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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为准。读者朋友在参加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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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
赏红叶黄叶

◎红山翠谷
赏叶最佳时间：10月-11月
地址：章丘垛庄小石屋村
景区电话：0531-83270666
◎红叶谷
赏叶最佳时间：10月-11月
地址：南部山区仲宫锦绣川水库
南三公里
景区电话：0531-82818666
◎九如山
赏叶最佳时间：10月至11月初
地址：南部山区西营葫芦峪村
景区电话：0531-82826666
◎丁家峪
赏叶最佳时间：10月中旬至11月初
地址：南部山区西营丁家峪村
◎佛慧山
赏叶最佳时间：10月中旬至11月初
周边公交路线：K137、K169、K170
◎三王峪
赏叶最佳时间：10月至11月初
地址：章丘曹范三王峪
景区电话：0531-83769066
◎锦屏山
赏叶最佳时间：10月至11月初
地址：章丘文祖三德范村
景区电话：0531-83769066
◎莲台山
赏叶最佳时间：10月底至11月
地址：长清张夏莲台山度假村，南
与灵岩寺相邻
景区电话：0531-87210099/88
◎淌豆寺
地址：历城港沟伙路村南
公交线路：312/325路车到“高家
洼”站下车
◎五峰山
五峰山道观银杏树已有2000余年
历史
地址：长清五峰
◎灵岩寺
有数棵千年银杏树
地址：长清万德
◎矿村白云观
古树已有1300余年历史
地址：市中区十六里河镇镇政府
东南20余里，矿村
◎普门寺
寺院前有两棵千年银杏树
地址：历城仲宫镇北道沟村
◎黄河河务段万米堤防
1100多亩银杏林宽100米、绵延15
公里，30多万株
公交线路：K904、K906，到建邦黄
河大桥下车，黄河大堤向西南岸
便是
◎英雄山银杏林
英雄山风景区内，有一条两侧种
植银杏树的景观路
周边公交：67、K27、K36、K4、K52、
K76、K88、K93等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
周边公交：K13、K14、K16、K171、
K18、K28、K36、K55、K75、K94等

博览
文化盛宴

◎第七届山东文博会
时间：10月11日-15日
地点：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另在明
府城、百花洲、英雄山文化市场等
地设立了36个分会场)
◎“展非遗精萃·品泉城古韵”济
南市第二届非遗金秋展演季活动
时间：10月1日—15日
地点：济南市历下区明府城百花
洲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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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作品展
时间：9月20日—10月17日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艺术交流展
厅
◎我们的中国梦——— 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济南解放70周年摄影作
品展
时间：9月20日—10月17日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一楼大厅
◎大君有命 开国承家——— 小邾
国历史文化展
时间：10月12日-12月31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3楼19号展厅
◎与古为新-刘舫溪书法作品展
时间：10月12日9：00
地点：山东省图总馆一楼展厅
◎能量——— 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
术发展成果展
展览时间：10月1日至11月16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A1、B1、B2、
B3、B4、B5展厅
◎艺彩新锋——— 山东美术新人新
作展
展览时间：5月14日至12月10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三楼

“锐”空间
◎佛教造像艺术展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1号展厅
◎汉代画像艺术展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2号展厅
◎山东历史文化展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6、7、8号展
厅
◎鲁王之宝——— 明朱檀墓出土文
物精品展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二楼10号展厅
◎考古山东(话说考古)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4号展厅
◎山东考古成果展
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7：00
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5号展厅

互动
瞧新鲜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奇韵
皮影
时间：10月13日9：30-11：00，14：00-
15：30
地点：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三楼非遗精
品展厅
报名须知：10月9日上午9：00，省文
化馆网站，仅限7到12岁的小朋友。
◎“泥老虎”体验课
活动时间：10月13日10：00
活动地点：山东美术馆夹层国画
教室
参与群体：8-12岁
报名渠道：山东美术馆教育推广
部微信公众号
◎博物馆体验课“物以载文———
话说竹简”
活动时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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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人
◎博物馆体验课“牙牙大不同”
活动时间：10月13日13：30-15：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非洲
野生动物大迁徙”展厅贝林号科
考车内
活动对象：7-10岁40人
◎博物馆体验课“丝路故事———
经纬之术”
活动时间：10月14日9：30-11：3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10-13岁40人
◎博物馆体验课“国之干城———
齐长城研学活动”
活动时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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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人
博物馆体验课报名渠道：品味山

