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
演出时间 演出名称 演出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3 月 01 日
周四 19:30

 高歌新时代山东元宵戏曲晚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6

3 月 01 日 -31 日
每周五 19:30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0531-86922658 10

3 月 02 日
周五 19:30

京剧《铁弓缘》《将相和》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3 月 03 日
周六 19:30

京剧《失·空·斩》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3 月 03 日、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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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3 月 03 日、04 日
周六、周日 19:30

吕剧《双生花》 百花剧院 0531-88933062 05

3 月 04 日
周日 19:30

京剧《春闺梦》《小商河》
《武家坡》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2

3 月 10 日
周六 19:30

四季春韵
——《春之歌》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6

3 月 10 日、11 日
周六、周日 19:30

儿童剧《丑小鸭》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8

3 月 12 日、13 日
周一、周二 19:30

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2

3 月 13 日、15 日
周二、周四 19:30

秦腔现代戏《狗儿爷涅槃》 历山剧院 0531-86922658 10

3 月 14 日
周三 19:30

《跳动的黑白键》
钢琴四手联弹音乐会

历山剧院 0531-86922658 11

3 月 16 日
周五 19:30

京剧《钓金龟》《连升店》
《大登殿》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3

3 月 16 日
周五 19:30

“齐鲁之春”演出季开幕演出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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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
周六 10:00/14:00

儿童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6

3 月 17 日
周六 10:30

儿童剧《小红帽》
都市实验剧场
-JN150 剧场

0531-86952054 08

3 月 17 日
周六 19:30

京剧《四郎探母》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3

3 月 17 日
周六 19:30

京剧《红鬃烈马》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3

3 月 17 日、18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9

3 月 17 日、18 日
周六、周日 15:00

世界著名童话剧《三只小猪》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3

3 月 18 日
周日 19:30

京剧《坐寨·盗马》《访鼠测字》
《状元媒》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4

3 月 21 日
周三 19:30

英文原版话剧《简·爱》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4

3 月 24 日、25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54 09

3 月 25 日
周日 19:30

《陈鸿宇巡回演唱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798 07

3 月 30 日
周五 19:30

京剧《捉放曹》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4

3 月 31 日
周六 19:30

京剧《小宴》《打瓜园》
《刘兰芝》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5

3 月
不定期

《中俄欢乐大马戏嘉年华》
山东省杂技团

演艺厅
0531-86956185 11



    展览

展览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1月 11日 -3月 17日
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展

（第三区段）抽象
——当代中国非具象油画艺术展

山东美术馆二楼
B1、B2、B3、
B4、B5 展厅

0531-81305076 14

1月 15日 -3月 31日
“我们的中国梦”
济南市春节民俗展

济南市文化馆
非遗展厅

0531-81602211 20

1月 23日 -3月 04日
缘生妙有  随缘自在

——吴卿金雕木刻精品展
山东博物馆
一楼 5号展厅

0531-85058202 18

1月 27日 -3月 17日
以古开今　传承创新

——田黎明、赵建成、江宏伟、
刘万鸣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山东美术馆
一楼 A1 展厅

0531-81305076 15

1月 28日 -3月中旬
第四届“我们的节日——和谐济南 
幸福联春”2018年春联征集

优秀作品书法展

济南市文化馆
一楼大厅

0531-81602211 20

1月 28日 -4月 07日
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年度典藏精品展
（2017）

山东美术馆
三楼 C4、C5展厅

0531-81305076 15

2月 02日 -3月 24日
姹紫嫣红开遍——山东美术馆迎
新春馆藏花鸟题材绘画精品展

山东美术馆三楼C1、
C2、C3展厅

0531-81305076 15

2月 06日 -3月 05日
“我们的中国梦 争做红色文艺

轻骑兵”书画交流展
山东省文化馆
四楼望山阁

0531-81602257 16

2月 08日 -3月 18日
“走进新时代、展现新面貌”

全省剪纸专题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非遗传习厅

0531-81602257 16

2月 08日 -3月 31日
        济南市“瑞犬献福”
        戊戌年剪纸艺术展

济南市文化馆
艺术交流展厅

0531-81602211 20

2月 10日 -3月 05日
“喜迎十九大 巡礼文化山东”

山东省首届艺术摄影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17

2月 12日 -3月 12日
安顺印象

——山东名家走进贵州安顺
写生采风精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西展厅

0531-81602257 17

2月 12日 -3月 12日 宣传《公共图书馆法》展览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一楼大厅
0531-81279601 21



2月 18日 -3月 19日
彩画闹春

——馆藏年画贺年展
山东博物馆

三楼21号展厅
0531-8505820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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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月 01日 -3月 31日
学道德 知典故 迎新年展览

