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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去30年，香港女性不婚者
增多、婚育年齡推遲。北上覓偶的

港女以年增16%的趨勢拾級而上，在2012
年更創新高，達到6,700多人。而且，北
上尋覓情郎的港女已非過去的年齡大、收
入高的「剩女」，在相親會上更多的是年
輕女孩。記者採訪深港多家婚介中心獲
悉，北上相親的港女超過七成年齡在25歲
至35歲之間。許多父母憂心女兒晚嫁，更
是摩拳擦掌北上打頭陣幫手相親。

港相親會單一易尷尬

昨日，相親大會現場就有不少參加過香
港、深圳兩地相親活動的港女，她們普
遍認為，香港的相親活動形式比較單
一，多以「下午茶」、「唱K」形式
見面，而內地的活動場地寬
敞，內容更加豐富，效果相對
較好。「香港的相親活動一
般是8個人，要是這裡面沒有
自己滿意的對象，大家面對
面活動會很尷尬。內地的相親
活動人很多，避免了這個問
題。」
港女袁小姐這次和另外2名香港女性

朋友一起來內地相親。她表示，一直聽朋
友說內地的相親活動很有趣，來了以後發
現的確很新鮮。記者觀察發現，在「玫瑰
傳情」環節，共有3名內地男性坐下與袁
小姐交談，經過短時間了解，他們彼此留
了電話號碼和QQ。「對另一半我沒有特
別要求，只要合眼緣，性格好，有穩定工
作就行。」

會計專才女要嫁「內地郎」

24歲的港女
羅瑩瑩上個月
亦 正 式 加 入
「北上相親隊
伍」。「既然我
在香港700萬人
口中找不到真
愛，為何不給
自 己 一 個 機
會，到內地13
億人口中去尋
找最適合我的
人呢？」24歲

相親在港女婚育隊伍中略顯「過小」，但
她不以為然：「我希望能在30歲前結婚，
現在開始找對象時間剛好。」
香港理工大學金融會計專業畢業，曾在

上海工作過一年，羅瑩瑩喜歡運動，偏愛

開朗、陽光，喜歡愛運動的高大男性。在
她看來，香港的男性注重衣 打扮，但因
為工作忙時間少，極少人擁有運動的習
慣。「有時候看 那些四肢比我還要細小
的男性，我會懷疑，他們怎麼可能給我足
夠的安全感。」 羅瑩瑩笑稱，去過一次

在觀音山舉辦的相親活動，見到的內地男
性雖然不如香港男性注重打扮，但至少形
象上給人的感覺很健康，「沒有那種在室
內呆太久，四肢瘦弱臉色蒼白的病態
感」。
如今，羅瑩瑩回港創業，但她已經堅定

了要嫁「內地郎」的想法。

讚內地男大方工作認真

「內地男性給我的印象非常好，在同年
齡階段，他們比香港男性文化程度更高，
在生活上他們更懂得體貼女性，更紳
士。」羅瑩瑩回憶，在上海工作期間，她

所認識的內地男性會主動幫女性做一些粗
重工作，朋友一起到外面玩的時候，男性
們也會主動掏錢買單。「如今的香港男性
普遍會貪玩、小氣、不尊重女性，相比之
下內地男性的紳士、大方，以及在對待感
情上的認真，都讓我很心動。」
除了生活習性上的差距，羅瑩瑩亦指出

兩地男性在對待工作上態度的不同。「在
我這個年齡層，香港男性的能力、職位普
遍比女性弱，在工作上也不夠努力。」她
指出，處於管理層的女性會更希望找一個
和自己能力相當、職位比自己高的男性，
但目前看來，要在香港找到符合條件的很

困難。
「我身邊有很多年輕港女遠嫁內地，過

雙城生活的個案。她們一周雖然只見一
次，但都過得很幸福。」羅瑩瑩指出，女
性只要在經濟上獨立，有自己的圈子，就
算雙方見得少也不會影響彼此間的感情。
據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30

年，香港未婚女性數急升64.2%。在1981
年，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23.9歲，到2012
年為29歲；首次生育年齡從1981年的25.1
歲，變為2012年的30.5歲。同時，離婚數
字由1981年的2,000宗，大幅躍至2012年的
2.1萬宗。

香港剩女隊伍日益壯
大，不僅讓年輕女性感

到心慌，她們的父母亦按捺不住，開始
插手女兒的婚事。據深港金鳳凰婚介所
提供的數據顯示，平均每100名登記港女
中，有近30名是由父母幫忙報名相親，
或者父母帶 一起北上相親。而這些被
父母插手婚事的港女，年齡跨度在18歲
至38歲之間，學歷多為碩士以上，在香
港擁有高薪職位。

碩士師圈子窄 恐難識優質男

「如果只找港人，圈子就太小了。我
怕女兒的年齡經不起慢慢找。」記者遇
到一位幫女兒北上報名相親的羅女士，
她告訴記者，女兒是香港一所中學的老
師，現年28，碩士畢業，身高168，相
貌姣好。但因為是老師的關係，平時時
間少，生活圈子狹隘，很難認識到優質
男性。「女兒並不抗拒北上相親，但我
們對內地的婚介所不熟悉，怕受騙。所
以要先幫女兒上來了解下對方（男性會
員）資料，觀察機構情況。」羅女士
指，她委託內地朋友打聽了好幾家婚介
所的情況，一有空閒，便一一上門了
解。她會仔細翻閱婚介所男性會員的資
料，請紅娘介紹一些成功個案，了解機
構如何安排相親活動，最終找一家擁有
較多優質男性的婚介所。

