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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全军招文职

◎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
职人员，这些岗位在济南
报名时间：7月12日-22日
编辑整理
招考信息，
发现这些岗
位工作地点
在济南，供
大家参考，
扫二维码了
解详情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2018年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详见山东省林业厅网站
报名时间：7月16日9:00-20日16:00
◎山东体育学院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体育学院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7月10日)起15日内。
◎山东管理学院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管理学院官网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7月5日)起7个工作日内。
◎滨州学院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滨州学院人事处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7月5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2018年
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省煤炭泰山疗养院网站
报名时间：信息发布之日(2018年7
月6日)起15个工作日内。
◎济南市天桥区公开招聘教师
详见天桥区政府网页“天桥教育”
报名时间:7月13日9:00-14日16:00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018年招收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详见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网站
报名方式：2018年7月15日前登录

“山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信
息网”申请报名
◎山东省立医院2018年度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招生
详见山东省立医院网站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7月17日，登
录“山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信息网”报名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2018年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详见山东省林业厅网站
报名时间：7月16日9:00-20日16:00

采摘
盛夏鲜果

◎摘树莓(覆盆子)
地点1：泰安化马湾乡国玉农业采摘
园，门票10元，园内任吃，外带另计
地点2：淄博市沂源县石桥镇德润
农场，采摘价格20元一斤
◎摘红心火龙果
地点：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街道菜
园村海创生态园
◎济南龙凤庄园摘油桃、毛桃
采摘价5元/斤
路线：沿104国道行驶至济南市长
清区万德街道南8公里皮家店桥
东800米卧龙峪景区
电话：0531—87460661
◎双泉镇韩峪村摘桃
著名桃乡
电话：13789806372
◎五峰山街道东黄村摘桃

“布朗”和“沙红”两个品种的鲜桃
率先采摘，果园还种有“红玫瑰”、

“玫瑰皇后”等多个品种的李子。
地址：长清区五峰山街道东黄村
◎南部山区龙泽汉峪摘桃
园区内还有苹果、梨、杏、山楂、樱
桃、柿子、核桃、等各种林果，采摘
从五月可以持续到10月份。
地址：济南南部山区柳埠李家塘
村168号
采摘路线：市区乘坐67路或者仲宫
乘坐812/815路在李家塘下车。
电话：13356685166

◎墨里果园摘葡萄
位于朱家峪。以红相思为代表的
葡萄品种11个，以三红梨为代表的
梨品种4个，还有桃系列品种16个。
地址：章丘区官庄街道朱家峪景
区牌坊南行1000米路东(墨里果园)
预约电话：13589039768
◎乡情缘葡萄采摘基地摘葡萄
占地500亩，葡萄采摘区面积150亩，有
香妃、香悦、金优、金手指、克瑞森、夏
黑、红珍珠、红宝石等10余个品种
地址：商河县贾庄镇京沪高速出
口西侧
电话：13864121199、15898907599
◎首禾富硒葡萄采摘基地摘葡萄
有富硒玫瑰香、金手指、阳光玫瑰
等品种
地址：商河县殷巷镇土马店村西
八百米
电话：13553163118
◎滨河葡萄采摘园摘葡萄
有滨河玫瑰、红宝石无核、金手指
等十余品种
地址：商河县滨河葡萄采摘园
电话：13869163113
◎孙耿街道西朗村摘葡萄
葡萄果型大、口味甜
地址：孙耿街道西朗村
电话：13455111134
◎济南龙凤庄园摘蓝莓
采摘价：80元/斤
路线：沿104国道行驶至济南市长
清区万德街道南8公里皮家店桥
东800米卧龙峪景区
电话：0531—87460661
◎三王峪山水风景园摘蓝莓
路线：世纪大道重汽东边(有路标)
十字路南行穿过309国道20公里即
到景区
电话：0531-83769066、83769783
◎平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摘蓝莓
采摘价：80元/斤
路线：济菏高速平阴或者平阴南
出口——— 孔村镇政府南1公里
电话：0531—58683968、13964029266

研习实践
提升素养

◎暑期社会实践
举办四期，每期两天，招收50人，每
人限报一期。
第一期：7月17日-18日
第二期：7月19日-20日
第三期：8月7日-8日
第四期：8月9日-10日
招收对象：满14周岁以上在校学生。
通过省图书馆网站左下方“暑期社
会实践”栏进行报名，报满为止。
地点：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
省图书馆总馆
◎探秘甲骨
时间：7月14日9:30-11:30，活动动
象：44名10-13岁的青少年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经纬之术
时间：7月14日13:30-15:30
活动动象：44名7-10岁的青少年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齐长城研习活动
时间：7月15日9:30-11:30
活动动象：44名7-10岁的青少年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牙牙大不同
时间：7月15日13:30-15:00
活动动象：44名7-10岁的青少年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公益课
长见识

◎Sherry亲子英文绘本歌谣沙龙
(12)《Zoom Zoom，We Are Going
to the Moon》
活动时间：7月14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二楼
活动室
适合年龄：1 . 5-6岁
◎绘本故事会(198)《路边花》
活动时间：7月15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二楼
活动室
适合年龄：3-6岁
◎创意美术
活动时间：7月14日、15日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第四教室
适合年龄：无限制
◎小牙医体验课堂
活动时间：7月14日14: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第三教室
适合年龄：6-12岁
◎语商(少儿班25-1)
活动时间：7月15日9: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第二教室
适合年龄：6-12岁
◎语商(幼儿班25-1)
活动时间：7月15日10:4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第二教室
适合年龄：3-5岁
◎京剧(24-4)
活动时间：7月15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五楼
报告厅
适合年龄：5-12岁
◎中国画(3-3)
活动时间：7月15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国学教室
适合年龄：8-15岁
◎英语阅读(1-1)
活动时间：7月15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六楼
613教室
适合年龄：4-7岁
◎智慧父母课堂
活动时间：7月15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童图书馆四楼
第三教室
适合年龄：6-16岁