——18个道德典故，讲给孩子听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 0531-81279601 21

3月 08日 -14日
2018庆祝三八妇女节女画家

新人新作展
山东省文化馆
四楼望山阁

0531-81602257 18

3月 01日 -31日 儒家文化典籍展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一层门口
0531-81279601 21

3月 01日 -31日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及珍稀濒危植物展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一层门口
0531-81279601 21

3月 01日 -31日 聚焦党的十九大报告关键词展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一层门口
0531-81279601 21

3月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陈叶翠同志先进事迹摄影展
济南市文化馆
艺术交流展厅

0531-81602211 20

长期 万世师表
山东博物馆

二楼 13 号展厅
0531-85058202 20



    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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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1602257 23

3 月 01 日 -31 日
每周一、二次

公益辅导培训 甸柳社区 0531-81602257 23

3 月 01 日 -31 日
不定期 9: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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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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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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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 月 01 日 -4月 30日
我们的中国梦：第十三届全省

读书朗诵大赛
山东省图书馆 0531-85590781 24

3 月 01 日、02日
周四、周五

“我们的中国梦”元宵节
民间艺术展演活动

济南市市中区
大众广场

0531-81602211 31

3 月 01 日、02日
周四、周五

“百姓影院”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31

3 月 02 日
周五 9:00-16:00

瑞“狗”闹元宵
——猜灯谜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跨院

0531-85058202 28

3 月 02 日
周五

经典诵读迎元宵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

六楼报告厅
0531-87937337 30

3 月 02 日 -04 日
每日 9:00-15:00

我们的中国梦：
第十二届“书海灯谜会”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0531-85590781 24

3 月 02 日 -04 日 2018 少儿元宵灯谜会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03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波波粘粘乐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2

3 月 03 日
周六

礼乐咏新春
——古琴雅集

山东博物馆
一楼学术报告厅

0531-85058202 28

3 月 03 日 -24 日
每周六 14:00

文学之旅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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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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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六 9:30-11:30

《论语》中的文物
——觚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28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六 10:00-11:40

适者
——牙牙大不同

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

0531-85058202 28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六 14:00-14:40

习礼春秋
——孔子的足迹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29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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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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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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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3 月 04 日
周日

七彩泉放映室
——头脑特工队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
六楼报告厅

0531-87937337 30

3 月 04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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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3 月 04 日 -25 日
每周日 9:30-11:00

《孟子》精讲
（五十二——五十五）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5

3 月 04 日 -25 日
每周日 9:30-11:30

丝路故事
——经纬之术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9

3 月 04 日 -25 日
每周日 10:00

“曲山艺海——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活动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31

3 月 04 日 -25 日
每周日 14:00-14:40

小小考古队
——模拟考古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9

3 月 04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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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4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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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4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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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4 日 -25 日
每周日

成人书法培训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7937337 30

3 月 06 日 -28 日
每周二或周三

中老年人太极拳培训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7937337 30

3 月 09 日
周五

“我们的中国梦”冬春文化惠民
系列活动——“非遗面对面”

走进滨河小学
济南市滨河小学 0531-81602211 31

3 月 10 日
周六 9:30

我们的中国梦：《大众讲坛》
第 364 期 | 太古回声

——漫“弹”古琴的前世今生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一楼报告厅

0531-85590781 24



3 月 10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小丑纸扇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2

3 月 10 日 -31 日
每周六 10:00

少儿硬笔书法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15 日
周四 9:30

齐鲁书画大讲堂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2号楼 3楼美术馆

0531-81602257 23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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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8363337 25

3 月 17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生肖纸杯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2

3 月 17 日、31日
周六 9:30-11:00

《常礼举要》精讲课
（七、八）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26

3 月 17 日、31日
周六 10:00

海右文艺讲堂
《健康讲座之一、二》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31

3 月 17 日 -31 日
每周六、周日

  周六 9:00-11:00；                  
      14:00-16:00
  周日 9:00-11:00

古琴公益课堂
尼山书院

博艺堂·二楼
0531-88363337 26

3 月 17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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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 月 17 日 -31 日
每周六 14:30-16:30

《传习录》精读课
（三十三——三十五）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6

3 月 18 日、25日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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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3 月 21 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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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 月 24 日
周六 9:30

我们的中国梦：《大众讲坛》
第 365 期 | 国际大都市图书馆

的空间设计与服务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一楼报告厅

0531-85590781 24

3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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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 月 24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格格旗头”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2

