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4日上午，首届海南“国雅口腔”杯禁毒宣传广
场舞大赛总决赛，在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的和信广场一楼广场举
行，10支进入决赛的队伍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最终海口市离退休
干部歌舞协会舞蹈四团荣获了此次大赛的总冠军！

据介绍，本次大赛由海口市龙华区文明办、海口市龙华区大同
街道办事处禁毒办、海南国雅口腔医院、海南唐大福珠宝集团、海
南国度建材城、光合文化广场联合主办；海口骑楼小吃街、海口嘉
美连锁机构、海南博源酒店、海口碧海龙腾水上巴士旅游观光有限
公司、海口晓昕肌美容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镇酒糟珍藏酒、海
口三湘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辽宁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悦尊足道养生馆协办；海口市离退休干部歌舞协会、海
南九天传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海南桦润传媒有限公司、海南创翔
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承办。

此次大赛从今年10月10日启动后，共有60多支队伍报名，
1000多位广场舞爱好者参赛，通过在海南国雅口腔医院内举行的
为期3天的选拔赛后，共有27支优秀的队伍入围了11月2日晚在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号的海口骑楼小吃街举行的初赛。当
晚，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后，共有10支队伍入围了总决赛。

此次大赛的奖品非常丰厚，除了海南国雅口腔医院、唐大福珠
宝集团、光合文化广场提供的现金奖金以及珠宝首饰之外，还包括
了：海南博源酒店提供的酒店免费住宿券、海口嘉美连锁机构提供
的女神美容卡、海口碧海龙腾水上巴士旅游观光有限公司提供的
夜游海口湾门票、海口晓昕肌美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艾灸卡、海
口三湘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免费餐票、悦尊足道养生馆
提供的消费券等。此外，辽宁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口分公
司还专门为优秀组织者提供了两个免费的旅游大奖。 （郑祥花）

首届海南“国雅口腔”杯禁毒宣传广场舞大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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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雅口腔医院

1、海南国雅口腔医院。诊疗科目：
口腔科、牙齿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
口腔粘膜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修复
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
腔颌面外科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口腔颌
面 医 学 影 像 专 业 。 电 话 ：0898-
66555656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77 号（文
岛办公用品旁）

2、唐大福珠宝。2019 年 12 月 1 日，唐大福会员日游艇
PARTY 圆满结束。2010 年，第一家唐大福扎根海南；2019
年，唐大福会员已经突破50万人。9年间，是广大会员的支
持和认可，让唐大福迅速成长，成为海南珠宝品牌。2019年
12月1日，唐大福邀请100名尊贵会员和家属参加了会员日
游艇PARTY，在悠扬提琴声中，共赏曼妙海景，品拉菲红酒，

尝精致点心，学雅致插花，拍合照留影，
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唐大
福珠宝作为“礼物级珠宝典范”，以“感动
一生的礼物”为产品理念进行产品规划，
为每一位爱美女性、为每一位有情人奉
上感动一生的礼物级珠宝，无论是犒赏
自己、表达真爱、传递亲情与友情，每一
个珍贵时刻，都有唐大福礼物级珠宝始
终相伴。感兴趣的市民可以拨打全国统
一客服电话4006838299咨询了解。

3、海口商业娱乐新地标光合文化广场即将开幕。光合
文化广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26号，由大酺

光合文化（海南）有限责任公司斥资四亿，独立设计及运营。
项目集娱乐、购物、美食、休闲于一体，融合潮流文化和传统
艺术商业理念，综合线下线上互动推广，打造海口全新商业
营销模式，填补城市潮流体验和娱乐艺术的空白。光合文化
广场定位为娱乐文化消费体验综合体，基于南海大道国度建
材城周遭便利的环境优势及成熟的空间结构，由国际知名设
计机构推陈出新全面升级。项目总占地面积30000平，共4
层，以两家重量级体验式剧场酒吧和多功能室内斗技场为核
心亮点，主力面向 18-30 岁年轻客群。场内商业划分为零
售、餐饮、娱乐及艺术展览区域，品牌涵盖跨境免税店，电竞
馆，高端体育运动等。丰富多元的业态和充满质感的娱乐体
验，势必成为潮玩大咖和时尚达人的全新潮流聚集地。

2019年12月，光合文化广场首个娱乐品牌EPE CLUB电
场将正式登陆海口，作为大酺光合文化（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海岛娱乐品牌，EPE整体形象将更加国际化，彰显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独特气质。大酺光合将凭借业界资深的娱乐
项目运营经验，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将EPE CLUB电
场发展成独立文化IP，致力于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高品质音
乐交流平台。自品牌诞生起，团队持续筹划并举办国际水准
的派对活动，打造独具海南特色的本土原创IP音乐节，促进
国际音乐文化交流发展。正如品牌团队不久前筹划落地的
HICO海口国际音乐节，独特前沿的玩乐形式和自成一派的
潮流风格将作为大酺光合对海口娱乐文化的首轮改造与献
礼。以EPE CLUB 电场为起点，光合文化广场计划在两年内
完成全面开业，以其大规模的体量和全新的体验模式占领海
口文化旅游消费主导地位，成为海口龙华区未来的商业娱乐
中心，为海口居民娱乐生活提供更多创新可能。 市民可拨打
0898—66982620咨询了解。 （广告）

