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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便宜
美食折扣

◎25元霸王牛堡+霸王鸡堡1份（最
高门市价38）
商家：汉堡王（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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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5日-2019年
1月1日（10：00-22：00）
◎198元双人餐（最高门市价318）
商家：桃源大酒店经七路店
地址：经七路西口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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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2日-2019年1月
8日
◎59元双人餐（最高门市价136）
商家：牛宝小院
地址：小纬五路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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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日-2019年10
月11日
◎189元套餐（2人以上使用，最高
门市价397元）
商家：必胜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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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后14天内有效（10：30
-21：00）
◎76元果木烟熏肉眼牛排+黄桃汁
套餐（最高门市价95 . 60元）
商家：东方豪客（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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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后30天内有效

演出
好戏连台

◎话剧《怀疑》
演出时间：12月7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话剧院
◎《大河之舞Ⅱ舞起狂澜》2018中
国巡演济南站
演出时间：12月7日、12月8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龙猫的约定-宫崎骏·久石让经
典动漫视听音乐会
演出时间：12月8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
童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惊涛骇
浪》
演出时间：12月8日10：30、14：3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演出时间：12月8日、12月9日10：30
演出场馆：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
场
◎爆笑儿童剧《疯狂恐龙人》
演出时间：12月8日10：00、15：00；12
月9日10：00、15：0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历山艺享汇——— 相声大会
演出时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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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管乐团《皇家盛宴》音乐会
演出时间：12月1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
◎2018宫崎骏·久石让动漫视听系
列主题音乐会
演出时间：12月14日19：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皮影戏《鹤与龟·西游记》
演出时间：12月15日10：00、15：00
演出场馆：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
贝剧场
◎儿童剧系列演出《你是陌生人》
波螺油子戏剧团队2018“Fun享童
话”
演出时间：12月15日10：30、15：30
演出场馆：历山剧院
◎儿童剧《白雪公主》
演出时间：12月15日、16日10：30
演出场馆：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
场
◎皮影体验秀《哪吒闹海》《武松
打虎》等四则
演出时间：12月16日10：00、15：00
演出场馆：都市实验剧场-JN150
剧场
◎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演出时间：12月16日15：00、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
厅
◎民族歌剧《沂蒙山》
演出时间：12月19日19：30，20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
厅
◎鹿先森乐队“华年”2018全国巡
演济南站
演出时间：12月22日19：30
演出场馆：山东会堂
◎儿童剧《机械城大冒险》
演出时间：12月22日10：00、15：00
演出场馆：山东剧院

展出
琳琅满目

◎《明万历于慎行肖像画册展》
时间：11月21日—12月16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一展厅
◎“赖非拓画展暨《考古拾趣》首
发会”
时间：12月1日，展期两周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第三展厅
◎德国新表现主义巨匠吕佩尔茨
雕塑大展
展览时间：11月3日-12月31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开幕
式大厅、一楼雕塑长廊及户外东
广场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
作品展
展览时间：12月2日-12月16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C1、
C2、C3、C4、C5展厅
◎行远及众——— 中国水印木刻版
画文献展
展览时间：11月22日至12月9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B4、B5展厅
◎ 山 东 省 文 化 馆 聚 雅 艺 术 空
间——— 孙华进美术作品展
展览时间：11月8日——— 12月8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三楼回
廊聚雅艺术空间
◎小邾国历史文化展
展览时间：2018年10月12日-12月31
日
展览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19号展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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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吐大荒——— 许钦松山水画展
(山东站)
展览时间：12月7日-23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一楼A1，二
楼B1、B2、B3展厅