展出
精品呈现

◎“山水精神”洪潮山水画全国巡展
展览时间：7月14日-21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
展厅
◎赵英水美术作品展
展览时间：7月3日—8月3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三楼回
廊聚雅艺术空间
◎艺语空间少儿美术优秀作品展
展览时间：6月17日-7月17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中庭院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展览时间：长期
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三楼东展厅
◎济南市博物馆藏明清书法精品展
时间：至7月18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一展厅
◎泰山石刻拓片精品展
时间：7月20日-9月20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一展厅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
时间：2018年全年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二展厅
◎吉林市博物馆藏满族绣品展
时间：至7月25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三展厅
◎济南市博物馆藏瓷罐臻品展
时间：至9月25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四展厅
◎济南历史暨馆藏文物展览
时间：2018年全年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二楼1-4展厅
◎老舍纪念馆基本陈列
时间：2018年全年
地点：历下区南新街58号济南老舍
纪念馆
简介：济南老舍纪念馆位于济南市
历下区南新街58号,是老舍先生1931

年至1934年在齐鲁大学任教时的居
所。2006年,老舍旧居被山东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正仁和——— 走进养心殿
简介：展览共展出故宫养心殿相
关文物240余件套。
时间：7月3日-10月7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4号展厅
山东博物馆常设展览：佛教造像
艺术展、汉代画像艺术展、山东历
史文化展、明朱檀墓出土文物精
品展、山东考古成果展、非洲野生
动物大迁徙展

讲座
学一招

◎爱摄影分享会
分享主题：堆栈在摄影后期中的
应用
分享嘉宾：李涛(卖油翁)，山东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旅游摄
影家协会会员、中华摄影家协会
山东协会主席，中华摄影家协会、
行摄天下摄影联盟讲师。
报名人数：50人(要求有一定的摄
影基础)
报名费用：20元/人
活动时间：7月14日9：00—10:30
活动地点：历下创益园(黑虎泉北
路187-7号)一楼创客空间
报名方式：添加“生活日报摄影俱
乐部”微信号，发送“分享会、姓
名、联系方式”，将报名费微信转
账给管理员。活动当天凭短信回
复按报名名单进场。
活动咨询：85193189、18105317189
◎“朱子学公开课”理一分殊
主讲嘉宾：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
系教授、哲学博士
时间：2018年7月14日9:30-11：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奎
虚书藏二楼·明伦堂
咨询电话：86196216
◎书法名家普及课堂
面向对象：亲子，成人
时间：7月15日上午9:30-11:10
地点：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国学
传习室
名额：20人(已经预约固定名额者
无需再次报名)
报名渠道：济南图书馆微信

优惠
学子半价

◎学子半价游天蒙，玻璃桥免费
凡是身高1 . 2-1 . 4米(含1 . 4米)的儿
童及6周岁(不含)至18周岁(含)未
成年人，全日制在校大学本科及
以下学历，凭学生证或有效证件，
即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免收玻璃
桥鞋套费，活动时间2018年7月1日-8
月31日；凡是参加完2018年中、高考
的考生，凭借本人中、高考准考证
原件免门票及玻璃桥鞋套费,活动
时间2018年6月9日-8月31日。
入园方式：关注景区微信公众号，
转发活动相关信息后，凭证件至
检票口直接入园。活动最终解释
权归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

演出
好戏连台

◎柏林之声-德国拉卡萨斯爵士
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1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经典少儿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演出时间：7月1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历山艺享汇——— 相声大会
演出时间：7月13日(周五)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木偶肢体剧·小兵张嘎幻想曲
演出时间：7月14日15:00、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京剧全本剧《沙家浜》
演出时间：7月14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小王子》波螺油子戏剧团队
2018“Fun享童话”
演出时间：7月14日10:30、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京剧全本剧《沙家浜》
演出时间：7月14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新疆昌吉州艺术剧院《阿凡提
与小毛驴》
演出时间：7月14日、15日10:30
演出场馆：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
贝剧场
◎泉声曲韵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演出时间：7月15日14: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儿童剧《坏牙国历险记》
演出时间：7月15日10:00、15:0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
演出时间：7月15日10：00
演出场馆：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多
功能厅
◎古希腊名剧《埃勒克特拉》
演出时间：7月18日、19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京味儿话剧《皇城根下》
演出时间：7月20日、7月21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光影互动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
演出时间：7月21日15:00、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开心麻花戏剧新体验之爆笑新
剧《婿事待发》
演出时间：7月21日14:30、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小
王子》
时间：7月21日10:30、15:00，22日10:30
演出场馆：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
贝剧场
◎加拿大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
演奏家》
演出时间：7月22日10:30、15: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G.E.M.邓紫棋2018 Queen of
Hearts世界巡回演唱会济南站
演出时间：7月28日19:30
演出场馆：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
东荷西柳曲艺社
演出时间：每周六、周日19：30
演出场馆：高新区万达广场四层
泉城印象街区
◎明府·芙蓉馆曲艺大舞台
演出时间：每天19：30
演出场馆：明湖路曲水亭街东岸
百花洲芙蓉馆
◎明湖居《开心甜沫》周末剧场
演出时间：每周六19：30
演出场馆：明湖居

扫描生活日报官
方微信和济南头条查
看更多更详细资讯。

段书强 整理

(友情提示：版面所限，信息
精简。活动如有变动,以实际安
排为准。读者朋友在参加活动前
可通过电话等详询有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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