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
演出时间 演出名称 演出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5 月 01 日
周二 19:30

《精品杂技晚会》
山东省杂技团

演艺厅
0531-86956185 09

5 月 01 日、05 日
周一、周六 10:00

儿童剧《青蛙王子》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宝贝剧场
0531-87062646 19

5 月 01 日 -31 日
每周五 19:30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0531-86922658 09

5月01日
 周一 10:00/15:00

儿童剧《三只小猪》 章丘文博中心 0531-86952054 07

5 月 04 日
周五 15:00/19:30

音乐剧《国之当歌》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0

5 月 04 日、05 日
周五、周六 19:30

吕剧优秀青年演员演唱会 百花剧院 0531-88933062 02

5 月 04 日、05 日
周五、周六 19:30

《众生的号角》管乐
重奏音乐会

山东歌舞剧院
音乐厅

0531-86922658 03

5 月 05 日
周六 19:30

德国创意双钢琴音乐会
《钢琴大斗法》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0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19:30

《开心甜沫》曲艺剧场 大明湖明湖居剧场 0531-86952054 18

5 月 05 日、06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灰姑娘》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7

5 月 06 日
周日 19:30

印象·法兰西——纪念德彪西和
布朗热逝世一百周年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1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0:00

“曲山艺海——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曲艺专场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6952054 18

5 月 08 日、09 日
周二、周三 19:30

ALL STARS 全明星 360°
炫技之夜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1

5 月 09 日
周三 19:30

爱乐汇·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
芭蕾舞《天鹅湖》-济南站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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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
周四 19:30

四重奏弹奏音乐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4

5 月 10 日
周四 19:30

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经典剧目
《胡桃夹子》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2

5 月 11 日
周五 19:30

“灿若星晨”
——青年钢琴家张星、张晨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2

5 月 12 日、13 日
周六、周日 10:00

幽默肢体剧
《三个和尚》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宝贝剧场

0531-87062646 20

5 月 12 日、13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寻孟奇缘》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8

5 月 13 日
周日 19:30

爱乐汇· 《夜的钢琴曲》
——石进钢琴音乐会 济南站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5

5 月 13 日
周日 19:30

母亲的微笑
——2018母亲节“梦之翼”

女子合唱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3

5 月 15 日
周二 19:30

美国钢琴家尤金·阿克莱 2018
钢琴独奏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3

5 月 16 日
周三 19:30

爱与美的浪漫邂逅
——《遇见爱》影视金曲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4

5 月 17 日
周四 19:30

《会飞的音符——萨拉班德舞曲》
视听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4

5 月 18 日
周五 19:30

法国汉森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5

5 月 18 日、19 日
周五、周六 19:30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婿事待发》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5

5 月 19 日
周六 19:30

京剧《小宴》《钓金龟》
《法场换子》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5 月 19 日
周六 19:30

红梅花开
——于红梅二胡师生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86922658 03

5 月 19 日、20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三只小猪》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7



5 月 19 日、20 日
周六、周日 15:00

世界经典童话剧
《红狐狸传奇》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5

5 月 20 日
周日 19:30

“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省鲁东
京剧文化促进会”

——相约泉城京剧演唱会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5 月 20 日
周日 19:30

天空之城
——久石让宫崎骏经典视听音乐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6

5 月 20 日
周日 19:00

宁峰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6

5 月 20 日
周日 19:30

音乐剧《不一样的焰火》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9

5 月 21 日
周一 19:30

京剧《桑园会》《赤桑镇》《坐宫》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2

5 月 21 日
周一 19:30

露音美乐，至爱情深
——济南大学音乐学院青年

声乐教师孙露博士个人独唱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6

5 月 22 日、23 日
周二、周三 19:30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巡演——滇剧《水莽草》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7

5 月 26 日、27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青蛙王子》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8

5 月 27 日
周日 19:30

浦发信用卡倾情呈献 · 爱乐汇
“天空之城”久石让 &宫崎骏
经典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6

5 月 29 日、30 日
周二、周三 19:30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
《祖传秘方》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7



    展览
展览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2月 18日 -5月 21日
折来一枝春插瓶
——清供图展

山东博物馆
三楼20号展厅

0531-85058202 25

3月 29日 -5月 山东省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展
山东博物馆
一楼3号展厅

0531-85058202 25

3月 31日 -5月 06日
彦青百年

——山东美术馆馆藏张彦青捐赠
作品暨张彦青百年诞辰纪念展

山东美术馆
三楼C1、C2、C3展厅

0531-81305076 20

4月 21日 -6月 30日
第二届“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美术版权作品展
济南市文化馆
非遗展厅

0531-81602211 25

4月 22日 -5月 10日
第二届“五月繁花”

——全省美术作品学术提名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三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22

4月 26日 -5月底
“‘我们的中国梦’庆五一”
济南市广艺、广友书画院书画展

济南市文化馆
艺术交流展厅

0531-81602211 25

4月 28日 -5月 18日
“为奥运喝彩”奥林匹克艺术
博览会城市系列展（山东站）

山东美术馆
一楼A1、二楼 B1、
B2、B3、B4、B5展厅

0531-81305076 21

5月 04日 -10日
君到姑苏见

——苏州摄影作品巡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22

5月 04日 -6月 04日
非遗传承发展成果展系列活动

——聊城市东昌府区
非遗保护摄影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23

5月 12日 -14日
仁德儒风 工整墨彩

——孟庆柱重彩中国画艺术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23

5月 15日 -6月 10日
山东省少年儿童大画廊

优秀作品选展
——天行梦少儿书画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中庭院

0531-81602257 24

5月 24日 -6月 23日
切真

——王力克油画作品展
山东美术馆
一楼A1展厅

0531-81305076 21

5月 26日 -28日 山东省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24

5月 26日 -6月 18日
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年度典藏
精品展（2017）

山东美术馆
B4、B5展厅

0531-81305076 21

5月 26日 -6月 23日
水彩在山东

——山东美术馆馆藏山东籍
水彩画作者作品选展

山东美术馆
二楼B1、B2、B3展厅

0531-81305076 21

5月 29日 -6月 29日
遇见·美好未来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大型儿童画展

