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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必须去的海岛
鹅卵石滩见过吗

◎崆峒岛
崆峒岛周围众多的岛礁中，

最具特色的是龟岛和仙鹤岛。这
一龟一鹤，遥相呼应，天造地设，
经历沧桑，龟鹤都是长寿的象征，
因此人们将一这景观称为“龟鹤
双寿”，被列为“烟台八大自然景
观”之一。

犹如世外桃源的崆峒岛，“四
周环水，超尘绝俗”。岛西南有半
月形海湾，水浅滩平，沙细浪静，
是天然的海水浴场;西端后坡为绝
壁，高约百米，恰似一道城墙;主峰
北山上耸立着一座古灯塔，为船
舶进出黄、渤海的重要干线航标。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崆峒岛村。
◎长岛

长岛又叫庙岛群岛，由32个岛
屿组成。这里有独特的蓝天、碧
水、阳光、海滩和纯净的空气，山
水相依，如诗如画，每个岛都有其
神奇之处。在长岛可以看到黄海
日出、渤海日落，看太阳跳出海平
面和缓慢落下的壮观景色。

月牙湾是长岛景点的精华所
在，这里不是沙滩，而是鹅卵石铺就
的石滩。万鸟岛是长岛最高的一座
岛屿，无人居住，这儿是鸟的世界，
充满原始神秘气息，靠近小岛，便有
了“万鸟展翅迎贵宾”的热烈场面。

地址：烟台市长岛县。
◎养马岛

传说秦始皇东巡途经此地，
传旨在此饲养战马。岛上草木葱
茏，山光海色。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
◎千里岩岛

又名千里岛、千里山。岛上设有
海洋站、灯塔，留有海军驻防房屋，
现仅有几人留岛看守。岛形似哑铃，
四周陡峭，奇岩林立，怪石峥嵘。

地址：位于南黄海，距大陆最
近点海阳市凤城码头47 . 7km，是
黄海中离大陆最远的岛屿。
◎灵山岛

灵山岛海拔513 . 6米，是中国
北方的第一高岛,岛上有全国独特
的火山熔岩和海蚀地貌景观。因
古籍中有“未雨而云，先日而曙，
若有灵焉”的记载而得名。

地址：胶南市东南灵山湾中。
◎竹岔岛

竹岔岛位于黄岛区东面海域，
原生态小渔岛。早年间岛上野竹成
林，四个岛屿的竹子连接成片，将海
水分成几个海岔，竹岔岛由此得名。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
道办事处东南8 . 5公里的黄海中。
◎田横岛

田横岛风景区，是面积为1 . 4

平方公里的东西狭长岛屿。这是一
座历史悠久的名岛。了解相关历史
典故，请参阅《史记·田儋列传》，以及
徐悲鸿画作《田横五百士》。

地址：位于青岛市即墨区洼
里乡东部海面3 . 5公里处
◎东褚岛

东楮岛村有别具一格的屋
舍：在石块或砖混结构垒起的屋
墙上，有着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
上面是质感蓬松、绷着渔网的奇
妙屋顶。这就是极富沿海特色的
民居——— 海草房。

地址：威海荣成市。
◎海驴岛

海驴岛是鸟的天堂，以黑尾
鸥著名，被誉为“中国黑尾鸥之
乡”，也是世界最大的黄嘴白鹭种
群繁殖地。崖顶有一小平地，即观
鸟台。

地址：威海荣成市西霞口村
龙眼港码头2海里处。
◎刘公岛

素有“不隅屏藩”和“不沉的
战舰”之称。岛上有众多文物古迹
如：北洋海军提督署、海龙王庙、
丁汝昌寓所、水师学堂、旗顶山炮
台、黄岛炮台等二十八处北洋海
军旧址。

