，1.68米，未婚，
本科，在编教师，贤淑善
良，气质佳。觅行政事业，
科研单位，文化修养好的
男士。

◆男，26岁，1.75米，未婚，
本科，公务员，人品好，素
质高。觅形象好，气质佳，
知书达理的姑娘牵手一生

◆男，64 岁，1.74 离异独
居，无子女，事业单位退休，
综合素质高，经济条件优。
觅知书达理，贤淑善良真心
成家的女士为伴。友情提示：以上栏目仅为信

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
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
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
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各种
相关文件和手续。

男，36 岁，1.78 米，离
异，个体老板，有房有车，成
熟稳重，觅 1.60 米以上,25
岁~30岁形象好、气质佳的
女性为伴。（婚介勿扰）
电话：15896675369

鹊桥专栏
专栏热线 :63330377

□据《河南商报》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郑州最
高气温超过20℃，温暖的阳光让不少
市民晒起被褥，享受“太阳味儿”。不过，
有微博称，被子晒出的“阳光的味道”其
实是烤螨虫的味道。这是真的吗？

【热议】
“阳光的味道”就是烤螨虫的味道？

“3个月不晒被，600万螨虫陪你
睡？”近日，一条关于晒被子的微博在网
上疯传。

微博称，据统计，即使家里再整洁，
平均每张床上螨虫至少有1500万只。
晒完被子，人们闻到的那股“阳光的味
道”就是烤螨虫的味道。

记者搜索发现，该微博两年前就已
在网上疯传，近期随着天气渐暖再次引
起网友热议。不少网友直呼：不想和螨
虫睡觉，小伙伴们就要勤晒被子了。

不过，该微博同时援引了一位专家
的话称，除螨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睡醒
之后不叠被子，因为被褥里的潮湿气体
很快会蒸发，外部湿气又无法进入，各
类螨虫不可能长久生存。这一说法也
引起了网友热议。

【说法】
叠不叠被子与螨虫会不会死

没直接关系

不叠被子，螨虫就会死光？对此，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魏芳表示，叠不叠被子和螨虫会不会死
没有关系。

“如果不叠被子，螨虫会继续在温
暖潮湿的被褥上生存。”魏芳提醒，螨虫

喜欢阴暗、潮湿、温暖的地方，人们早晨
起床后，最好把被子与身体接触的一面
翻过来，在床上晾一晾再叠。

对于微博上称“阳光的味道”就
是烤螨虫的味道，魏芳认为该说法不
靠谱。

魏芳说，这种“阳光的味道”应该是
棉织物散发出来的，“大自然的空气、植
物的香气被棉花吸收，就有了所谓‘阳
光的味道’。晒晒太阳，被子里的湿气
蒸发，螨虫只会逃”。

她告诉记者，根据相关研究，螨虫
80％的成分是水，其余部分主要是蛋白
质。因此，螨虫即使被阳光烤焦，散发
出的也应该是蛋白质烧焦的臭味，与我
们平时所闻的“太阳的味道”完全不同。

【提醒】
除螨虫要保持房间和被褥干燥

春天到了，不少市民喜欢到户外活
动，而春季也是螨虫的活跃期，螨虫是
很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魏芳统计，在该院每年接待的皮肤
病患者中，60%以上的病因都与螨虫有
关。她介绍，螨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见
的微型虫，遍及市民生活各处，最常见
的有尘螨、粉螨、蠕螨等，成年人约有
97％感染螨虫，其中以尘螨为主。

“慢性荨麻疹、慢性过敏性鼻炎和
哮喘等，95%都是螨虫过敏引起的。”魏
芳提醒，螨虫的高发季节是换季时节，
春季螨虫过敏的病人也会相对多些。

魏芳说，不过暴晒并不能完全将螨
虫杀死，除螨虫最重要的还是保持房间
和被褥干燥以及空气流通。

此外，任何可见光源都能起到灭杀
螨虫的作用，“螨虫怕干怕光，所以只要
是在光源下，螨虫就会被杀死”。

□据 大豫网

主人猝死后，忠犬至死苦等着那
熟悉的身影重新出现。23日，电影《忠
犬八公的故事》中感人的一幕在郑州市人
民公园内重现。17岁的女主人在河边的
桃树上身亡后，一只黄色忠犬不吃不喝，
一直守护着主人尸体。不少游客被它感
动，均称“若是没人照顾，我想养它”。

23日上午，在郑州市人民公园河
边的桃树旁，聚满了围观人群，看到陌生
人的金毛犬躁动不安，不断地在原地跳
跃，叫声一声比一声小，后来只剩呜呜的
声音，后来它卧倒一动也不动，无助地
望着身旁被白布包裹着的小主人。

记者赶到现场时，警方和死者的
亲朋已在现场。死者的父亲说，他是
许昌人，女儿今年17岁，金毛犬是他
们家养了两年多的“蕾蕾”（音）。死者
的男友介绍，22日傍晚，女孩与他发
生口角，大吵之后，女孩如往常一样，
带着“蕾蕾”出门遛弯儿，“我给她打电

话，也没人接，我寻了她一夜”。不料，
女孩这一走便是阴阳两隔。

在公园晨练的张先生称，23日6
点钟，他在公园中跑步，听到河边传来
急促的狗吠声，他循声望去，看到了金
毛犬身后，一女子吊在桃树上。随后，
他赶紧报了警。民警赶到后，通过女子
口袋中的手机，联系了她的父亲。

当天中午，天气有些燥热，金毛犬
一直蹲在小主人身旁，身体缓缓抽搐，
不断发出微小的嗷嗷声。好心人主动
喂给它食物和水，但它都不理不睬。
直到小主人的父亲喂给它矿泉水，它
才迅速把他手上的水舔干净，随后不
断舔着其胳膊和脸颊向他示好。围观
的游人不禁潸然泪下。“多好的狗啊！
若是没人照顾，我想养它。”不少游客
感叹。

随后，在警方的协助下，女孩的家
人将其尸体运至太平间，“蕾蕾”也随
之离开了。至于女孩具体死因，警方
正在核实调查。

3个月不晒被，600万螨虫陪你睡？
专家：勤晒被褥好，除螨虫要保持房间干燥及空气流通

17岁少女在公园上吊身亡

忠犬不吃不喝守护感动众人

金 毛 犬 卧
在主人尸体旁，
一动也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