山东美术馆
二楼大厅

0531-81305076 21



    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4月 27日 -10月 12日
每周五 19:30

2018 年“齐鲁大舞台”
系列活动

山东省文化馆
群星广场

0531-81602257 27

5 月 01 日
周二 14:00

“百姓影院”公益电影放映
《厉害了我的国》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34

5 月 01 日 -31 日
每日 9:00-16:30

济南市文化馆馆办团队
——群星艺术团公益性

辅导培训活动

济南市文化馆
各辅导培训教室

0531-81602211 34

5 月 01 日 -31 日
每日 9:00-16:30

2018 年度“新市民·新课堂”
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招生

济南市文化馆
各辅导培训教室

0531-81602211 34

5 月 01 日 -31 日
每周三、周五下午

山东快书进校园
南辛庄小学、普利中学、

育才中小学
0531-81602257 27

5 月 01 日、05日、
12日、19日、26日、
1日 周二 9:30-11:30

5 日 -26 日 
每周六 13:00-15:30

国之干城
——齐长城研习活动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33

5 月 01 日、06日、
13日、20日、27日
1日周二 13:30-15:30

6 日 -27 日 
每周日 13:00-15:30

《论语》中的文物
——觚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33

5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三 14:30-16:00

沙画艺术公开课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30

5 月 03 日 -31 日
不定期 9:00/14:15

公益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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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5590781 30

5 月 05 日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鲁班锁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0531-81602257 28

5 月 05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硼砂水晶泥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6



5 月 05 日、19日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国乐团“国乐杏坛”
民乐雅集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30

5 月 05 日、19日
周六 9:30-11:00

淑女课堂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30

5 月 05 日、26日
周六 9:30

少儿美术
之色彩艺术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504教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9:00-11: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射艺

尼山书院
奎虚射圃

0531-88363337 30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9:00-11: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雕版印刷课堂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0531-88363337 30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9:30

少儿毛笔书法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9:30-11:30

丝路故事
——经纬之术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33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14:00-15:3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国画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0531-88363337 30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14:00-16:30

成人射艺体验课
尼山书院
奎虚射圃

0531-88363337 31

5 月 05 日 -26 日
每周六 14:30-16:30

《传习录》精读课
（四十——四十三）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31

5 月 05 日 -27 日
每周六 9:00-11:00
      14:00-16:00
每周日 9:00-11:00

古琴公益课堂
尼山书院

博艺堂·二楼
0531-88363337 31

5 月 05 日 -27 日
每周六、周日 10:00

“会说话的绘本”
之绘本故事会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05 日 -27 日
每周六、周日

少儿美术
之创意美术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四教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9:30

少儿京剧艺术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报告厅
0531-86196218 32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9:30-11:00

《孟子》精讲
（六十一——六十四）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31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0:00

完美童声快乐歌唱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一教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3:30-15:00

寻找迁徙动物
——牙牙大不同

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

0531-85058202 33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语言表演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0531-88363337 31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围棋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31

5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书法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0531-88363337 31

5月06日、20日、27日
周日 14:00

“绘本动起来”绘本戏剧
主题活动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12 日
周六 9:30

大众讲坛：
《合理科学运动治未病》

山东省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0531-85590781 30

5 月 12 日
周六 9:30-11:00

中医与幸福生活系列讲座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5590781 31

5 月 12 日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伏里土陶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0531-81602257 28

5 月 12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水晶滴胶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6

5 月 12 日、19日
周六 14:00

五色花主题阅读季
少儿电影展播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32



注：如有变动请参照各场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5月 12日、26日
周六 9:30-11:00

《常礼举要》精讲课
（十一、十二）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31

5 月 12 日、26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中国梦’海右
文艺讲堂（品艺吧）”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34

5 月 13 日、27日
周日 9:30

创客体验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15 日
周二 9:30

齐鲁书画大讲堂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技术
学院2号楼3楼美术馆

0531-81602257 27

5 月中旬
第 43期“交享阅”

读者沙龙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负一层小报告厅

0531-87937337 34

5 月 17 日
周四

“中国梦·非遗行”文化传承
系列公益活动

走进济南育贤小学
济南市育贤小学 0531-81602211 34

5 月 19 日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枣庄核雕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0531-81602257 29

5 月 19 日
周六 10:00

“‘皂’型万千”
——手工皂体验课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6

5 月 20 日
周日 10:00

智慧父母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32

5 月 26 日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枣庄泥塑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0531-81602257 29

5 月 26 日
周六 10:00

“热缩的奥秘”
——热缩片体验课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6

5 月 29 日
周二

槐荫区“蓓蕾艺术工作站”
汇报演出

济南市文化馆
群星剧场

0531-81602211 34

5 月 特色专题图书推荐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二楼借阅区
0531-8793733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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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宴》剧情简介：王允为除掉暴虐的董卓，

联合义女貂婵设下连环计，挑拨董卓与大将吕布

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借吕布之手杀掉董卓。

《钓金龟》剧情简介：宋朝年间，河南孟津

康氏早年丧夫，有两子，长子张宣娶妻王氏，次

子张义。张宣赴试得中，官至祥符县令，寄回书

信接家眷。不想书信错投其妻王氏娘家，王氏素

与婆母康氏、张义不和，丢下母、弟不顾，独自

前往祥符县团聚。张义每日在孟津河钓鱼奉养母

亲 , 一日，钓得金龟，大喜，归家途中从乡邻处

得知其兄做了祥符县令，归告母。康氏遣子张义

至祥符县寻兄，去后杳无音信，乃亲往祥符。

《法场换子》剧情简介：薛丁山之子薛刚大

闹花灯，误伤皇太子，畏罪逃亡，奸臣张泰趁机

陷害薛家，抄斩满门，忠良徐策同情薛家遭遇，

为了保全忠良后代，趁在法场祭奠之时，暗中将

己子金斗掉换薛猛之子薛蛟，代为抚养。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5/19
周六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小宴》《钓金龟》
《法场换子》