互动
新探索

◎体验手工坊“手工串珠”
活动时间：12月8日9：30-11：00，14：
00-15：30
活动地点：山东美术馆夹层儿童
教室
参与群体：8到12岁(通过山东美术
馆教育推广部微信公众号报名)
◎创意美工坊面塑制作
时间：12月8日10点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国学传习室
◎非遗大课堂·葫芦烙画
活动时间：12月9日9：30-11：00，
14：00-15：30
活动地点：山东美术馆夹层国画
教室
参与群体：8到12岁(通过山东美术
馆教育推广部微信公众号报名)
◎孔子学堂“器以藏礼——— 爵礼
相随”
时间：12月8日9：30-11：00
地点：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活动对象：10-13岁40人
◎历史教室“国之干城——— 齐长
城研习活动”
时间：12月8日13：30-15：30
地点：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活动对象：10-13岁40人
◎历史教室“发现美源——— 模拟
考古活动”
时间：12月9日13：30—14：30
地点：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活动对象：10-13岁10人
◎自然教室“丝路故事——— 经纬
之术”
时间：12月9日9：30-11：30
地点：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活动对象：7至10岁40人

讲座
新知识

◎齐鲁摄影大讲堂《怎样拍好风
光照片》
主讲嘉宾：王晓明，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生活日报摄影俱乐部主任
活动时间：12月8日9：00—10：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二环东
路2912号)二楼文化共享工程管理
中心(二楼进门左拐即是)
报名方式：只接受短信报名(发送
姓名+人数)
报名联系人：摄影俱乐部杨朔
15550401025
◎摄影大讲堂《慢门风光摄影》
主讲人：王晓明
讲座时间：12月8日14：30
讲座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
一层小报告厅
◎自然大讲堂《环保路上1+1=？》
主讲人：肖宏平，山东省淄博市淄
川区峨庄中学生物教师
讲座时间：12月8日10点
讲座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
一层小报告厅
◎尼山书院国乐团“国乐杏坛”民
乐雅集
时间：12月8日9：30-11：00
地点：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传习录》讲读课
时间：12月8日14：30-16：30
地点：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孟子》精讲
时间：12月9日9：30-11：00
地点：明湖路275号尼山书院遐园
国学讲堂
◎国学讲堂——— 我对论语的认识
和把握
主讲人：王蔚,山东财经大学教授，
儒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硕
士生导师
活动时间：12月9日9：30-11：30
活动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
一层小报告厅

公益课
开眼界

◎“会说话的绘本”之Sherry亲子英
文绘本歌谣沙龙《TenFatSausages》
活动时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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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当绘本遇见写
作》
活动时间：12月9日10：0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二楼活
动室
适合年龄：7-9岁
◎绘本动起来《松树先生和第一
场雪》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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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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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语言表演
活动时间：12月8日9：2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报
告厅
适合年龄：5-12岁
◎硬笔书法
活动时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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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舞
活动时间：12月8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舞
蹈室
适合年龄：4-7岁
◎创意色彩
活动时间：12月8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504
教室
适合年龄：5-9岁
◎语商少儿班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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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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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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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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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12月9日9：30
活动教室：省少儿图书馆五楼503
教室
适合年龄：3-7岁
◎少儿合唱团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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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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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
瞧新鲜

◎泉城广场荷花音乐喷泉复喷
(2018年10月25日起维修维护，12月
4日起恢复喷放，效果提升)
周一至周五喷放时间：10：00-10：
30，15：00-15：30，20：00-20：30(冬季
19：30-20：00)
周末及节假日：喷放时间：9：30-
10：00，11：00-11：30，15：00-15：30，
16：30-17：00，20：00-20：30(冬季19：
30-20：00)
注：天气条件不佳时表演取消，特
殊情况时可能临时调整。
◎泉城欧乐堡冰雪嘉年华
时间：12月22日-2月20日
环球冰雪圣诞村开村时间：12月22
日、23日、24日、25日，12月30日、31
日、1月1日
营业时间：平安夜、圣诞夜、跨年
夜狂欢至24:00，其余时间狂欢至
22:00

找工作
多场招聘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齐鲁工业大学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4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政法学院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政法学院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4日)起7个工作日内
◎泰山学院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泰山学院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4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
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4日)起7个工作日内
◎临沂大学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临沂大学人事处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4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农业大学2018年公开招聘
详见山东农业大学网站

报名时间：自信息发布之日(2018
年12月5日)起7个工作日内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招聘
详见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官方网站
报名时间：至2018年12月14日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招
聘
详见鲁股权交易中心网站
报名材料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2
月14日
◎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招聘
详见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方
网站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3日至12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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