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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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中秋
吟诗赏月

◎“书香泉城”中秋诗会
主办：济南市图书馆
活动时间：9月23日晚7点
活动地点：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三
馆广场
◎“桂香传千里，月圆秋意浓”中
秋活动，祭月、赏月、拜月，赏桂
花、饮桂花酒，吃月饼，冰皮月饼
制作
活动时间：9月22日9：30-11：00
活动地点：明湖侧畔尼山书院
报 名 电 话 ：1 3 8 5 4 1 8 1 2 7 0 ，
18253157959
◎历下区老济南泉水美食周活动
时间：9月22日-26日
地点：宽厚里
◎传统曲艺表演
时间：9月22日-10月7日
地点：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趵突泉
公园白雪楼、大明湖南丰戏楼。
◎“赏月圆·诵中秋”主题活动
时间：9月22日—9月24日
地点：千佛山景区
◎迎国庆金秋盆景展
时间：9月22日-10月7日
地点：花圃公园
◎科普游园
时间：9月22-23日(科普游园)，9月
22日至10月10日(国庆花展)
地点：济南植物园
◎海看假日音乐节
时间：9月22日-23日
地点：紫缘香草园景区
◎拜月祈福
时间：中秋节期间
地点：章丘锦屏山景区
◎“迎中秋、庆丰收、赏名泉”中秋
祈福活动
地点：灵岩寺景区
时间：中秋节当天上午
◎2018济南(长清)国际马拉松
时间：9月23日
地点：长清园博园景区
◎商河县第四届中国 (济南)花卉
园艺博览会暨第一届中国 (济南)
都市农产品博览会
时间：9月28日-10月7日

采摘
瓜果飘香

◎章丘赵八洞景区采摘向日葵，
红果，野酸枣
时间：至10月底
门票：20元/人，向日葵5元/朵，红
果5元/斤，野酸枣免费
◎章丘龙山莓园树莓采摘
时间：国庆前后
门票：30元/人
◎章丘昊霖生态园“黉塘岭采摘
节”采摘黄金梨、水晶梨，5元/斤
时间：至10月7日
◎长清龙凤庄园永莲蜜桃采摘
节、苹果采摘节，桃10元/斤，苹果8
元/斤
时间：至10月中旬
◎长清双泉镇马西村、韩峪村蜜
桃采摘，6-8元/斤
时间：至9月底
◎长清马山镇雪桃采摘文化节
时间：至9月底
◎长清和正生态农业园“收获金
秋采摘节”，葡萄35元/斤，猕猴桃
128元/斤，地瓜28元/斤
时间：9月28日至10月底
◎平阴东阿镇新月家庭农场第三
届新月梨采摘节，10元/斤
时间：中秋节假期
◎平阴洪范池镇“泉水文化旅游
节、采摘节”
时间：至10月中旬
◎济阳田园牧歌第二届金秋采摘
节和温泉体验一日游，可摘野菜、
脆枣、各类水果
时间：至10月8日
◎威海威翔家庭农场猕猴桃采

摘，有毛皮和绿皮，种类有徐香、
翠香、海沃德、红阳。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西于
家村正棋山山区
◎青岛风河源生态猕猴桃庄园开
放式采摘
时间：9月22日-10月7日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宝山镇林子
水库西(青岛风河源二号基地)
◎淄博源泉镇有众多猕猴桃生产
园林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保益
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淄博乐疃民俗村富丰农业采摘
园，种植少量猕猴桃，更多的是火
龙果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乐
疃民俗村富丰农业采摘园
◎淄博北大岩村猕猴桃园
地址：淄博市沂源县历山街道北
大岩村猕猴桃采摘园
◎泰安大河峪猕猴桃林
地址：泰安市泰山区大河峪猕猴
桃采摘林

讲座
开眼界

◎读者沙龙——— 无人机的拍摄
主讲人：刘军
时间：9月21日9：30-10：30
地点：二环东路2912号省图书馆总
馆三楼北侧书画艺术阅览室
◎朱子学公开课——— 朱子理学与
北宋儒学
主讲嘉宾：李存山
时间：9月22日9：30-11：00
地址：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奎虚
书藏明伦堂
◎尼山书院国乐团“国乐杏坛”民
乐雅集
时间：9月22日9：30-11：00
地址：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传习录》讲读课
主讲嘉宾：张恒智
时间：9月22日14：30-16：30
地址：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孟子》精讲
主讲嘉宾：赵宗来
时间：9月23日9：30-11：00
地址：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公益课
学知识

◎孔子学堂“物以载文——— 话说
竹简”
活动时间：9月22日9：30-11：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0岁44人
◎历史教室“国之干城——— 齐长
城研习活动”
活动时间：9月22日13：30-15：3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10-13岁44人
◎自然教室“牙牙大不同”
活动时间：9月22日9：30-11：00；13：
30-15：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自然
教室
活动对象：上午场10-13岁44人，下
午场7-10岁44人
◎历史教室“国之干城——— 齐长
城研习活动”
活动时间：9月23日9：30-11：3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0岁44人
◎历史教室“丝路故事——— 经纬
之术”
活动时间：9月23日13：30-15：3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0岁44人
◎历史教室“迎兔王，过中秋”