演出

山东省京剧院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5/20
周日 19:30 梨园大戏院

“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省
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
——相约泉城京剧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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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会》剧情简介：鲁国大夫秋胡在外为

官二十余年，辞官回乡，在桑园遇妻罗敷，不敢

冒认。秋胡故意以带信为名，调戏罗，罗愤而逃回。

秋胡至家，罗羞愤自缢，经秋胡母子急救才脱险。

母责秋胡，命其向罗赔礼，夫妻和好。

《赤桑镇》剧情简介：包拯自幼由嫂吴妙贞

抚养成人，侄子包勉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

死。吴妙贞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包拯忘恩

负义，包拯婉言相劝，晓以大义，吴妙贞感悟，

叔嫂和睦如初。

《坐宫》剧情简介：《坐宫》是京剧《四郎

探母》中的一折。北宋时，辽邦设“双龙会”于

幽州，邀宋太宗赴会议和。杨家八虎护驾随往，

中伏兵败，杨四郎被擒改名木易，与铁镜公主成

婚。十五年后，适辽邦萧天佐摆天门阵，杨六郎

御于飞虎峪，佘太君押粮抵营。四郎思母，欲往

探，公主计盗令箭，助其出关。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5/21
周一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桑园会》《赤桑镇》
《坐宫》

山东省吕剧院

值五四青年节之际，省吕剧院推出“吕剧优

秀青年演员演唱会”。演唱会立足精选吕剧经典

段落，展现青春吕剧人的艺术魅力。

演唱会在节目设置上注重传承与创新同行，

以青春面孔展现传统魅力；节目编排新颖而不失

传统底蕴，展现了吕剧新生代的青春气息和艺术

风采。

演出团队：山东省吕剧院

2018/05/04、05
周五、周六 19:30 百花剧院

吕剧优秀青年演员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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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歌舞剧院

2018/05/04、05
周五、周六 19:30 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众生的号角》管乐
重奏音乐会

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四重奏组由乐团弦乐

声部各首席组成，自组建以来，积极参与各种音

乐节和艺术活动，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接见来访的

重要外宾演出，舞台经验丰富。怀着对室内乐的

热爱与追求，四重奏组将不断推出新作品，为喜

欢室内乐的听众献上高水准的演奏。

演出团队：山东歌舞剧院

2018/05/19
周六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红梅花开
——于红梅二胡师生音乐会	

于红梅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

先后师从苏安国、张韶、蓝玉崧、刘长福教授。

作为当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二胡演奏家、教育

家之一，她曾荣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 Pro Musicis 

International Award “乐府国际音乐大奖”. 她

的专辑《于红梅二胡协奏曲专辑》荣获第四届中

国“金唱片”奖 ; 专辑《迷胡》荣获在美国举办

的 Indie Awards“世界独立唱片大奖”之“最佳

世界民族音乐奖”；独奏专辑《红梅随想曲》荣

获全国首届优秀文艺音像制品奖一等奖。

演出团队：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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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9
周三 19:30 山东剧院

爱乐汇·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
芭蕾舞《天鹅湖》- 济南站

第一幕  城堡的庭院

老国王去世，齐格弗里德王子不久即要继承王

位，因此必须举行大婚。王子深恐失去自由，更不

愿娶一位不为自己所爱的人为妻。

第二幕  月光下的湖畔

齐格弗里德和班诺来到湖边，王子遣班诺去寻

找天鹅。独自留下的他引起了恶魔罗特巴特的注意。

第三幕  城堡内的舞厅

盼望已久的王子的成年庆典。

第四幕  湖畔

伤心的公主回到天鹅湖畔伤心欲绝，魔王则制

造了一场暴风雪阻止王子前去寻找公主。

演出团队：俄罗斯芭蕾舞剧团

山东剧院

2018/05/10
周四 19:30 山东剧院

四重奏弹奏音乐会

康科迪亚弦乐四重奏由四位杰出音乐家组

成，成立于荷兰，并与国际知名弦乐乐团同台竞

技。2013年4月，乐团受邀为亚历山大国王演奏，

同年 12 月，乐团发行首张弦乐创作专辑《时代

关系》，此张专辑更是邀请了知名作曲家 Alfred 

Schnittke 担任艺术总监。

演出团队：爱德华多·坎托、康斯坦提诺斯·玛
拉梅斯、吉列姆·卡布尔、泰奥多拉·奈迪亚科娃



05

2018/05/13
周日 19:30 山东剧院

爱乐汇·	《夜的钢琴曲》
——石进钢琴音乐会济南站

夜的钢琴曲是作者石进从 2006 年开始，历

时3年半创作的31首乐曲。首首都是不同的心情，

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夜晚，欢乐的、忧伤的、难过

的、当然也包括幸福的，以治愈系为主。夜的钢

琴曲中的每一首曲子都静谧舒缓，让彼此心灵诗

意地栖息。在这里，每个人总会找到一首属于自

己情感的乐曲……

演出团队：石进

2018/05/18、19
周五、周六 19:30 山东剧院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婿事待发》

姐姐年近 30 仍未找到归宿，在一次爬山途

中认识了年近七旬的 Andy，二人彼此倾心。但随

着二人婚事临近，男友提出希望拜访女方父母，

而姐姐深知，男友的年纪对于自己观念传统的家

庭来说是绝对的禁忌。

为了掩饰男友的身份，姐姐请求妹妹编造谎

言企图瞒过家人，随着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接连

出现，麻烦越来越大，撒的谎也越来越多……

演出团队： 开心麻花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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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0
周日 19:30 山东剧院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
经典视听音乐会