3 月 24 日、25日
周六、周日

2018 济南市读书朗诵大赛预赛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7937337 30

3 月 31 日
周六 10:00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手工纸灯笼

山东美术馆
儿童教室

0531-81305076 22

注：如有变动请参照各场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1

《铁弓缘》剧情简介：已故太原守备之女陈

秀英与母开茶馆，其父遗一铁弓，临终嘱以遇能

开弓者当招为婿。史部将匡忠与其母同回茶馆，

秀英见匡钟情、又见他拉开铁弓，更添爱幕，提

议与他比武，二人不相上下，双心益笃、遂订婚约。

《将相和》剧情简介：战国邯郸蔺相如因完

璧归赵，被封为赵国丞相。上将军廉颇居功自傲，

屡次向蔺相如寻衅。蔺相如以国事为重，始终忍

让。后经上大夫虞卿劝解，廉颇愧悔，至蔺相如

府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同心辅国。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02
周五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铁弓缘》《将相和》

演出

山东省京剧院

诸葛亮闻魏又复用司马懿为帅，拟派将驻守

汉中咽喉要地街亭。马谡请令前往，诸葛亮再三

叮嘱须靠山近水扎营，并命王平辅之。马谡刚愎

自用，违令，又不听王平谏言，竟在山顶扎营，

因而被魏将张郃所败，街亭失守。诸葛亮驻西城，

闻听街亭失守，又知司马懿乘胜来攻西城，所部

精锐俱已遣出，西城空虚。危急中定空城之计，

令将城门大开，自坐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兵至

城下，见状生疑，素知诸葛谨慎，以为城内必有

精兵埋伏，不进而退。及至探明回军，诸葛亮已

调来赵云，惊退司马。街亭失守，马谡、王平回

营请罪，诸葛亮虽惜马谡人才，但以军法无私，

挥泪斩之，并因用人不当，上表自贬。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03
周六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失·空·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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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闺梦》剧情简介：汉末，诸侯混战，群

雄逐鹿，烽烟四起。公孙瓒和刘虞因互争权位而

兵戈相向，人民惨遭征戎、流离的痛苦。

壮士王恢与妻子张氏喜结良缘，并立下了生

死不变的爱情誓言。不料，夫妻二人正在共享新

婚之喜的时候，王恢便被强征入伍，二人从此劳

燕分飞，天各一方。王恢战死沙场，一去不归。

妻子张氏终日在家期盼丈夫的归来，日夜思念与

丈夫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不觉积思

成梦。时而梦见丈夫阵前厮杀征战，中箭身亡，

时而梦见丈夫卸甲归来，夫妻团聚。

《小商河》剧情简介：金兵犯中原，岳飞令

杨再兴拒之，杨乘大雪驰至小商河，大败金兵，

而河水未冻，被雪掩盖，杨追袭，马陷河中，被

金兵乱箭射死。

《武家坡》剧情简介：出身高贵门第的妻

子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 18 年，在困顿中写下血

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

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

离 18 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

问路试探宝钏，王清贫艰苦，坚守贞节，逃回寒

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赔诉前情，夫

妻才得相认。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04
周日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春闺梦》《小商河》
《武家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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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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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升店》剧情简介：穷秀才王明芳入京应

试，投宿连升店。遭店主白眼，让他住草房，还

不许他夜读。王中试后，连升三级，店主百般逢迎。

《大登殿》剧情简介：薛平贵得到代战公主

的援助，攻破长安，拿获王允、魏虎，自立为帝，

坐上龙位，封官授爵，清算余孽。薛平贵在金殿

封王宝钏、代战公主为昭阳正宫，分掌后宫、兵

权；迎送王夫人去养老宫颐养天年；分封苏龙，

问斩魏虎；王允死罪不免，经王宝钏再三求情，

得赦，授衔无权，居家养老。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16
周日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钓金龟》《连升店》
《大登殿》

辽、宋战争中，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

改名木易，与辽国铁镜公主成婚。15 年后，杨母

佘太君率军来到雁门关。四郎得铁镜公主诓来的

令箭，私往宋营探母 , 又连夜赶回辽邦 , 被辽主萧

太后擒拿问斩，经铁镜公主等求情，方获宽宥。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17
周六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四郎探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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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寨·盗马》剧情简介：清朝时，窦尔敦

