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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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广场超市云闪付APP五折
最高减5元
时间：5月11日-26日每周六、周日
11:00-21:00
商家：万达广场内超市
◎银联二维码满2元随机立减
时间：4月28日-6月30日
商家：金德利集团、济南华联超市、
家家悦超市、超意兴快餐、婴贝儿
◎兴业银联信用卡加油满200减30
时间：5月11日-9月29日每周六、周日
商家：山东地区加油联盟
◎云闪付建行信用卡满100减30
时间：截至5月16日，每日10:00-22:00
商家：银座
◎89元家庭欢聚餐兑换券
时间：购买后30天内有效
商家：肯德基
购券渠道：口碑
说明：以上商家活动解释权归商
家，请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商家相关
活动细则。

演出
好戏连台

◎白俄罗斯明斯克经典乐团施特
劳斯作品专场音乐会
时间：5月10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京剧《断桥》、《姚期》
时间：5月10日19:30
地点：山东梨园大戏院
◎话剧《玩命娱乐》
时间：5月10日、17日每日19:30
地点：山东省话剧院小剧场
◎岛屿心情济南演唱会
时间：5月10日20:30
地点：班卓音乐酒吧
◎尼山书院国乐团“国乐杏坛”民
乐雅集
时间：5月11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明
湖路275号)遐园·国学讲堂
◎儿童剧《天蓬传奇》
时间：5月11日10:30
地点：历山剧院
◎儿童剧《咕噜咕噜萌哒》
时间：5月11日-12日10:30
地点：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动漫儿童剧《孔子》
时间：5月11日10: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婿事待发》
时间：5月11日14:30、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吴巍&荷兰巴洛克古乐团音乐会
时间：5月11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京剧《拾玉镯》《李逵探母》《状
元媒》《挑滑车》
时间：5月11日19:30
地点：山东梨园大戏院
◎话剧《Lady Danger》
时间：5月12日15:00
地点：章丘区群艺馆音乐厅
◎波兰大型木偶马戏《塔拉蹦吧》
时间：5月11日19:00、12日15:00
地点：章丘市文化中心百脉剧场
◎经典儿童剧《老鼠嫁女》
时间：5月12日10:00、15:00
地点：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贝剧场
◎“我心永恒”经典影视系列2019
视听音乐会
时间：5月12日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陈萨独奏音乐会济南站
时间：5月12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美国天才音乐家尤金·阿克莱
钢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5月17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京剧《赵氏孤儿》
时间：5月17日19:30
地点：山东梨园大戏院
◎《弦歌》张凯胡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5月17日-18日每日19:30
地点：山东歌舞剧院
◎筝声物语：王中山古筝独奏音乐会
时间：5月18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舞剧《一梦·如是》
时间：5月18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儿童剧《三只小猪》
时间：5月18日-19日每日10:30
地点：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展出
琳琅满目

◎“艺彩新锋——— 山东美术新人
新作展(2019)”中国画提名展
时间：2019年4月29日-2020年1月13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锐”空间
◎印象山东——— 俄罗斯油画家写
生作品展
时间：5月6日-5月10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C4、C5展厅
◎刻刀风骨——— 山东美术馆馆藏
秦胜洲版画作品暨纪念秦胜洲先

生诞辰90周年艺术回顾展
时间：5月11日-6月9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B1、B2、B3展厅
◎生态——— 山东当代艺术研究展
时间：展至5月11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二楼B4、B5展厅
◎民国事城图——— 廖真武巨幅作
品全国美术馆巡展
时间：5月1日-5月17日
地点：济南美术馆第4、5号展厅
◎岁月留痕——— 刘雷油画艺术展
时间：4月27日-5月12日
地点：济南美术馆第1、2号展厅
◎阎铁鲁剪纸专题展
时间：4月20日-5月30日
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二楼非遗展厅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时间：长期
地点：山东省文化馆三楼东非遗
精品展厅
◎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命观
时间：展至6月21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4号展厅
◎清风徐来——— 馆藏明清竹绘画展
时间：展至5月20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3号展厅
◎考工记：山东古代科技展
时间：2019年2月6日开展
地点：山东博物馆三楼21号展厅
◎海曲遗韵——— 上海浦东历史名
人书画精品展
时间：展至7月21日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一展厅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
时间：2019年全年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二展厅
◎流光溢彩——— 济南市博物馆藏
珠宝玉石臻品展
时间：展至2019年底
地点：济南市博物馆一楼四展厅