致敬经典，再现久石让和宫崎骏 30 年经典

现场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将演出《天空之城》《菊次郎的

夏天》《魔女宅急便》《哈尔的移动城堡》《风

之谷》《入殓师》《悬崖上的金鱼姬》《龙猫》《千

与千寻》《幽灵公主》《让子弹飞》等十余首经

典曲目，再现久石让宫崎骏代表作品中优美动听，

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呈现给观众朋友别样的听

觉和视觉的温馨享受。

演出团队：时光乐团

2018/05/27
周日 19:30 山东剧院

浦发信用卡倾情呈献	·	爱乐汇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
经典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

一代宗师匠心独具

视听同步精彩非凡

经典旋律震撼原版

音乐启蒙最好选择

久石让，以他那充满童心，却又能够阐释哲理

的灵性音乐创作能力，被人们称为触动灵魂的音乐

圣人。宫崎骏，可谓是日本动漫当中最具知名度和

最受大家喜欢的漫画家。当久石让遇上宫崎骏，一

部部经典动漫随之诞生，一首首音乐传奇划过心际。

他们是世界动漫史上的传奇，他们将世界动漫带入

了一个黄金时代，感动了70、80、90后的三代人，

留下了美好无比的童年回忆。

演出团队：爱乐汇轻音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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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1、19、20
5 月 1日 周二 10:00/15:00 
章丘文博中心
5月 19 日、20 日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三只小猪》

在美丽而平静的大森林里，猪妈妈带着三只

可爱的小猪睡睡、美美、聪聪以及他们的好朋友

小松鼠蹦蹦、跳跳快乐地生活着。随着三只小猪

一天天长大，猪妈妈决定锻炼三只小猪独立生存

的能力。有一天，猪妈妈要出远门，于是就要求

三只小猪盖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两只到处

流浪的大灰狼的到来打破了森林的平静，他们想

尽一切办法要吃掉小猪。在破坏了睡睡、美美的

房子后，又向聪聪的石头房子发起进攻。最终，

三只小猪和他们的好朋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

气，在坚固的石头房子的保护下，成功地打跑了

可恶的大灰狼。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山东省话剧院

2018/05/05、06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灰姑娘》

本剧改编自著名的安徒生童话《灰姑娘》。

灰姑娘是一个善良又美丽的女孩，她从小没有父

母，饱受邪恶的继母和两个姐姐的歧视与欺凌，

在灰暗中战战兢兢地挣扎长大。但是她没有因此

而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她美丽的心灵感

动了仙女，得到仙女的帮助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身处逆境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善良的心地

和奋斗的精神，只有经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取得最

后的成功！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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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2、13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寻孟奇缘》

缺少与父母沟通的小学生林晓梦在小精灵

“小刺球儿”的帮助下，穿越时空偶遇了鲁国的

小孟珂，亲历了“孟母三迁”，见证了孟珂从叛

逆捣蛋到爱读书、知礼仪的转变过程。孟母“断

机杼”的行为不仅让孟珂觉醒，更让林晓梦震惊，

她开始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判断父母的行为，

开始重新体会、感受父母的爱。全剧在回归传统

的同时着意创新，达到了“用现代观点重新解读

经典，让传统文化精髓以现代方式影响孩子成长”

的目的。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8/05/26、27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青蛙王子》

本剧对童话《青蛙王子》进行了大胆的改

编——两个淘气的孩子由于不懂礼貌，被小魔女

一气之下变成了青蛙，两人在经历众多磨练之后

终于懂得讲礼貌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最后，善良

的小魔女原谅了他们，并把他们恢复了原样！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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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1-31
每周五 19:30 历山剧院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山东省杂技团

2018/05/01
周二 19:30 山东省杂技团演艺厅

《精品杂技晚会》

《精品杂技晚会》是由山东省杂技团最优秀

的杂技节目组合而成的一台杂技晚会。该晚会自

2012 年登上舞台以来，演出经久不衰，受到了各

个年龄段观众的广泛好评。本场晚会主要节目有

钻圈、绳技、草帽、绸吊、车技、转碟、女子技巧、

蹬鼓等。

演出团队：山东省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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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4
周五 15:00/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音乐剧《国之当歌》

音乐剧《国之当歌》讲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

与左翼戏剧家田汉从相识到相知直至共同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本剧以“倾听民众苦

难之声”和“吹响民族救亡号角”为上下半场结构，

融汇上海的都市风情和抗战的历史烟云，将聂耳

激情而朴素的歌曲与音乐剧的现代演绎方式相嫁

接，努力探求历史与现实、经典与大众的融通。

演出团队：上海歌剧院

山东省会大剧院

2018/05/05
周六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德国创意双钢琴音乐会
《钢琴大斗法》

《钢琴大斗法》音乐会由德国著名钢琴家

Andreas Kern 和 Paul Cibis 精心策划。 二人以

高超琴技和幽默轻松的手法 , 演绎一连串动人古

典乐章 , 在台上一较高下。表演分五个环节 , 每

节由两位钢琴家轮流演奏指定风格的古典作品 ,

观众更可在其中一个环节点唱 , 由 Andreas 和 

Paul 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即兴表演。 

在演奏过程中，观众们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

的经典碰撞：李斯特对阵肖邦、德彪西决战舒伯

特，各种流派不同时期的改编与对抗，让音乐会

就像一场紧张而火爆的足球赛，火药味十足。 

演出团队：Andreas Kern 、Paul Ci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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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6
周日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印象·法兰西
——纪念德彪西和布朗热
逝世一百周年音乐会

山东大学交响乐团排演了贝多芬第一、第五、

第九交响曲，德沃夏克第八、九交响曲，贝多芬第一、

第五钢琴协奏曲，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格里格钢

琴协奏曲，拉罗《西班牙交响曲》贝多芬小提琴协

奏曲，肖松小提琴《音诗》，拉威尔《左手钢琴协

奏曲》，维厄当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大型交响清唱

剧《江姐》等近百余部（首）中外经典交响乐作品。

乐团曾与韩国指挥家廉镇燮，法国指挥家罗航·莫

兰等进行成功的合作。

演出团队：山东大学交响乐团

2018/05/08、09
周二、周三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ALL	STARS	全明星 360°
炫技之夜	

