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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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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便宜
优惠活动

◎89元2人餐（最高门市价203）
商家：城南往事主题餐厅（济南160
店适用）
购券渠道：美团(解释权归商家，请
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商家相关活动
细则)
有效期：至2019年3月12日（周六周
日节假日等不可用）
◎100元闲时特惠双人自助（最高门
市价178）
商家：美得乐大酒店（历山路74号）
购券渠道：美团(解释权归商家，请
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商家相关活动
细则)
有效期：至2019年3月13日（周一、
周六至周日11：00-14：00，17：30-
21：00，最多可用餐2小时，周二至
周五、法定节假日不可用）
◎49元榴莲多多比萨大方薄底（最
高门市价86）
商家：必胜客（济南21店适用）
购券渠道：口碑(解释权归商家，请
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商家相关活动
细则)
有效期：至2019年1月2日-11日
使用时段：10：30-21：00
◎15元2个小皇堡K25（最高门市价
28）
商家：汉堡王（济南21店适用）
购券渠道：口碑(解释权归商家，请
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商家相关活动
细则)
有效期：1月5日-2月19日
使用时段：10：30-22：00

演出
好戏连台

◎甜蜜蜜-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
会
演出时间：2019年1月11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历山艺享汇——— 相声大会
演出时间：1月11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浪漫经典童话剧《灰姑娘》
演出时间：1月12日10：30，15：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德云社郭德纲于谦2019全国巡
演济南站
演出时间：2019年1月1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会堂
◎京剧《闹龙宫》《女起解》《小商
河》
演出时间：1月12日19：15
演出场馆：济南北洋大戏院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
龙山伯爵》
演出时间：1月12日14：30，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儿童剧《白雪公主》
演出时间：1月12日19：30，1月13日
15：0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儿童剧《海的女儿》
演出时间：1月12日19：30，1月13日
15：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
厅
◎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经
典剧目《天鹅湖》
演出时间：2019年1月13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
◎2019年“曲山艺海——— 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活动
演出时间：2019年1月13日10：00
演出场馆：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济南儿童艺术剧院经典童话剧

《木偶奇遇记》
演出时间：1月13日、1月20日10：30
演出场馆：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
贝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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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魔术秀《不能说的秘密》
演出时间：1月19日10：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山东省会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剧

《天鹅湖》
演出时间：1月19日15：0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
◎创新融合剧《老鼠嫁女》
演出时间：1月19日10：00、15：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演出时间：1月19日、1月20日10：30
演出场馆：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
场
◎亲子互动魔术舞台剧《智慧树
之小咕咚的魔法世界》
演出时间：1月20日10：00、15：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大型系列儿童剧《恐龙王国》之

《恐龙王国之南极之旅》
演出时间：1月22日10：00、13：30、
16：00、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
厅
◎经典儿童剧《青蛙王子》
演出时间：1月26日10：00、15：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山东省会大剧院合唱团2019新
年合唱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展出
琳琅满目

◎迎新春花卉展暨济南·漳州水
仙花文化艺术展
时间：2019年1月12日—1月18日
地点：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
奇石盆景园
◎考古新发现——— 山东焦家遗址
出土文物展
展览时间：至2019年2月15日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4号展
厅
◎一千零一夜儿童视觉艺术作品
展
时间：至2019年1月22日
地点：济南市英雄山路231号山东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六楼展厅
◎章丘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展
时间：至2019年3月15日
地点：济南市文化馆非遗展厅
◎济南市博物馆建馆60周年系列
展览
展期：至2019年1月15日
◎博古聚珍——— 济南市博物馆藏
一级文物特展
展期：至2019年1月15日
地点：济南博物馆
◎气韵游心神采用笔——— 济南市
博物馆藏宋元明绘画特展
展期：至2019年1月15日
地点：济南博物馆
◎流光溢彩——— 济南市博物馆藏
珠宝玉石臻品展
展期：2018年12月28日—2019年底
地点：济南博物馆
◎山花烂漫岁月如歌——— 2019青
少年书画年历作品展
展期：至1月15日
地点：济南博物馆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一战
华工史料图片展
展览时间：至2019年4月6日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5号展
厅
◎“齐鲁颂·‘三个一百’美术创作
工程”——— 百项山东重大历史事
件作品展
时间：2019年1月12日-20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B1、B2、B3展厅
◎中国精神——— 中国美协油画艺
委会委员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9年1月11日-2月24
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B4、B5
展厅
◎清风入梦开盛世——— 王振范、
徐康、郭执铨、赵清国中国画精品
四人展
时间：1月5日-20日
地点：济南市美术馆8号展厅

互动
探索体验

◎腊八节送福字
时间：1月13日9：30
地点：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
◎“浓情腊八节，源是这样‘腊’”
体验活动
活动时间：1月13日10：00-11：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3岁44人
◎“腊八‘算一算’，新年忙起来”
模拟和演绎古人算筹计算
活动时间：1月13日14：00-15：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10-13岁的青少年，每期
限44人
◎“孔子学堂”《论语》中的文

物——— 觚
活动时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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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人
◎“历史教室”物以载文——— 探秘
甲骨
活动时间：1月12日13：30-15：00
活动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孔子
学堂
活动对象：7-10岁44人
◎作家面对面：我的红色阅读
主讲人：王玉
活动时间：2019年1月13日9：30
活动地点：济南图书馆泉城书房·
博物馆分馆(济南市经十一路30号
济南市博物馆西北角)
◎当时代来敲门———《历史的温
度3》读者见面会·济南站
主讲嘉宾：馒头大师
活动时间：1月13日14：00
活动地点：山东书城(市中区胜利
大街56号)二楼活动区