在口外连还套聚义，闻听梁九公口外行围，带有

清帝所赐御马，顿时想到黄三太镖伤之仇，乃下

山暗入梁营。将御马盗去，并留下黄三太姓名。

《访鼠测字》剧情简介：况钟为了查清熊友

兰、苏戍娟的冤案，急于找到凶手娄阿鼠。他假

扮了一个测字先生私行察访，对妄图侥幸逃脱法

网的娄阿鼠决不轻易放过。两人终于在观内相遇。

况钟施行测字的手段，诱他供出实情。娄阿鼠哪

知测字先生就是况钟，最后束手就擒。

《状元媒》剧情简介：宋王赵光义率郡主柴

媚春到边关射猎，被辽将擒住。杨延昭由潼台经

过，救回宋王及郡主。大臣傅龙之子傅丁奎也正

赶来，宋王误以为是傅救驾，乃将郡主许婚。而

郡主爱慕延昭美俊，赠诗寄意、并以珍珠衫相赠。

延昭回京，求教于八贤王。八贤王与新科状元吕

蒙正解破诗意，奏知宋王。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18
周日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坐寨·盗马》《访鼠测字》
《状元媒》

汉末，曹操刺杀董卓未遂，改装逃走，至中

牟县被擒。公堂上，曹操用言语打动县令陈宫，

使陈宫弃官一同逃走。行至成皋，遇曹操父亲故

友吕伯奢，盛邀曹操、陈宫至庄中，杀猪款待。

曹操闻得磨刀霍霍，误认吕伯奢存心加害，便杀

死吕伯奢全家，焚庄逃走。陈宫见曹操心毒手狠，

枉杀无辜，十分懊悔，宿店时，趁曹操熟睡，题

诗谴责，独自离去。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30
周五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捉放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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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宴》剧情简介：王允为除掉暴虐的董卓，

联合义女貂蝉设下连环计，挑拨董卓与大将吕布

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

《打瓜园》剧情简介：郑子明卖油，路经陶

洪庄园，摘食其瓜，为丫环所见，郑与陶女三春

斗不胜，陶洪出，郑见其跛而且老，轻之，与斗

不敌；陶洪喜其勇，招赘为婿。

《刘兰芝》剧情简介：庐江小吏焦仲卿之妻

刘兰芝，贤淑勤俭，夫妻恩爱，仲卿之母虐待兰

芝，借织绢故，强迫仲卿休妻。二人忍痛惜别，

互叙各不嫁娶。兰芝之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

守之子，仲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

园中相遇，互明心迹，一同投水而死。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8/03/31
周六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小宴》《打瓜园》
《刘兰芝》

山东省吕剧院

传说迎春和连翘出生在贫民之家，姐妹俩美

丽聪颖，善良贤淑。襁褓中的连翘被嗜赌成性的

父亲卖与他人，为此父亲遭人杀害。迎春和母亲

离乡逃到一家绣坊做绣女。迎春与坊主之子秋林

两小牵手朝夕伴，只待衣锦结良缘。不料，考中

状元的秋林却被公主选中招为驸马。此时，迎春

被招进宫中为公主绣制嫁衣。迎春意外发现公主

竟然是自己失散十八年的亲妹妹。皇后得知秋林

和迎春早已定亲，便威逼迎春退出，又怕事情败

露，于是用毒酒害死了迎春。洞房之夜连翘得知

真相，从此一病不起，临终前求秋林把她和姐姐

葬在一起。来年春天，坟前长出两朵很相似的花，

人们把它们叫做迎春花和连翘花……

演出团队：山东省吕剧院

2018/03/03、04
周六、周日 19:30 百花剧院

吕剧《双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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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0
周六 19:30 山东剧院

四季春韵——《春之歌》

大提琴家克里斯·豪莱特是目前澳大利亚最受

欢迎的大提琴独奏家之一。克里斯·豪莱特是“澳

大利亚最有前途音乐家”称号获得者，深厚扎实的

演出基本功使他能够灵活驾驭从古典到流行的各类

曲目。

钢琴家罗莎莉·里布尔生于墨尔本，5 岁开

始学习钢琴，6 岁开始师从弗兰克·维博教授，

后又拜于澳大利亚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门下。罗

莎莉涉猎广泛，目前从事表演、伴奏、独奏、作

曲以及电影古典配乐等。

演出团队：克里斯·豪莱特、罗莎莉·里布尔

山东剧院

2018/03/17
周六 10:00/14:00 山东剧院

儿童剧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阿里巴巴的哥哥娶了一位貌美富有的小姐，

把阿里巴巴赶到了山上居住。阿里巴巴在山上砍

柴时偶然发现了强盗的藏金洞，其哥哥知道后偷

偷进洞取宝而被强盗杀害。强盗们为丢失财宝多

次想要找到阿里巴巴上门报复，均被阿里巴巴聪

明勇敢的妻子巧妙化解。

演出团队：山东省演儿童剧社

2018/03/01
周四 19:30 山东剧院

高歌新时代山东元宵戏曲晚会

此次演出以节俭办会、不搞大制作为原则，

以品味经典和艺术创新为抓手，以电视台戏曲晚

会的质量为标准，创意打造多维立体空间，追求

情境交融的舞台风格，营造具有意象美和抽象美

的舞台形象，彰显山东戏曲深厚而独特的艺术魅

力。综合运用乐队现场伴奏、大屏幕、灯光、装

置和道具等艺术元素，增强视觉表现力，突出各

剧种的美学特色，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享受。

演出团队：省直戏曲院团、地市戏曲院团和省

直艺术院校的戏曲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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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5
周日 19:30 山东剧院