360 ALLSTARS 是一场惊人的演出，这里集

结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旋转”。演出拥有一个“恒

星”级别的璀璨阵容，包括世界冠军运动员、舞

蹈演员和世界著名的艺术家。节目制作将街头艺

术和精英艺术连接在一起，打造了彻头彻尾的“都

市炫技团”！

360 ALLSTARS 通过呈现现代的表演风格，

来重新塑造杂技艺术。杂技演员被霹雳舞者代替，

花式篮球表演者代替了杂耍艺人，BMX 平地花式

车手代替了独轮车表演，另外还增加了特级铁环

表演。正因如此，你所看到的会是一个令人兴奋

的杂技表演！

演出团队：360 ALL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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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0
周四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
经典剧目《胡桃夹子》	

舞剧取材于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童话

《胡桃夹子与鼠王》。在圣诞节狂欢会上，女孩

克拉拉接受了教父的礼物——一个丑陋的胡桃夹

子，克拉拉抱着礼物进入梦乡。玩偶打败老鼠国

王率领下的老鼠。胡桃夹子变成了英俊的王子，

他邀请克拉拉一起漫游雪的王国。幸福甜美的梦

永远留在克拉拉的心中。

演出团队：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

2018/05/11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灿若星晨”
——青年钢琴家张星、张晨
音乐会

张星、张晨曾师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常桦教

授，并先后与2003、200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师从旅美钢琴家胡晓雪老师。期间曾多次代表学

校进行音乐会演出并参与大师班课程。在独奏演

出之外，张星、张晨专注于钢琴四手联弹、双钢

琴演奏以及研究。两人曾在香港中国作品钢琴比

赛中获得四手联弹组第一名，并代表附中在中国

音乐学院校庆音乐会上表演。2017 年 3 月，成功

举办了密歇根州立大学首次双钢琴专场音乐会。

演出团队：青年钢琴家张星、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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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3
周日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母亲的微笑
——2018 母亲节“梦之翼”
女子合唱音乐会

" 梦之翼”女子合唱团在省合唱联盟副主席殷

丛丛的倡导下于 2010 年 11 月成立，是山东省文

化馆旗下以专业标准要求组建的业余合唱团，有

着一定音乐素养和良好声乐基础。现有团员 60 余

位，她们来自于济南市政府机关、学校、企业等

各行各业。凭借对合唱艺术的虔诚热爱和执着追

求，几年来排练演出了大量中外经典作品及原创

作品。通过科学系统的严格训练，在演唱风格和

音乐表现上，追求唯美精粹，将优美和谐与温婉

细腻、刚柔并济与空灵飘渺的音色融入到风格炯

异的作品里，能驾驭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的合唱作

品，形成了“梦之翼”独具的鲜明特色。

演出团队：山东“梦之翼”女子合唱团、
超越之声混声合唱团

2018/05/15
周二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美国钢琴家尤金·阿克莱
2018 钢琴独奏音乐会

钢琴家尤金·阿克莱选择演奏的曲目是对自

己的一种挑战，更是对艺术的致敬；他 2008 年

出版的钢琴专辑《Lyrical Liszt》被盛赞为“富

有诗意的，敏感的，技巧完美的演奏”（EPTA 

UK），这次他带着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

李斯特难度最高的钢琴曲，用音乐语言讲述故事，

带你进入诗意与远方。

演出团队：美国钢琴家尤金·阿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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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周三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爱与美的浪漫邂逅
——《遇见爱》影视金曲音乐会	

《遇见爱》是一场载歌载舞的甜蜜音乐秀，

演出强调的是视觉与听觉的全面享受。演出经过

精心设计，大到歌舞的编排、演员的服饰、灯光

与舞美的设计，小到演员的上场、互动、返场等

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值得注意的是，灯光师的

巧妙灯光设计，使得演出更像一台百老汇的音乐

秀，而不是简单的演唱会。互动也是本演出的亮

点之一，互动使得观众更多的参与演出，而不仅

仅是旁观者。

演 出 团 队： 澳 大 利 亚 籍 歌 手 Danielle 
Mathews、Georgia Brodie 、Adam Jon、Tod 
Strike

2018/05/17
周四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会飞的音符——萨拉班德舞曲》
视听音乐会

此次演出是古典音乐与现代新马戏的一场视听音

乐会，由诺埃米·布丁女士大提琴独奏巴赫无伴奏大

提琴组曲，优美的大提琴乐曲，细腻而优雅，伴随着

杰出的马戏演员约尔格·穆勒出神入化的表演，将音

乐、肢体表演、戏剧、舞蹈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本

次演出的初衷是通过乐器的演奏和肢体的表演来创作

出一场充满趣味和诗意的演出，期待和观众们跨越所

有语言、文化的界限，一同分享这一独特的艺术体验。

演出团队：诺埃米·布丁、约尔格·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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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8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法国汉森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凭借出众的音乐性，汉森弦乐四重奏近三年

在国际比赛中屡创佳绩。2015 年，他们获得了法

国里昂国际室内乐大赛的三等奖及观众特别奖，

并成为法国女歌唱家波利尼亚克公主基金会的驻

地艺术家。在 2016 年的国际日内瓦音乐比赛中，

他们荣获弦乐四重奏组的第二名。在 2017 年国际

海顿室内乐比赛中，他们一举囊括第二名、海顿

作品最佳演绎、20 世纪作品最佳演绎、观众特别

奖等四大殊荣。他们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

曾师从于德国小提琴及中提琴家哈托·巴海勒

（Hatto Beyerle）、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海顿室

内乐学院院长约翰内斯·梅索（Johannes Meissl）

及 Ebene 弦乐四重奏。

演出团队：法国汉森弦乐四重奏

2018/05/19、20
周六、周日 15:0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世界经典童话剧《红狐狸传奇》	