地址：威海市区东2 . 1海里的
威海湾。

赏花
荷花开放

◎赏百合
简介：每年7-8月，是红叶谷景区
的百合花花节，今年是第十一届。
百合园由莺歌欢谷、誓言广场、爱
丽丝乐园、竹径幽幽、浪漫之约五
部分组成。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锦绣
川水库南三公里。
咨询电话：0531-82818666
◎赏荷花
中国·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荷花节
开幕时间：7月1日
简介：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位于京
杭运河北岸，台儿庄大桥西侧，园内
目前有观赏莲400余种，籽莲10余种，
食用莲藕50余种，水生蔬菜30余种。
开幕期间还有其他相关活动。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老大桥西侧
电话：0632-6716777
济南植物园荷花、睡莲开放
时值夏季，济南植物园水生植物
园内荷花、睡莲等水生花卉开放。
荷花花期6-9月，有寿星桃、红千
叶、玉绣莲、微山湖红莲和鄂城红
莲等10余个品种近5千余株
睡莲5-8月陆续开花，每朵花开2-
5天。
咨询电话：0531-80950800

优惠
吃喝玩乐

◎五峰山暑期“学子健身游”
活动时间：至8月31日
内容：省内外学生持学生证或毕
业证，均可享门票半价优惠。
◎沂山风景区全国在校大学生门
票免费政策
试行时间：2018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大学生门票免费仅适用于全国统
招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不包含
自考类、成教类、网络招生类、继
续教育类等。大学生持学生证和
身份证原件，到沂山景区售票处
进行核验，转借无效。检票入园时
须配合工作人员核验本人身份证
及学生证真伪，如证件不全或不
实，须另行购票。大学生免费门票
不包含个人在景区内餐饮、住宿、
车船等自行体验的消费项目。
地址：临朐县城南45公里沂山镇驻地
咨询电话：4 0 0 0 5 3 6 0 5 9，0 5 3 6—
3317880
◎潭溪山暑假免门票政策
时间：2018年7月10日至8月31日，全

国在校学生到潭溪山均可享受免
门票的优惠政策(凭学生证、校牌、
学生卡、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等在
校生身份有效证件方可免票)。另
外，潭溪山对住宿游客实行住宿
免门票。
景区咨询：0533-5036666
潭溪山庄客房咨询：0533-5899999
◎美食优惠活动
蜀大侠建设路店6月30日开业优惠
6月30日菜品3 . 9折；7月1日-7月3日
菜品5 . 8折；7月4日-7月8日菜品6 . 8
折；7月9日-7月16日菜品7 . 8折
地址：济南市建设路90号龙力天润
苑底商3楼
详情请咨讯：82722266
◎代金券
颐正大厦游泳馆108元(单人游泳+
桑拿)代金券售价27 . 9元新客减5
(详见美团APP)
济南·宴会酒店中心9 . 9元代金券
售价1元(详见美团APP)

团体活动
夏令营时间

◎读书夏令营
活动性质：社会公益活动
活动对象：6-13岁喜爱阅读的青少年
活动时间：2018年7月7日-8日
活动地点：二环东路山东省图书
馆五楼第三教室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4日
报名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
省图书馆资讯平台”
咨询电话：0531-85590738
◎少儿精英成长特训营
策划人：少儿精英成长特训营是
由中国心理师协会高级督导师、
山东树辉心理健康中心创办人、
山东省少儿图书馆特聘心理专
家、山东广播电视台首席心理专
家树辉老师
活动时间：7月10日-13日
活动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
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三教(7月13
日下午结营活动在五楼报告厅)
招生要求：8-16岁少年儿童，限25
人(须孩子自愿参加)
报名电话：15753166273

讲座
长见识

◎朱子学公开课
主讲嘉宾：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时间：6月30日9:30-11：30
地点：明湖路275号山东省图书馆
国学分馆奎虚书藏二楼·明伦堂
电话：86196216
◎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
针线世界·鲁绣讲座与体验活动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第三展厅
人数：25名(仅限10岁以上孩子)
时间：7月14日9:30-11:30