《陈鸿宇巡回演唱会》

陈鸿宇，1989 年 1 月 18 日出生于内蒙古呼

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毕

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

2015 年，陈鸿宇创办音乐组织 " 众乐纪 " ;

同年，推出个人单曲《行歌》《理想三旬》。

2016 年 3 月 1 日，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浓

烟下的诗歌电台》; 之后，与马雨阳举行 " 折腾 "

全国 Live House 搭车巡演 ; 同年 4 月，凭借专辑

《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入围 " 华语音乐传媒大奖 "

春季选优秀专辑奖 。2017 年 3 月 6 日，推出第

二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如年少模样》 。

演出团队：陈鸿宇

2018/0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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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经历了众多磨练之后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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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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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0、11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丑小鸭》

在很久很久以前，农场里美丽的鸭妈妈孵

化了一只其丑无比的“小鸭子”，姐姐们给他取

名叫丑小鸭，农场的邻居们因此而嘲笑鸭妈妈。

丑小鸭不忍心看到妈妈再为他而心痛，于是决定

离开农场。丑小鸭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过森

林、山坡和沼泽，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和磨难，从

中磨练出他勇敢、诚实、善良的性格。可究竟哪

里才适合他生活呢？丑小鸭自己也不知道……冬

天来了，丑小鸭在寒风中艰难地等待着春天的到

来……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8/03/17
周六 10:30 都市实验剧场 -JN150 剧场

儿童剧《小红帽》

本剧根据格林童话《小红帽》改编。故事

发生在小红帽的生日那天，小红帽在去外婆家的

途中，被狡猾的大灰狼欺骗，她和外婆都遇到了

危险。危急时刻，小红帽和她的好朋友们发挥

聪明才智，勇敢镇定地用巧妙的方法制服了大灰

狼……

该剧告诉小朋友们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遇

到危险要镇定，不要慌张，而且，一定要听爸爸

妈妈的话哦！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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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本故事改编自《天方夜谭》，讲述了少年阿

拉丁的冒险故事。阿拉丁在宰相的诱骗下，险象

环生地找到了神灯，又在好友精灵阿布及神灯的

帮助下，与邪恶的宰相展开了一场善与恶的对决。

阿拉丁终于通过自己的诚实、善良、勇敢赢得了

公主茉莉的芳心，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当一切都

取得胜利后，阿拉丁的第三个愿望——是实现自

己的梦想？还是信守承诺让好友灯神获得真正的

自由……

故事告诉小朋友们一个真理：邪恶永远战胜

不了正义！只要我们怀着一颗诚实、勇敢、善良

的心，宽容地对待一切，信守承诺，就可以克服

一切困难，最终获得幸福。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8/03/24、25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本剧改编自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改圣诞夜，两位女神为了打赌，让小女孩儿在午

夜钟声敲响之前卖出三盒火柴，女神们就可以让

圣诞老人帮助小女孩儿实现见到妈妈的愿望。在

困难面前，小女孩儿并没有低头，她与她的两位

好朋友齐心合力战胜了种种考验，向着目标勇敢

前进。

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们，做事情要有坚持到

底的恒心和毅力，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

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亲情、友情和真实的心才是

我们一辈子追求的最终目标。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8/0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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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1—31
每周五 19:30 历山剧院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2018/03/13、15
周二、周四 19:30 历山剧院

秦腔现代戏《狗儿爷涅槃》

这是一个三代人追求发家梦的故事。祖辈陈

老汉遭财主祁永年逼债，为护住自家二亩地，活

吃一只小狗崽，抱恨身亡，发家梦碎。父辈狗儿

爷（大名陈贺祥）发家心狠，于战乱年头，甘冒

枪淋弹雨，捡收了祁永年家的 15 亩好芝麻。很

快喜迎翻身解放，土改分田，祁家那座颇具象征

意义的高门楼也分到他的名下。门楼下喜滋滋买

马拴车，添置土地，美梦香甜。忽听一声令下，

土地车马忽拉拉归了大堆儿……其子陈大虎欣逢

好年月，重拾发家梦，办起白云石场。为修建大道，

要拆掉土改胜利果实高门楼，父子激烈冲突……

该剧曾获“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

剧目金奖等七项大奖、“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十五届文华奖参评剧目、“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