唐大福珠宝

想每年都牵着你的手，去
外面走走看看

2011年 12月参军入伍的丁红楼，转眼
间，即将开始第9年军旅生涯。金牛座的他，
在朋友面前是个不拘小节、比较随性的人，但
在工作中，他却严格认真、雷厉风行。

丁红楼告诉记者，他喜欢打篮球、唱歌、旅
行，虽然部队生活忙碌，但他总会忙中偷闲，打
打球、看看书。之前学过烹饪，入伍后当过几
年炊事员，所以他精通中餐菜式，他的另一半，
可有口福咯。

丁红楼介绍，他家有四口人，姐姐已经出
嫁，父母目前待在老家。他打算留在海南，已
经在这买了房子。

丁红楼告诉记者，他在一年前有过一段异
地恋，熬不过距离，最终分手了。他认为理想
的爱情应该是相互欣赏、彼此包容、心照不宣。

“希望我们是夫妻、是情侣、是知己，以后
每年都可以一起旅行，一起走走看看。”对于另
一半，丁红楼希望她的性格要开朗随和，在海
口工作，每年有一定假期，收入在4000元以
上，身高在1米58-1米68，体型适中。

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高低压电工、焊
工、高处作业等），12月7日、29日连考2期，
包培训到考过为止。复审需提前3个月
内。到办公室报名或手机微信报名均可。
办公地址：海府路22号海富大厦B501室（公交车南亚广场站旁）

电话：65358801、13034991990、13976097631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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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报名：（1）海南特区报社前
台：海口龙昆南路汇隆广场 3 单元 4
楼；（2）碧桂园中央半岛销售中心（海
口 新 埠 大 道 北 端 ），咨 询 电 话
66555888；（3）碧桂园公园上城销售中
心（海口城西镇梧桐路24号），咨询电
话66968888。

2.微信报名：（1）扫描二维码或搜索
微信名“海南特区报鹊桥会”或微信号

“hntqbqqh”，关注海南特区报鹊桥会官
方微信公众号；（2）点击下方菜单栏“报
名通道”，点击“我要报名”，按要求填写
资料后提交。嘉宾提交报名资料后需携
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
件）及一张5寸彩照到现场报名点（海口
龙昆南路汇隆广场3单元4楼，海南特区
报社前台）进行审核并领取号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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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条件：年满22周岁的单身男
士，年满20周岁的单身女士均可报名

报名资料：1.持有效证件原件和复
印件：身份证、学历证、未婚证明（未婚
者持户口本或单位证明；离异者持离婚
证明）；2.两张照片（一张1寸证件照，一
张5寸生活照<艺术照更佳>）

报名时间：11月18日－12月6日，
每日9∶00至17∶30；咨询电话：66538100。

想找个教师女友，余生相互扶持

杨东桓来自福建晋江，2011年入伍，2016年从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口工作。如
今，杨东桓逐渐适应了在海南的生活，并打算在此定居。
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家庭，杨东桓在海口买了房，但新家
里还缺一个女主人。他想在鹊桥会的平台上，遇见心仪
的那个她。

多年部队生活培养了杨东桓坚强的意志、责任感、上
进心。在待人接物上，他满怀真诚，是同事眼中的好战
友、好兄弟。“我一直认为用心、踏实是做好每一件事的基
础，而热情、真诚是待人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取得良好
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杨东桓表示，他也会用真心对待
另一半，希望能收获美好的爱情。

杨东桓表示，由于职业原因，他希望另一半是海口或
者福建人，最好是一名教师。“我的工作比较忙，如果她的
工作不稳定，相处起来肯定不顺利。”杨东桓表示，他性格
比较开朗，因此希望对方性格开朗活泼、大方乐观，“希望
我们的三观一致，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

帅气兵哥哥想找个互相
鼓励的女友

周奇择来自浙江慈溪，今年26岁，毕业
于天津医科大学，目前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海南省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员。

工作中，周奇择态度端正、认真负责，生
活中也同样踏实稳重。“不抽烟不喝酒，生活
作息比较规律，有点洁癖。”周奇择说，部队
生活让他养成了军人的优良作风，为人处事
稳重靠谱，但一个人时他有点宅，因此想找
一个可以激励他更加拼搏的女孩。

对于另一半的条件，周奇择没有太多要
求，三观相合，能够理解军人的职业就好。
不过考虑到自身的工作问题，周奇择还是更
想找一位知书达理的教师，这样双方能有时
间相处。