演出
好戏连台

◎“情迷阿根廷”乔弗雷携手纽约
强力探戈跨界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6月28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历山艺享汇相声大会
演出时间：6月29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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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罗刹国》
演出时间：6月29日、30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 2 0 1 8 小 茗 同 学 奇 趣 狂 欢 节
CARNI GO(济南站)
活动时间：6月30日9:30-18:00

活动场馆：济南方特东方神画
◎大型民族舞剧《孔子》
演出时间：6月30日、7月1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话剧《家事》
演出时间：6月30日、7月1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话剧《广陵散》
演出时间：7月5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经典儿童剧《海的女儿》
演出时间：7月6日19:30、7日10: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
唱会—济南站
演出时间：7月7日20:00
演出场馆：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
◎美国流行音乐之路-大卫·凯斯
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爱无止境“LoveIsEndless”-浪
漫爱情金曲视听音乐会
演出时间：7月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英国BBC大型多媒体儿童舞台
剧《海底小纵队之火山大冒险》
演出时间：7月7日10:30、14: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钢琴音乐会《菊次郎的夏天》
演出时间：7月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经典童话剧《小飞象》
演出时间：7月8日10：00、15: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展会
瞧新鲜

◎春华·山东省首届大学生优秀
艺术作品展
场馆：济南西站东广场时光艺术
之城
展期：至7月14日
◎2018东亚博览会暨第六届韩国
商品博览会
场馆：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公众开放日：7月7日-8日

公益课
滚动报名

◎“会说话的绘本”之绘本故事会
第194期
时间：6月30日10:00
教室：省少图二楼活动室
主题：《我的秘密我了解》
适合年龄：4-12岁
◎少儿英语公益课堂(高期班)第4
次课
时间：6月30日9:30
教室：省少图四楼国学教室
主题：剑桥少儿英语
适合年龄：10-12岁
◎少儿英语公益课堂(少儿班)第4
次课
时间：6月30日14:00
教室：省少图四楼国学教室
主题：剑桥少儿英语
适合年龄：7-9岁
◎少儿英语公益课堂(幼儿班)第4
次课
时间：6月30日14:00
教室：省少图四楼第二教室、四楼
第三教室
主题：剑桥少儿英语
适合年龄：4-6岁
◎少儿京剧艺术公益课堂第24期
第2次课
时间：7月1日9:30
教室：省少图五楼报告厅
主题：生角、旦角介绍、老师示范
演唱、道具体验
适合年龄：5-12岁
◎“会说话的绘本”之绘本故事会
第195期
时间：7月1日10:00
教室：省少图二楼活动室
主题：《我不会走丢》

适合年龄：3-6岁
◎“绘本动起来”——— 少儿绘本戏
剧主题活动第4期第1次课
时间：7月1日14:00—15:00
教室：省少图二楼活动室
主题：《肚子有个火车站》
适合年龄：5-10岁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年
儿童图书馆
咨询电话：86196218

聚会
分享体验

◎拾趣|茶艺分享
时间:2018年6月17日-8月26日每周
六、日9:30-11:30
地点:济南中山公园
◎认识有趣的人，体验好玩的事
情，UYUAN CLUB每周组织不同
的活动
时间:2018年6月23日-9月16日每周
六、日14:00-21:30
地点:济南历下区宽厚里

找工作
多场招聘

◎济阳县招聘政务服务工作者
详见济阳政务信息公众网站
工资待遇：每月发放工资2300元，
并缴纳“五险”。
报名时间：2018年7月2日-3日(上午
8：30-11：30，下午2：00-5：00)
报名地点：济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一楼大厅(济阳县城开元
大街162号)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聘2018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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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至7月3
日17时
◎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2018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详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
站和青岛大学人力资源处网站
报名时间：信息发布之日(2018年6
月25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综合类公
益招聘会
举办场馆：历下区解放东路16号山
东省人力资源市场
举办时间：2018年6月29日9:00-12:00
◎2018应届毕业生及社会人才招
聘会
举办场馆：经十路22399号济南人
才市场
举办时间：2018年6月30日9: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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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