参演剧目、“全国地方戏优秀中青年汇报演出”

参演剧目。

演出团队：宁夏秦腔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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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杂技团

2018/03
山东省杂技团演艺厅

《中俄欢乐大马戏嘉年华》

3 月 01 日 - 03 日    19:30

3 月 04 日            14:30/19:30

3 月 05 日 - 09 日      19:30

3 月 10 日、11 日    14:30/19:30

3 月 12 日 - 15 日    19:30

此次演出是集马术、驯兽、高空杂技、飞车、

舞蹈、小丑等融为一体的精彩盛宴。集五国演员，

十几个节目，适合家庭及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来观

看。这是山东首次将俄罗斯大马戏引入室内，精

彩刺激的节目让观众欢笑连连，大饱眼福。

演出团队：山东省杂技团、俄罗斯演出团队

2018/03/14
周三 19:30 历山剧院

《跳动的黑白键》
钢琴四手联弹音乐会

钢琴家八田智大被称赞为“最有天赋青年钢

琴家之一”。在日本驻葡萄牙大使馆以及法国航

空公司的支持下，八田在葡、日、法三国举办了

巡回演出，并成为日本驻葡萄牙音乐形象大使。

葡萄牙钢琴家理查德·比埃拉是葡萄牙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由葡萄牙共和国总统亲自授予。

他九岁开始在费拉的圣玛利亚音乐学院学习音

乐，之后成为波兰著名钢琴家爱德华多·雷森迪

的得意门生。后受邀于巴黎电台和欧洲的报纸杂

志社，他常以专栏作家和音乐评论家的身份出现。

演出团队：八田智大、理查德·比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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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2、13
周一、周二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

《玄奘西行》是文化部、财政部立项的 2017

年重点新创大型舞台剧目。该剧以中西文化交流

使者玄奘在西行取经路上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以

民族乐器为表演主体进行演绎，开创了我国第一

部突破常规的民族器乐表现形式——大型民族器

乐剧。

剧目突出音乐的抽象叙事功能，以“大乘

天”“佛门”“一念”“潜关”“问路”“遇险”“极

乐”“高昌”“普度”“雪山”“祭天”“菩提”“那

烂陀”“如梦”“大唐”十五个章节为架构，运

用多媒体视角和舞美技术建构虚实空间，淋漓尽

致地彰显出一代宗师舍身求法、执着信念、坚忍

不拔的伟大精神。

演出团队：中央民族乐团 2018/03/16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齐鲁之春”演出季开幕演出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于1925年成立，并以“做

最好的，并且只做最好的”为乐团的座右铭。如

今，它已成为欧洲领军交响乐团之一，为诸多世

界一流指挥和首席独奏所青睐。丹麦国家交响乐

团有力且直率的性格深深根植于其本身与丹麦以

及北欧音乐的不解之缘之中。 

该乐团的演出主场是由著名法国建筑家 Jean 

Nouvel 设计的 DR 音乐厅，于 2009 年落成。2012

年，在英国著名音乐杂志 Gramophone 将它评为

世界 10 大最佳音乐厅后，其地位和知名度显著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演出团队：丹麦国家交响乐团

山东省会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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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7、18
周六、周日 15:0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世界著名童话剧《三只小猪》	

《三只小猪》是世界著名童话剧，它讲述了

大森林里生活着猪妈妈和三只小猪，狡猾的大灰

狼一直想找机会吃掉他们。猪妈妈为锻炼三个小

宝贝的独立能力，让三只小猪分别盖一间自己的

房子。大灰狼吹倒了老大盖的稻草房，撞翻了老

二盖的木柴房，却对老三的石头房无可奈何。最

终，三只小猪凭借自己的智慧，以坚固的石头房

为阵地，成功地惩罚了可恶的大灰狼。

该剧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等地

演出三百余场，深受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喜爱。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2018/03/17
周六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京剧《红鬃烈马》	

薛平贵与代战公主分别后，急归家，遇宝钏

于武家坡前。夫妻一别十八年，不敢贸然相认。

薛借问路试宝钏是否变心，王逃回寒容，薛赶至

窑前， 隔门讲明别后经历，夫妻相认。王允篡位，

欲杀薛平贵。薛逃走，王允遣高思继追赶。薛放

出代战公主所贻之金钥鸽为号，代战赶来救援。

高思继投降，助薛反攻长安。薛平贵得代战公主

之助，攻破长安，拿下王允、魏虎， 自立为帝。

分封宝钏、代战及苏龙；斩魏虎，欲杀王允，经

宝钏求情，始赦免；又迎请王母，共庆团圆。

演出团队：济南市京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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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1
周三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英文原版话剧《简·爱》	