该剧根据世界经典童话《狐狸列那的故事》改编，

故事的主人公是住在森林中机智勇敢的红狐狸——列

那。一天，它的朋友猫咪蒂贝尔的口袋被大灰狼伊桑

格兰抢去了，热心肠的列那主动出面帮朋友夺回了口

袋。但在夺回来的口袋里竟然藏有一张王宫失窃的藏

宝图！阴险的狼以偷窃罪为名把列那告上了法庭，但

聪明的列那早已看懂了藏宝图的玄机，他承诺会找到

宝藏献给国王，于是踏上了曲折的寻宝之路……孩子

们通过观看该剧会懂得在困难、挫折面前如何不依赖

别人，敢于承担，学会坚强，学会独立，勇敢面对。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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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0
周日 19:0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宁峰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宁峰出生于中国成都，曾就读于四川音乐学

院，并在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和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追随 Antje Weithaas 和胡坤深造，宁峰

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近两百年历史上首位在毕业

独奏音乐会上拿到满分的学生。宁峰多次在国际

舞台上获奖，包括汉诺威国际小提琴比赛、伊丽

莎白女皇国际小提琴比赛和耶胡迪·梅纽因国际

小提琴比赛等重要赛事。2005 年迈克希尔国际小

提琴比赛（新西兰）中宁峰获得第一名，2006年，

宁峰在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这项小提琴领域

的最高赛事中获得了冠军。

演出团队：宁峰

2018/05/21
周一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露音美乐，至爱情深
——济南大学音乐学院青年声乐教师
孙露博士个人独唱音乐会

孙露，济南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以特优

的成绩毕业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格林卡音

乐学院 , 获得歌剧歌唱家、室内乐歌唱家、声乐

教师三个硕士学位，2016 年取得音乐艺术学博士

学位。2011 年获得俄罗斯格林卡音乐学院奖学

金，并受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作曲家 Alexander 

Morozov 的邀请赴塞浦路斯参加《和平与自由》

大型音乐会的演出。在 2013 年第三届 MAKSIM 

MIHAILOV 国际歌剧青年歌唱家大赛中获得三个奖

项，并受楚瓦什共和国切博克萨尔歌剧院首席指

挥家 Olga Nesterova 的邀请参加俄罗斯国际歌剧

艺术节。

演出团队：济南大学音乐学院孙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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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2、23
周二、周三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
交流推广项目巡演
——滇剧《水莽草》	

原创大型滇剧《水莽草》是一出寓言式的轻

喜剧，但又有着悲剧震慑人心的力量。这是一个

子虚乌有的故事，但当中人物情感的历程又刻骨

真实。一切因一对婆媳间的风波而起，她们从冲

突、对抗到走向心灵救赎的过程，已经超越了婆

媳关系，变成了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有意味的探

讨。这是一道正宗的滇剧风味，但又是融合了更

丰富、更绚丽、更多元现代舞台艺术的一场盛宴。

演出团队：玉溪市滇剧院

2018/05/29、30
周二、周三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话剧《祖传秘方》	

《祖传秘方》以东北人的视角，讲述了一段

充满浓烈豪情的“关东往事”，一段发生在日本

侵略者铁蹄下的传奇故事。该剧以“九一八事变”

后伪满洲国成立为时间节点，讲述了“正德堂”

医馆主人卜振堂和北市场人对“祖传秘方”的传

承和保护。故事将一个个鲜活的东北市井小人物

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将东北人坚毅的性格和

不屈的民族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出团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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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5-26
每周六 19:30 大明湖明湖居剧场

《开心甜沫》曲艺剧场

以相声、鼓曲、绝活、爆笑剧为主体的明湖

居《开心甜沫》周末版演艺大会。每周六 19：30

分于明湖居驻场演出，面向济南市民及中外游客，

以“开心快乐、有么添么”为主旨走市场化经营

道路，培育济南市旅游夜生活观赏人群及明湖居

相声大会品牌。

演出团队：济南市曲艺团

济南市曲艺团

2018/05/06-27
每周日 10:00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曲山艺海——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曲艺专场

“曲山艺海星乐汇”周周演系列活动是济南

市曲艺团和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新形势下继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济南西部曲艺文化新

阵地的又一有益探索和尝试。

演出团队：济南市曲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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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山艺海——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曲艺专场

2018/05/20
周日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音乐剧《不一样的焰火》

本剧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资助项目，

讲述的是一群外来务工者在城市里打拼定居，追

寻梦想的故事。不仅表现了“农民工”为生存奔

忙的生活状态，更主要的是表现了“新一代农民

工”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融入城市而努力拼搏的

愿望、梦想和追求。用音乐剧的形式反映火热的

现实中的人和事，去表现他们勤劳、辛苦、友爱 ,

表现他们为生活的付出 , 是对当今社会农民工基

层的深度开掘 , 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意义。

演出团队：济南市歌舞剧院

济南市歌舞剧院

2018/05/01、05
周一、周六 10:00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宝贝剧场

儿童剧《青蛙王子》

到湖边玩耍的小公主遗落了手中的金球，被

巫师的咒语变成了青蛙的王子在深邃的湖底帮小

公主找回了金球，但是小公主却没有兑现自己的

诺言……本剧由经典格林童话故事改编，是一部

包含着友谊、爱、智慧、责任、勇气的儿童剧，

让小朋友们在欢乐之余学习像青蛙王子一样做一

个勇敢和有责任心的人。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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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2、13
周六、周日 10:00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宝贝剧场

幽默肢体剧《三个和尚》

本剧新增加了小和尚与蜜蜂戏耍、高和尚傻

斗山鸡、胖和尚水中与鱼虾螃蟹打闹等好玩好看

的内容，充满乐趣。剧中三个和尚不愿主动挑水，

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各自敲着木鱼，互不理睬。

庙里的老鼠开心极了，嬉闹之中不慎打翻了烛台

点燃了熊熊大火！三个和尚再也顾不了那么多

了，一起奋力挑水救火，在观众小朋友帮助下终

于扑灭了大火……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2018/03/31-05/06

彦青百年
——山东美术馆馆藏张彦青
捐赠作品暨张彦青
百年诞辰纪念展

山东美术馆三楼 C1、C2、C3 展厅 

山东美术馆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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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8-05/18