讲座
大开眼界

◎齐鲁摄影大讲堂
时间：5月11日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
侧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超群爸爸玩转历史
时间：5月11日10: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国学教室
适合年龄：5岁以上
◎荀子公开课第一讲
时间：5月11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明湖
路275号)奎虚书藏·明伦堂
◎走进身边的科学
时间：5月12日10: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国学教室
适合年龄：7-12岁

互动
全新体验

◎泉城书房"交享阅"领读人第三
期：《中国哲学简史》
时间：5月10日14: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泉城书房·博
物馆分馆(经十一路30号济南市
博物馆西北角)
◎“夏木成阴，民俗体验”活动
时间：5月11日9:30-11: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明湖
路275号)奎虚书藏数字国学体验室
适合年龄：7-12岁
◎“会说话的绘本”之绘本故事会
时间：5月11日10:00《驴小弟变石
头》、12日10:00《神奇牙膏》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适合年龄：3-7岁
◎童读好书读书会
时间：5月11日10:00《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12日10:00《秘密花园》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第三教室
适合年龄：7-12岁
◎创意美工坊：送给妈妈的贺卡

时间：5月12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老馆(经三路
150号)三楼儿童阅读体验区
◎“绘本动起来”《我妈妈》
时间：5月12日14: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适合年龄：5-10岁
◎七彩泉故事会之《我们的妈妈
在哪里》
时间：5月12日10: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小报告厅
◎省中医母亲节产科义诊活动
义诊专家：主任医师王哲、副主任
医师邢建红等
时间：5月12日9:00-11:00
地点：省中医趵突泉院区(西院区)
门诊楼北门

公益课
学点知识

◎少儿创意美术(扎染)
时间：5月11日-26日每周六全天、
周日下午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第四教室
◎少儿中国舞
时间：5月11日9:3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五楼舞蹈室
适合年龄：7-9岁
◎少儿创意简笔画
时间：5月11日9:3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五楼504教室
适合年龄：6-10岁
◎少儿英语阅读
时间：5月11日10: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六楼613教室
适合年龄：4-7岁
◎少儿语商
时间：5月12日9:1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第二教室
适合年龄：6-12岁
◎幼儿语商
时间：5月12日10:4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四楼第二教室
适合年龄：3-5岁
◎少儿京剧
时间：5月12日10: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适合年龄：5-12岁
◎创客体验
时间：5月12日14:00
地点：英雄山路231号山东省少儿
图书馆五楼503教室
适合年龄：7岁以上
注：以上少儿美术类、科学类公益
课堂，需自备材料或者在课堂购
买，咨询电话:86196218
◎古琴公益课堂
时间：5月11日-26日每周六9:00-
11:00、每周日14:00-15: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明
湖路275号)博艺堂·二楼
注：需提前报名，微信号：韩老师
HXL601872519，金润老师jin run002
◎成人射艺体验课
时间：5月11日、18日、25日每日14:
30-16: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明
湖路275号)奎虚射圃
注：需提前报名，QQ群：312530458