孤女简·爱从小被寄养在舅妈家和罗沃德寄

宿学校，完成学业后受聘于桑费尔德庄园，和主

人罗彻斯特渐生情愫。在婚礼上，简·爱发现罗

彻斯特已有妻子，伤心离开，被牧师圣约翰所救。

简·爱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重返桑费尔德庄园。

而庄园已是一片废墟，罗彻斯特为救患有精神疾

病的妻子被烧瞎双眼，而简·爱和罗彻斯特最终

成婚。

英国书屋剧院是英国极负盛名的巡演剧团，

成立于 1996 年。《简·爱》是书屋剧院的勃朗

特姐妹两部曲之一，在英国国内广受追捧，被誉

为夏日最纯粹的英式享受。

演出团队：英国书屋剧院

山东美术馆

展览

2018/01/11-03/17

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展
（第三区段）抽象
——当代中国非具象油画艺术展

山东美术馆二楼 B1、B2、B3、B4、B5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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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8-04/07

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年度
典藏精品展（2017）

山东美术馆三楼 C4、C5 展厅 

2018/01/27-03/17

以古开今　传承创新
——田黎明、赵建成、江宏伟、
刘万鸣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山东美术馆一楼 A1 展厅 

2018/02/02-03/24

姹紫嫣红开遍
——山东美术馆迎新春馆藏
花鸟题材绘画精品展

山东美术馆三楼 C1、C2、C3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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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馆

此次书画交流展旨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

民群众深刻理解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与

核心要义，振奋精神、团结一心，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贡献力量。

书画展共展出张宝珠、冯增木、刘勤敬、王克

泉等在内的60多名山东著名书画家创作的书画作

品百余幅。内容紧扣十九大主题，风格迥异、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精彩纷呈，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和艺术感染力。

2018/02/06-03/05
山东省文化馆四楼望山阁

“我们的中国梦	
争做红色文艺轻骑兵”
书画交流展	

本次展览展出新时代社会建设取得新成就和人

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面貌及获奖作品80余幅。采

取作品悬挂、文字介绍、传承人现场制作及表演讲

解等方式，观众亲身体验，展示传承人的高超技艺，

加强与观众的现场互动交流，营造欢乐、祥和的浓

厚氛围，使更多的民众了解非遗、认识非遗、走进

非遗，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发展。

2018/02/08-03/18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非遗传习厅 
  
 
“走进新时代、展现新面貌”
全省剪纸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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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旨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加强内

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拓展交流，促进边疆民族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好“文化志愿服务

推进年”活动。

2018/02/12-03/12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西展厅

安顺印象
——山东名家走进贵州安顺
写生采风精品展	

山东省艺术摄影学会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座谈会和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

神---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

尚；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

发展；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坚

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特举办“喜迎

十九大 巡礼文化山东“山东省首届大型艺术摄影

展，以艺术摄影图片的形式，全面展现党的十八以

来，山东各地在政治民生、文化教育、经济发展、

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尤其反映

人民群众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各地基层群众

文化、群众文艺的普及发展和建设成就，推动艺术

摄影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2018/02/10-03/05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西展厅

	“喜迎十九大		巡礼文化山东”
山东省首届艺术摄影展	



18

山东博物馆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为繁荣书画

艺术事业发展，展现当代女画家艺术风采，山东省

女画家协会、山东省文化馆共同举办了“2018庆

祝三八妇女节女画家新人新作展”。

此次参加展览的作品都是新入会的女画家，延

续了每年一届的新人新作展览，共展出作品40余幅，

她们是当今画坛的新生力量。此次活动，能够更好

地展示当代女性的艺术风貌和创作水平，旨在为广

大艺术爱好者们搭建起了解女性艺术家风采和交流

互动的平台。

2018/03/08-14
山东省文化馆四楼望山阁

2018 庆祝三八妇女节女
画家新人新作展	

吴卿是当代金雕艺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是

台湾最具有活力的雕刻艺术家之一。展览共展出

吴卿 30 多年来创作的 30 件精品力作，既有使用

10 公斤纯金雕刻的《瓜瓞绵绵》，也有高达 3.8

米的木雕作品《挣脱》，还有纤毫毕现的金雕蚂

蚁，完整展现了吴卿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

2018/01/23-03/04
山东博物馆一楼 5号展厅  

缘生妙有		随缘自在
——吴卿金雕木刻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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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年，一张张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形