“为奥运喝彩”奥林匹克
艺术博览会城市系列展（山东站）

山东美术馆一楼 A1、
二楼 B1、B2、B3、B4、B5 展厅 

2018/05/24-06/23

切真
——王力克油画作品展

山东美术馆一楼 A1 展厅 

2018/05/26-06/18

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年度
典藏精品展（2017）

山东美术馆二楼 B4、B5 展厅 

2018/05/26-06/23

水彩在山东
——山东美术馆馆藏山东籍
水彩画作者作品选展

山东美术馆二楼 B1、B2、B3 展厅 

2018/05/29-06/29

遇见·美好未来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大型儿童画展

山东美术馆二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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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馆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暨庆祝“第

五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市文化（群

艺）馆馆长联席会议暨中国文化馆协会一届六次

常务理事会”在山东召开 , 特举办此次展览，此

次展览共展出美术作品 260 余幅。

2018/04/22-05/10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三楼西展厅

第二届“五月繁花”
——全省美术作品学术提名展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小桥流水，粉墙

黛瓦，鱼米之乡，人间天堂。桨声欸乃的水巷，

烟波浩渺的太湖，移步换景的园林，水陆并行的

城门……清代文人张潮说过：“春听鸟声，夏听

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

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

生耳。”君到姑苏，其中滋味，你都可以一一体

味。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水城姑苏，走过改革开放

四十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古韵今风，一体两翼，老苏州、洋苏州、

新苏州，和谐圆融，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云更白。“君到姑苏见”摄影展，带你走进梦里

水乡，给你带来充满苏州特色的纯美享受。

2018/05/04-10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

君到姑苏见
——苏州摄影作品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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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柱，工笔画家，一级美术师 , 亚圣嫡孙

七十三代。六十年代末在北京当兵时有幸求教于

李苦禅、刘海粟、李可染等大师。他创作的作品

不仅赋予了每个动物、江河、山峦、花草传神的

造型，在突出富丽工巧的同时，一直遵循着以意

为据的传统中国画的造型观，使之笔有笔法，墨

有墨趣，更通过故事性的嵌入 , 为每幅画作赋予

了神韵和精彩。

2018/05/12-14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 
  
 
仁德儒风	工整墨彩
——孟庆柱重彩中国画艺术展

此次参展的 130 余幅摄影作品，突出反映了我

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历史渊源、保护工作、传承

活动、展示传播、重大事件和传统节庆庙会、民间

绝技绝活等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传统，

对弘扬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非遗普及宣传推

广，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营造浓厚保护

氛围 , 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健康

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8/05/04-06/04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

非遗传承发展成果展系列活动
——聊城市东昌府区非遗保护
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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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的作品分美术类和书法类。美术类

主要有儿童创意画、动漫、素描、国画等 , 书法

上有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有方正规矩的正楷、

飘逸青秀的行书、妩媚多姿的隶书、刚劲有力的

篆书。一勾一画里，蕴涵着老师和学生无尽的情

思 , 书法书写手法灵活，表现出学生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本次展览展示了天行书画的教学成果，

将为推动学校的美育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2018/05/15-06/10
山东省文化馆中庭院

山东省少年儿童大画廊
优秀作品选展
——天行梦少儿书画展

现代刻字艺术作为中国书法中的一个艺术门

类，经过近 30 年的普及发展，以其独具的艺术

形式，展现了时代特征。山东省刻字委员会自成

立以来，大力推进全省刻字艺术的普及推广，目

前全省刻字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水平不断提

升，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在过去历届全国展中均

取得良好成绩，为山东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2018/05/26-28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

山东省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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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

中国画中既有以清供点景的山水、人物画，

更有以清供为主题的“清供图”。清代以来，各

种民间喜乐融入清供图，呈现出岁朝清供等多种

面貌的图景，表达着某种吉祥寓意和新年企盼。

岁交之际，山东博物馆举办《折来一枝春插瓶——

清供图展》，展出 50 余幅馆藏绘画，搭配各种清

供场景，为寒冬添几分春意，祈祝来年喜乐吉祥。

2018/02/18-05/21
山东博物馆三楼 20 号展厅  

折来一枝春插瓶
——清供图展	

《山东省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展》选取党的

十八大以来山东破获的 6 起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及

追缴的代表性文物 125 件，辅以图片、作案工具

等，展示全省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打击防范文物

犯罪的重要成果，彰显党和政府严厉打击文物犯

罪、保护文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全社会的文物

保护意识。

2018/03/29-05 月
山东博物馆一楼 3号展厅  

山东省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展	

济南市文化馆

2018/04/26-05 月底
济南市文化馆艺术交流展厅

“’我们的中国梦‘庆五一”
济南市广艺、广友书画院书画展

2018/04/21-06/30
济南市文化馆非遗展厅

第二届“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美术版权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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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术馆

活动

2018/05/05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硼砂水晶泥	
	 	 	
	

2018/05/12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水晶滴胶

2018/05/19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皂’型万千“
——手工皂体验课

活动具体安排见山东美术馆
微信公众账号消息推送。

2018/05/26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热缩的奥秘”
——热缩片体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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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1-31
每周三、周五下午  
南辛庄小学、普利中学、育才中小学

山东快书进校园

山东省文化馆

讲课人：曹新刚

课题：“写生到中国画创作的转化”

2018/05/15
周二 9:30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2号楼 3楼美术馆 

齐鲁书画大讲堂

“非遗进校园”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各种非遗表演艺术和传

统手工艺走进校园，来到青少年儿童的身边，潜

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们学习传统文化的自觉，在

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促进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018/04/27-10/12
每周五 19:30 
山东省文化馆群星广场

2018 年“齐鲁大舞台”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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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5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鲁班锁