愿做默默付出的好先生，
只求心意你都懂

余垚来自江苏，性情温雅、待人随和。虽然
年龄不大，但余垚为人真诚，处事稳重，深受战友
信赖，被称为“靠谱的好先生”。

余垚目前在琼海工作，收入稳定，父母身体
健康，姐姐已成家，他也在考虑自己的婚姻问
题。“我性格外向，比较健谈，平时喜欢听歌和运
动，希望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和价值观的另一半。”
余垚表示，他想择一良伴，真心以待，共度余生。

余垚认为，感情不是索取，而是付出。他愿
意做默默付出的那一方，只希望对方是个善解人
意的女生。“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期待
着你的出现，让我为你赴汤蹈火！”

不抽烟不喝酒，爱阅读爱旅行

刘振来自陕西渭南，身高1米75。20岁
那年，从小就有军人梦的他毫不犹豫选择入
伍，如今已从军8年。刘振告诉记者，目前他
正努力攒钱，想在海南买房子定居下来。他有
2个姐姐，都已结婚，父母常年在老家。

双鱼座的刘振和普通的男生一样，爱篮球
爱电影爱旅游，他最爱看的就是战争片。刘振
的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闲暇时，他会阅
读、发呆、旅行、散步。

刘振坦言，他曾有过一段异地恋，女方因
为觉得两人相处的时间太少，所以提出分手。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刘振希望她的工作
最好能在海口，这样他才能够多陪陪她。希
望她22-27岁，身高在1米6到1米75，学历
要在大专以上，月收入最好在5000元以上。

“最重要的是双方思想要有高度共鸣，心意相
通。”刘振说。

冰淇淋 ，要不要
草莓 ，要不要
蛋糕 ，要不要

我 ，你要不要？

武警官兵组团来
啦，把握机会，领个帅气
兵哥哥回家过年吧；还
有万元大奖等你来拿哟

又一波兵哥哥前来报到
军地玫瑰之约是每年鹊桥会的传

统板块，也是最受女嘉宾们欢迎的活
动环节。在历届鹊桥会上，部队军
（警）官兵集体亮相，总能收获一波欢
呼和掌声，牵手成功的兵哥哥也不在
少数。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南省总队海口支
队的10余名青年官兵，受邀参加本届
鹊桥会。他们个个都是部队里的精
英，喜欢军人的女嘉宾们可不要错过。

活动组委会工作人员提醒，性格
稳重、气质不凡的兵哥哥们将在活动
当天分批登台亮相，想登台与兵哥哥
互动的女嘉宾，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报名，工作人员将根据报名情况，安
排部分女嘉宾上台展示，并参与到互
动环节中。

本报讯 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导，海南特区报联合碧桂园海南区域共同举办的“碧桂
园·中央半岛&公园上城海南特区报海口万人鹊桥会暨第十五届军地玫瑰之约”大型公益相亲活动，正在
火热报名中。距离报名截止时间仅剩3天，想要“脱单”的美女帅哥可要抓紧了！ 记者 林文星

本届鹊桥会活动组委会设置了抽
奖环节，凡参与活动的市民嘉宾均有
机会抽取丰厚礼品。

据了解，凡台上牵手成功的嘉宾
均有礼品相送，活动最后还将从牵手
成功嘉宾中抽出一对幸运情侣，送上
价值万元的牵手大礼包。

抽奖环节贯穿全场，越南邮轮游、

冰箱家电、摄影券和春光大礼包等奖
品，等你来拿！活动开始前，嘉宾们可
持号码牌到活动现场领取抽奖券，凭
券参加抽奖活动。现场的市民也有机
会参与抽奖，幸运者可以夺得大奖哦！

活动组委会提醒，线上报名还未
审核的嘉宾要抓紧时间到本报社前
台，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领取号码牌。

万元大奖等你来拿！

一等奖（1个）：冰箱一台
二等奖（3个）：越南邮轮券1张
三等奖（10个）：春光大礼包+艺术摄影券
“牵手成功奖”（20份）：凡台上牵手成功的前20对男女嘉宾均可
获得春光大礼包+艺术摄影券
“幸运情侣奖”（1份）：该奖项仅限现场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组
委会将从牵手成功嘉宾中抽取一组幸运情侣，送上价值万元的特
别大奖——柬埔寨双人出国游+婚纱摄影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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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东桓
年龄：27岁
职业：军人
标签：真诚乐观

5647
号

姓名：周奇择
年龄：26岁
职业：军人
标签：踏实稳重

5646
号

姓名：丁红楼
年龄：26岁
职业：军人
标签：开朗洒脱

姓名：刘振
年龄：27岁
职业：军人
标签：热情开朗

姓名：余垚
年龄：25岁
职业：军人
标签：随和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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