活动时间：9月24日9：30-11：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5岁44人
◎绘本故事会《火龙谷的陌生客》
活动时间：9月22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二楼活
动室
适合年龄：3-6岁
◎绘本故事会《Tas t e O f The
Moon》
活动时间：9月23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二楼活
动室
适合年龄：3-6岁
◎绘本故事会《中秋节的传说》
活动时间：9月24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二楼活
动室
适合年龄：3-6岁
◎硬笔书法
活动时间：9月22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三教室
适合年龄：8-12岁

演出
好戏连台

◎舞剧《乳娘》
演出时间：9月19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剧
场
◎柳琴戏《八姐传奇》
演出时间：9月19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山东梆子《泰山人》
演出时间：9月19日、20日19：30
演出场馆：百花剧院
◎柳子戏《东方圣医》
演出时间：9月20日、21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梨园大戏院
◎历山艺享汇相声大会
演出时间：9月21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欢庆中秋佳节——— 传统戏曲京
剧专场演出
时间：9月22日10：00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一楼大厅
◎金星脱口秀
演出时间：9月2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
◎声琴并茂-刘源和他的歌唱家
朋友独唱重唱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2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舞蹈《野花》
演出时间：9月23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
演出时间：9月23日10：00
演出场馆：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多
功能厅
◎欢庆中秋佳节——— 传统戏曲豫
剧专场演出
时间：9月24日10：00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一楼大厅
◎话剧《哪吒》
演出时间：9月26日19：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加拿大时代乡村乐团
演出时间：9月27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李国玲独唱音乐会
演出时间：9月29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传统京剧《汉明妃》
演出时间：9月29日19：30
演出场馆：梨园大戏院
◎话剧《乘衣归》
演出时间：9月29日、30日19：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传统京剧《扈家庄》《遇皇后·打
龙袍》
演出时间：9月30日19：30
演出场馆：梨园大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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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
精品呈现

◎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全
省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展览时间：9月18日至10月7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C4、C5
展厅
◎西湖梦、齐鲁情——— 秦大虎、黄
鸣、顾致农油画展
展览时间：9月19日-10月7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C1、
C2、C3展厅
◎痕迹——— 白羽平、白蒂绘画作
品展
展览时间：9月8日至9月24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B4/B5
展厅
◎“浑沌的光亮——— 刘巨德艺术
展”暨“寻归自然——— 钟蜀珩绘画
作品展”
展览时间：9月1日至9月24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一楼A1，二
楼B1、B2、B3展厅
◎“年方十八”吴玉田扇画·小品展
展览时间：9月16日-10月30日
展览地点：济南美术馆第3号展厅
◎“新丝路 新梦想”一带一路十
省美术名家写生作品巡展
展览时间：9月12日-24日
展览地点：济南美术馆第1、2、4、5
号展厅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济南战役
精神——— 济南战役参战老战士抒
怀书画展
时间：2018年9月12日—10月底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一展厅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济南战役
精神——— 纪念济南解放70周年革
命文物展
展览时间：9月12日—10月10日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三展
厅
◎“迎国庆·庆中秋”济南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活动
时间：9月22日9：00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一楼大厅
◎“泉城印象”——— 济南市非遗保
护成果展
时间：9月1日—10月31日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非遗展厅
◎我们的中国梦——— 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济南解放70周年美术、书
法、摄影展
时间：9月22日至10月17日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艺术交流展
厅
◎雅俗之间——— 济南市博物馆藏
瓷罐臻品展
展览时间：展期持续至2018年底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四展
厅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
展览时间：2018年全年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二展
厅
◎古城辉煌——— 济南历史暨馆藏
文物展览
展览时间：2018年全年
展览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二楼1-4
展厅
◎蔡公时纪念馆基本陈列
展览时间：2018年全年
展览地点：蔡公时纪念馆
◎老舍纪念馆基本陈列
展览时间：2018年全年

展览地点：济南老舍纪念馆
◎曲山艺海博物馆基本陈列
展览时间：2018年全年
展览地点：济南曲山艺海博物馆
◎中正仁和——— 走进养心殿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4号展厅
◎湿地精灵——— 山东鸟类标本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20号展
厅
◎山东省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3号展厅
◎佛教造像艺术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1号展厅
◎汉代画像艺术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2号展厅
◎万世师表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13号
展厅
◎明鲁王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10号
展厅
◎考古山东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4号
展厅
◎山东考古成果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5号
展厅
◎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6、17
号展厅

找工作
多场招聘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医学工程部
材料、特检科心电图室招聘合同
聘用制人员
详见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医学网站
报名时间：2018年9月17日—9月20
日
◎2018年度山东省公安机关和省
属监狱补充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详见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
报名时间：2018年9月25日9:00—27
日16:00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公
开招聘聘用制司法警察
详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
报名时间：2018年9月25日-9月27
日
◎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综合类公
益招聘会
时间：9月21日9:00-12:0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
东路16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
◎山东历城人才市大型就业援助
综合类招聘会
时间：9月23日8:00-13:00
地址：济南市花园路2号济南市历
城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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