鲁班锁即八卦锁、也叫憋闷棍、六子连方、

无奈何、难人木。鲁班锁由六根木条组成，三维

拼插，内部凹凸咬合，外观严实合缝，十字立体，

可拆可装。鲁班将其结构原理用于建筑，成了中

国古代建筑业首创的卯榫结构的起源，衍生出七

巧板、九连环、四喜人、华容道等古典玩具。鲁

班锁远渡重洋走出国门后，以其魔力征服八方，

被洋人改形改名叫了“魔方”，但其内部卯榫结

构的核心，至今未变。

2018/05/12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伏里土陶

伏里土陶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

村所特有，至今仍沿袭古老原始制作方式，将粘

土暴晒、泡浆、过滤、脚踩、手揉等方式增加胶

泥的粘性和可塑性后印坯成型，又采用刻、沾、

雕、上釉、打磨、抛光、阴干等十几道工序精制

而成半成品后，再经 800--900 摄氏度的高温烧

制而成红土陶。因温度和土质的不同可呈灰、深

紫、象牙黄等色彩，给观赏者以返璞归真之感。

伏里土陶产品分祭祀、赏玩、生活用品三大类，

计有百余个品种，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

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日本玩具博物馆、

日本人型玩具学会收藏，被喻为“山东土陶艺术

品种当中独系发展起来的稀有艺术品种，是传流

于地面的稀有土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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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9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枣庄核雕

枣庄朱氏核雕，源于枣庄市薛城区东谷山村。

四百年前朱氏先人定居于此，家风纯朴，忠厚传

家。每逢年关，便制桃篮、生肖等以红绳系于身

上，用以趋吉避凶。《山海经》中有“黄帝以是

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门户上，画神荼、郁垒以

御凶鬼，后人纷纷效尤”的记载。佩戴桃核，可

以避邪去灾祸。桃篮有逃（桃）脱拦（篮）截灾

祸之意。或以杏核刻上“福”字以表幸福之意。

2018/05/26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之枣庄泥塑

枣庄泥塑是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办

事处薄板村刘氏家族传流下来的民间手工艺泥塑

艺术品。根据刘氏家谱和碑文记载，其家族于元

末明初（1368 年）从山西洪洞县迁居至此，泥

塑手艺距今传流六百余年。刘氏泥塑主要分两大

类，一是大型彩塑造像，二是烧制各种生活用品

的土陶器具，计有百余个品种 2000 余件作品，

在保留祖辈泥塑技法基础上大胆创新，借鉴西方

雕塑结构比例的精确性，博采众长，创作一批既

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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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2018/05/02-30
每周三 14:30-16: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沙画艺术公开课

2018/05/05-26
每周六 9:00-11:00
尼山书院奎虚射圃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射艺

2018/05/05-26
每周六 14:00-15:3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国画

2018/05/05-26
每周六 9:00-11: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雕版印刷课堂

2018/05/05、19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明伦堂

淑女课堂

2018/05/05、19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尼山书院国乐团
“国乐杏坛”民乐雅集

山东省图书馆

2018/05/03-31
不定期 9:0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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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电影

2018/05/12
周六 9:30
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嘉宾：韩文义

讲座内容：引古释今，让大家了解何为“未病”，

未病的症状到底有哪些，如何治疗及预防。

大众讲坛	：
《合理科学运动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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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6-27
每周日 9:30-11: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孟子》精讲
（六十一——六十四）

2018/05/06-27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书法

2018/05/06-27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语言表演

2018/05/06-27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明伦堂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围棋

2018/05/05-27
每周六 9:00-11:00；14:00-16:00
每周日 9:00-11:00
尼山书院博艺堂·二楼

古琴公益课堂

2018/05/12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中医与幸福生活系列讲座

2018/05/05-26
每周六 14:00-16:30
尼山书院奎虚射圃

成人射艺体验课

2018/05/05-26
每周六 14:30-16:3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传习录》精读课
（四十——四十三）

2018/05/12、26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明伦堂

《常礼举要》精讲课
（十一、十二）

2018/05/12
周六 9:30
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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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5-26
每周六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三教室

少儿毛笔书法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8/05/13、27
周日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三教室

创客体验公益课堂

2018/05/05-27
每周六、周日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会说话的绘本”
之绘本故事会

2018/05/05-27
每周六、周日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四教室

少儿美术
之创意美术公益课堂

2018/05/20
周日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智慧父母课堂

2018/05/06-27
每周日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少儿京剧艺术公益课堂

2018/05/05、26
周六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五楼 504 教室

少儿美术
之色彩艺术公益课堂

2018/05/06-27
每周日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一教室

完美童声快乐歌唱公益课堂

2018/05/06、20、27
周日 14: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绘本动起来”绘本戏剧
主题活动

2018/05/12、19
周六 14: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五色花主题阅读季
少儿电影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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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

2018/05/06-27
每周日 13:30-15:00 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寻找迁徙动物
——牙牙大不同

2018/05/01、05、
12、19、26
1日 周二 9:30-11:30 
5日-26日 每周六 13:30-15:30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国之干城
——齐长城研习活动

2018/05/01、06、
13、20、27
1 日 周二 13:30-15:30 
6日-27日每周日13:30-15:30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论语》中的文物
——觚

2018/05/05-26
每周六 9:30-11:3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丝路故事
——经纬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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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文化馆

2018/05/01-31

2018 年度“新市民	·	新课堂”
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招生

每日 9:00-16:30  济南市文化馆各辅导教室 

2018/05/01-31

济南市文化馆馆办团队
——群星艺术团公益性
辅导培训活动

每日 9:00-16:30  济南市文化馆各辅导培训教室 

2018/05/12、26

“’我们的中国梦‘海右文艺
讲堂（品艺吧）”

周六 10:00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济南市图书馆

2018/05中旬

第 43 期“交享阅”
读者沙龙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小报告厅 

2018/05

特色专题图书推荐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二楼借阅区 

2018/05/01

“百姓影院”公益电影放映
《厉害了我的国》

周二 14:00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2018/05/17

“中国梦·非遗行”文化传承
系列公益活动
走进济南育贤小学

周四 济南市育贤小学 

2018/05/29

槐荫区“蓓蕾艺术工作站”
汇报演出

周二 济南市文化馆群星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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