东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演出
好戏连台

◎五音戏《源泉》
演出时间：10月11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吕剧《大河开凌》
演出时间：10月11日、12日19：30
演出场馆：百花剧院
◎京剧《游百川》
演出时间：10月12日、13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一键钟情-中德伉俪钢琴大师
音乐会
演出时间：10月13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吕剧《板桥县令》
演出时间：10月13日、14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梨园大戏院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
目-话剧《大码头》
演出时间：10月1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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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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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
演出时间：10月14日10：00
演出场馆：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多
功能厅
◎京剧《邓恩铭》
演出时间：10月14日、15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山东木管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0月15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蛤蟆嗡《武训舍情》
演出时间：10月15日、16日19：30
演出场馆：百花剧院
◎话剧《兵·道》
演出时间：10月16日、17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英文原版话剧《理智与情感》
演出时间：10月1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
◎茂腔《秧歌乡的故事》
演出时间：10月17日、18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梨园大戏院
◎山东梆子《海源阁》
演出时间：10月18日、19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意大利强弱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0月19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歌剧《檀香刑》
演出时间：10月19日、20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经典儿童剧《三只小猪》
演出时间：10月20日10：00、15：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儿童剧《了不起的未来城》
演出时间：10月20日10：00、14：30、
16：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经典童话剧《小红帽》
演出时间：10月20日、21日10：00
演出场馆：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

贝剧场

讲座
新知识

◎园艺讲座——— 盆栽养护技巧
时间：10月13日10：00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传习录》讲读课
主讲嘉宾：张恒智，阳明学实修学
者，北方王门传习会会长。
时间：10月13日14：30-16：30
地址：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朱子学公开课——— 朱子理学与
陆王心学
主讲嘉宾：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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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嘉宾：尼山书院国乐团、省属
高校的国家一级演奏员、硕士生
导师等资深演奏家志愿组成。
时间：10月13日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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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济南传统文化研究会
常务理事。
时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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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眼界

◎“会说话的绘本”之Sherry亲子
英文绘本歌谣沙龙《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时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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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时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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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动起来《野兽国》
时间：10月14日14：00—15：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二楼活
动室
适合年龄：5-10岁
◎创意美术
时间：每周六全天、周日下午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四教室
适合年龄：无限制
◎硬笔书法
时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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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商少儿班
时间：10月14日9：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二教室
适合年龄：6-12岁
◎语商幼儿班
时间：10月14日10：4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二教室
适合年龄：3-5岁
◎京剧
时间：10月14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报
告厅
适合年龄：5-12岁
◎国学小名士
时间：10月14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507
教室
适合年龄：3-7岁
◎创客
时间：10月14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三教室
适合年龄：7岁以上
◎少儿合唱团
时间：10月14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四楼第
一教室
适合年龄：6-13岁
◎英语阅读
时间：10月14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六楼613
教室
适合年龄：4-7岁
◎少儿中国舞公益课堂
上课时间：10月13日、20日、27日、11
月3日9：30—11：00
上课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英雄山路231号)五楼舞蹈室
招生对象：4—7岁

找工作
多场招聘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部院区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心内科医师2名
详见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官网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8日—12日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眼科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视光技师2名
详见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官网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8日—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直属
单位2019年度人员录用招考招聘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0日10:00-10
月19日22:00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聘
详见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大学生招聘网
报名时间：2018年9月6日-10月30日
◎2018年度中国人保财险“千人工
程”招聘
详见中国人保财险招聘网
简历投递时间：10月8日-10月30日
◎2018年“金秋招聘月”公益招聘
会
时间：10月12日
地点：历下区解放东路16号山东省
人力资源市场
◎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综合类专
场招聘会
时间：10月17日
地点：历下区解放东路16号山东省
人力资源市场
◎历城人才市场大型就业援助综
合招聘会
时间：10月14日8：00-13：00
地址：济南市花园路2号历城人才
市场


	S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