老街巷
游遍济南

◎最诗意的街：曲水亭街
这是济南老城风貌群里必不可少
的一条名街。当地百姓有所谓“芙蓉

街，西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之说。
从珍珠泉和王府池子流过来的泉
水汇成河，纵贯半条小街，曲曲折折
名曰曲水，有“曲水流觞”之感。来到
曲水亭街，让人联想到中国画卷、直
叫人诗兴大发，街诗意、名诗意，来
到这里，仿若梦回老济南府。
◎最受吃货欢迎的街：芙蓉街
以街中芙蓉泉而得名，位于珍珠泉
群之中，邻近历代两大府衙和贡院、
府文庙及古城主干道。金、明、清时，
一向是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之地。如
今已成为济南的一条特色小吃街，
汇聚南北名小吃。
◎最接地气的街：辘轳把子街
拐进泉水人家深处，有这样一条街，
名字缘于一口古井，井水醇美甘香，
曾经是四合院人们的生命源泉。若
干年后，井水枯竭了，辘轳却一如既
往架在井口。木质辘轳塌了后，把子
留了下来，这条街就被称为辘轳把
子街。也有人说，从巷子口进去，左
拐一段，再右拐一段，很像井口打水
用的轱辘把子，所以大家就叫它轱
辘把子街了。
◎最窄的街：翔凤巷
东起平泉胡同，西止芙蓉街，是济南
最窄的小巷，宽度仅80厘米。此条小
巷旧时为两边房子的墙缝形成，俗
称“墙缝巷”，后取其谐音翔凤巷，寓
意为让凤凰飞到这里，图个吉祥。
◎最有神话色彩的街：舜井街
以街中有舜井而得名，而舜井又以
舜耕历山的典故而名。大舜的故事
济南人耳熟能详。据古籍记载，大舜
幼年丧母，后母与弟骗大舜淘井，然
后落井下石，大舜幸得井下溶洞逃
出，也因此发掘出一处甘泉，人称舜
泉，也即舜井。
◎最具人文气息的街：南新街
这是济南少有的文化名人街，昔日
大学教授、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多居
于此，后来则为省委省府要员公寓
与省直机关驻地。它留下了人们所
熟知的老舍、舒同、谭启龙、晁哲甫、
李予昂、方荣翔、黑伯龙、宋玉庆等
文化名人、政界要人的身影。
◎济南版“后海”街：后宰门街
街上曾建有八旗会馆280多间，做生
意开小店的较多，是老济南的“泉城
路”。如今，在热闹喧嚣的百花洲和芙
蓉街的衬托下，后宰门街显得低调、
僻静。这里老济南人家的生活气息
扑面而来，古色古香的院落和各种
现代文艺小店并存，有人说这是济
南版“后海”。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济
南最地道的市井生活气息。
◎最有文化的街：贡院墙根街
北起大明湖路，南止省府东街，东
连西奎文街和茶巷，西邻省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大院东部及北
部，直至大明湖公园内的“遐园”，
是明清时代的科举考场，称贡院，
此街因在其东墙外而得名，是一
条著名的文化街。

找工作
多场招聘

◎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综合类专
场招聘会
时间：5月10日8:30-12:00
地点：山东省人社厅副楼二楼(济
南市解放东路16号)
◎济南人力资源市场三产服务业
专场招聘会
时间：5月10日9:00-11:30
地点：济南市七里河路北段2-2号
◎济南大学高校毕业生集中就业
实习综合名企校园招聘会
时间：5月10日8:30-12:00
地点：南辛庄西路336号济南大学
西校区八食堂东广场
◎济南人才市场2019社会人才专
场招聘会
时间：5月11日9:00-12:00
地点：经十路22399号济南市人才
市场
◎济南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综

合类专场招聘会
时间：5月11日9:0012:00
地点：英雄山路846号济南市市中
区人力资源市场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集中就业16
城市名企综合类大型校园招聘会
时间：5月11日8:30-13:00
地点：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篮
球场(进校门右转南行100米)
◎山东省应往届毕业生及职专类
16城市综合类名企大型招聘会
时间：5月12日8:30-12: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大会场
◎济南历城人才市场综合类人才
招聘会
时间：5月12日8:00-13:00
地点：花园路2号济南市历城人才
市场(历城五中东200米)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2019校园招聘
详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网站(http:/
/zhaopin.chnenergy.com.cn)
报名时间：4月22日-5月15日
◎聊城大学公开招聘202人
详见聊城大学人力资源处网站
(http://rsc.lcu.edu.cn/)
报名时间：5月11日9:00-15日16:00
◎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实习
岗位招聘400人
详见工行山东省分行招聘网站
(campus.icbc.com.cn)
报名时间：5月7日-5月22日
◎山东建筑大学公开招聘281人
详见山东建筑大学网站
报名时间：截至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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