公益课
长见识

◎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的起
源、演变和当代影响
讲座时间：2019年1月12日14：00-
16：00
讲座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
一层小报告厅
主讲人：闫循华，山东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主席、齐鲁晚报品牌运
营中心总监、齐鲁晚报艺术团团
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戏剧语言表演公益课堂
招生对象：5-12岁(通过山东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
每期招生限20人、满额为止)
活动时间：共八个课时，自1月12日
开始每周六9：20-11：00
活动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5楼503教室
◎少儿京剧艺术冬令营
招生对象：5—12岁(通过山东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报名，
每期限报30人)
第一期：1月22日—1月25日
第二期：2月12日—2月15日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英
雄山路231号)五楼报告厅

出游
玩雪攻略

◎金象山滑雪场
地址：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商家
村
交通路线：从市区乘坐65路或889
路(即88路支线9)到商家站下车
运营时间：至2019年3月初，日场8：
30-17：00、夜场16：00-21：00
平日滑雪票：180元/人
周末滑雪票：210元/人
节假日滑雪票：330元/人
滑雪圈(平日和周末)：60元/人/半
小时
滑雪圈(节假日)：100/人/半小时
雪地摩托：30元/圈
◎九顶塔滑雪场
地址：济南南部山区柳埠秦家庄
交通路线：九顶塔(881路/88路支
线1；881路[长岭村]/88路支线1；885
路/88路支线5)，秦家(881路[长岭
村]/88路支线1；885路/88路支线5)
运营时间：至2019年2月，日场8：30
-17：00
游玩收费：滑雪平日160元/位，现
可美团团购89元/位。周末滑雪210
元/位，美团团购129元
◎香草园滑雪场
地址：济南市章丘区世纪大道
11777号
交通路线：济南汽车东站(甸柳庄)

乘坐K903香草园站下车
运营时间：至2019年3月，日场8：00
-17：00
滑雪价格：周一至周五150元/全
天，周六周日180元/全天，春节假
期300元/全天。
◎蟠龙山滑雪场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旅游路8228号
交通路线：乘坐K73、158路直达，
312、325路到港西路下车。
运营时间：至2019年2月，日场8：00
-17：00，夜场17：30-21：30。
滑雪价格：成人周一至周五白天
场138元，学生周一至周五白天场
90元，夜场88元；成人周末白天场
168元，学生周末白天场128元，夜
场88元；成人节假日白天场260元，
学生节假日白天场200元，夜场100
元。(滑雪票包含雪板、雪鞋、雪杖、
一次性袜子)
雪圈价格：50元/小时
摩托车价格：50元/圈
小坦克价格：50元/10分钟
◎卧虎山滑雪场
地址：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北道
沟村卧虎山滑雪场
交通路线：65路洪家楼南路至仲宫
镇(换乘88路锦云川支线)张家桥
下车；67路大观园至仲宫镇(换乘
88路锦云川支线)张家桥下车；88
路八一立交桥南至仲宫镇(换乘88
路锦云川支线)张家桥下车
运营时间：至2019年2月28日，日场
8：30—16：30
游玩收费：平日滑雪票69 . 9元，周
末滑雪票99元
◎金沙湾滑雪场
地址：济南市章丘区埠村镇沙湾
村
交通路线：市区走经十东路至243
省道，南行10KM即到；高速于埠
村下桥口下高速，南行3KM即到
运营时间：至19年3月，日场8：30-
17：00，夜场6：00-21：00(不定期开
放)
平日滑雪票(含门票、保险)：门市
价120元，电子票80元
周末滑雪票(含门票、保险)：门市
价190元，电子票110元
嬉雪项目：滑雪圈30元/半小时，其
他嬉雪项目20元/项
◎九如山界云冰川
地址：西营镇九如山瀑布群以东
峡谷中
交通路线：燕山立交桥北站，乘坐
312路公交车；西八公交车场站，乘
坐65路公交车至西营站，换乘312
路、329路公交车；燕山立交桥北
站，乘坐326路公交车至西营站，换
乘312路、329路公交车
界云冰川：成人票100元；证件票50
元；园主票50元
滑雪圈：30元/人，一次30分钟，押
金200元
雪地转转：20元/人，一次5分钟，无
押金
雪地坦克：30元/人，一次10分钟，
押金200元
雪地摩托：30元/人，一次10分钟，
押金200元
无动力滑雪车：30元/人，一次120
分钟，押金200元
◎商河鹤鸣湖冰雪乐园
地址：济南市商河县张坊镇
运营时间：至2019年2月28日，日场
9点-17点
游玩收费：入园门票68元含雪圈免
费一小时，雪地转转乐免费一次，
儿童戏雪限时；儿童蹦蹦床免费，
儿童滑梯免费，儿童秋千免费，高
空穿越30元/人次，雪地CS20元/人
次；雪地坦克20元/5分钟；雪地推
土机20元/5分钟

找工作
多场招聘

◎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

详见山东师范大学校园网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9
年1月2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招
聘
详见山东出版集团网站
报名时间：至2019年1月15日
◎人民日报社2019年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
详见人民日报社公开招聘网站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29日至2019
年1月28日
◎河北雄安新区专业人才招聘
详见河北省人事考试网
报名时间：1月7日9：00—1月18日
17：00
◎2019年高校毕业生供需双选招
聘会
举办场馆：经十路22399号济南人
才市场
举办时间：1月12日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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