有女趁嫩嫁免「攝灶罅」

「香港的父母一直都很民主，不插手
孩子的婚姻大事。但現在女多男少，身

邊40多歲都沒有結婚的女性太多了，我們很擔心
女兒因為太優秀，太挑剔而成為剩女。」羅女士
指，自己有個親戚的女兒條件很好，年輕時一直
挑挑揀揀，到36歲終於找到合適的對象結了婚，
過兩年想要小孩時，卻被醫生告知年齡太大不適
合生育，夫妻因此離了婚。「我不希望女兒步後
塵，她最好能早點結婚，早點生小孩。」
羅女士說，她身邊很多朋友都會帶 女兒在香港

參加相親活動，自己只是看得更遠，也會為女兒考
慮在深圳、廣州等大城市生活的男性。「如果女兒
能找到一個華僑是最好的，廣東人的生活習慣和香
港差距不遠，也可作為重點考慮。女兒在內地找對
象，我們父母會管得多一些，幫女兒適當提點一
下，我比較看中對方的經濟實力和人品。」

近年來，「港女」一
詞被貼上了「拜金」、

「公主病」、「貪慕虛榮」等等標籤。
加之「港女101宗罪」、「港女當街狂扇
出軌男友14巴」等文字、視頻的流
出，導致香港女性形象被嚴重醜化。
有不少媒體甚至將「香港女性不婚者
增多」與港女「難啃」聯繫，認為港
女已經不受歡迎。

中西合璧 剛柔並重

但事實並非如此，有調查顯示，直至
今日，港女仍是亞洲女性中最受歡迎的

一個群體之一。
「香港女性有別於中國傳統女性，她

們受過西方教育，既有夫唱婦隨的一
面，又有西方人的獨立和豪放。她們尤
其受西方人、華僑、內地成功男士的喜
愛。」從事深港跨境婚姻介紹長達17年
的深港金鳳凰婚介所總經理劉金，大部
分的港女只是「自立」、「自我」、「原
則性強」，但這些並不影響她們在華人
女性中的地位。

懂社交禮儀 助夫交際

一名在深圳金鳳凰婚戀網上註冊，並

指明要認識港女的董先生認為，內地成
功男士更偏愛港女。「香港女性獨立且
自信，她們不會過度依賴男性，給彼此
生活留有很大空間，對我們這些應酬多
的經商男性相對比較包容。」董先生指
出，內地女性婚後喜歡把重心放在家
庭，但香港女性對家庭的依賴較少，彼
此婚後的生活情趣也會多一些。
同時，在生意上香港女性也能給另一

半帶來幫助。「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香
港女性更懂得社交禮儀，她們的交際手
腕是得到國際認可，相信會對從商男士
的生意會起到一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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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一年一度的「光棍節」，剩男剩女們如何「脫光」（擺脫光棍身

份）？昨日，第四屆「粵港萬人相親大會」便在東莞樟木頭觀音山國家

森林公園內舉辦，吸引上千人參加，其中港人有逾百個。港女袁小姐表

示，自己是第一次來內地參加相親活動，感覺很新鮮，「內地的相親活

動比香港有趣很多，形式更多樣，加上活動的男女比例更加平衡，擇偶

空間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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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港女羅瑩瑩為

香港理工大學高材生。

女

內地男：愛港女獨立自信懂禮儀

恨飲婿茶

絕非難啃

38歲那年，在香港從事
教育十多年的黃英（化名）

在朋友的鼓勵下，跨出了她人生中
「艱難」的第一步，走入了深港金鳳
凰婚介所尋覓她人生的另一半。那
一年，她在香港有車有房，高薪厚
職，在外人看來是一名成功職業女
性。殊不知，「我內心深處非常
渴望找一個可以共同生活的伴
侶，生一個小孩」。

婆媳關係難搞 幸夫體諒

如今，嫁到深圳兩年多的
她，在今年7月份，冒 高齡
產婦的危險，順利誕下和老

公「愛的結晶」，一名健康男嬰。談及
和老公這段跨境婚姻，她坦言有愛也有
苦，最難的是放下身段，去適應和以前
不一樣的生活。
香港女性由於受到西式教育影響，普

遍有些「自我」、「原則性強」，不如內
地女性懂得人情世故，這一點在黃英身
上亦得到體現。
「婚後最大苦惱，是在婆媳關係上。

我和婆婆和平相處，但這似乎不夠，先
生要求我必須討婆婆歡心，比如記住她
的生日，適時送上一份禮物。但我並沒
有討好人的習慣。」黃英笑稱，好在先
生體諒她，會假借她的名義買一些禮物
送給婆婆。

維繫需互相妥協

當然，跨境婚姻的維繫需要兩個人互
相間的妥協。黃英的先生在內地從商，
生意頗具規模。
由於生意上的需要，他經常會出席一

些高端私人宴會，需要太太身穿禮服，
配合出現。但對一個40歲出頭的女性來
說，頻繁的社交活動讓白天還需上班的
她感到厭煩。「在香港的時候，我並不
需要出席這些帶有商業性質的社交活
動，現在卻需要配合先生出席，內心有
些苦悶。當然我也可以拒絕，但我不想
破壞他的心情，影響他的生意，慢慢磨
合也就習慣了。」

學習世故

跨境婚過來人：最難放下身段

■港女袁

小姐參加

粵港萬人

相親大會

希望覓得

佳緣。

李薇 攝

■香港男

士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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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 攝

■東莞舉行粵港萬人

相親大會。 李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