式多样的年画装饰了庭院、居室，营造了热闹、

喜庆的氛围，传达着农民淳厚质朴的审美情趣，

也寄寓着百姓祈福求祥的新年愿望。年画是我国

年俗文化的象征符号 , 贴年画是民间年庆活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彩画闹春——馆藏年画贺年展》

展出馆藏杨家埠、杨柳青、桃花坞等地年画、画

版一百余件，展品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新春气息，

生动展现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和人文精神。

2018/02/18-03/19
山东博物馆三楼 21 号展厅  

彩画闹春
——馆藏年画贺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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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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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文化馆

2018/01/15-03/31
济南市文化馆非遗展厅

“我们的中国梦”
济南市春节民俗展	

2018/01/28-3 月中旬
济南市文化馆一楼大厅

第四届“我们的节日
——和谐济南	幸福联春”
2018 年春联征集优秀作品书法展

2018/02/08-03/31
济南市文化馆艺术交流展厅

济南市“瑞犬献福”
戊戌年剪纸艺术展	

2018/03 月底
济南市文化馆艺术交流展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陈叶翠同志先进事迹
摄影展

《万世师表》展览经过多年精心筹备，在原

有《孔子文化大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完善，深

入挖掘儒家文化资源，还原孔子思想真面目，展

示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利用多媒体技术、动画

展示技术等高科技展陈手段，力求使观众在轻松

的互动氛围中，深切感知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思

想价值。

2018/ 长期
山东博物馆二楼 13 号展厅  

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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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图书馆

2018/02/01-03/31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

学道德	知典故	迎新年展览
——18 个道德典故，讲给孩子听	

2018/02/12-03/12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一楼大厅

宣传《公共图书馆法》展览

2018/03/01-31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一层门口

儒家文化典籍展

2018/03/01-31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一层门口

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
及珍稀濒危植物展

2018/03/01-31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一层门口

聚焦党的十九大报告
关键词展



22

山东美术馆

活动

2018/03/03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波波粘粘乐	
	 	 	
	

2018/03/10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小丑纸扇

2018/03/24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	“格格旗头”

活动具体安排见山东美术馆
微信公众账号消息推送。

2018/03/17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探索工坊
——生肖纸杯

2018/03/31
周六 10:00 山东美术馆儿童教室

我们的手艺	·	探索工坊
——	手工纸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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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1-31
每周三、周五下午  
南辛庄小学、普利中学

山东快书进校园

山东省文化馆

讲课人：徐永生，山东省文化馆副馆长、研

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山东省书画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

校外研究生导师。

课题：绘画创作与欣赏

2018/03/15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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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1-31
每周一、二次 
甸柳社区

公益辅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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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默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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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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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

2018/03/01-31
不定期 9: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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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2-04
每日 9:00-15:00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我们的中国梦：第十二届
“书海灯谜会”

2018/03/10
周六 9:30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一楼报告厅

我们的中国梦：《大众讲坛》
第 364 期 |	太古回声
——漫“弹”古琴的前世今生

2018/03/24
周六 9:30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一楼报告厅

我们的中国梦：《大众讲坛》
第 365 期 |	 国际大都市图书
馆的空间设计与服务

2018/03/01-04/30
山东省图书馆

我们的中国梦：第十三届
全省读书朗诵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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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2018/03/04-25
每周日 9:30-11: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孟子》精讲
（五十二——五十五）

2018/03/01-04/30
山东省图书馆

201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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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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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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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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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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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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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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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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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7、31
周六 9:30-11: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明伦堂

《常礼举要》精讲课
（七、八）

2018/03/17-31
每周六 14:30-16:3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传习录》精读课
（三十三——三十五）

201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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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21、28
周三 14:30-16: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沙画艺术公开课

2018/03/17-31
每周六、周日
周六 9:00-11:00；14:00-16:00
周日 9:00-11:00
尼山书院博艺堂·二楼

古琴公益课堂

2018/03/17-31
每周六 14:00-16:30
尼山书院奎虚射圃

成人射艺体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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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0-31
每周六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三教室

少儿硬笔书法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8/03/02-04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2018 少儿元宵灯谜会

2018/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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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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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24
每周六 14: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国学教室

文学之旅公益课堂

2018/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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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18、/5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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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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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

2018/03/02
周五 9:00-16:00 孔子学堂跨院

瑞“狗”闹元宵
——猜灯谜

2018/03/03-31
每周六 10:00-11:40 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适者
——牙牙大不同

2018/03/03
周六 山东博物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礼乐咏新春
——古琴雅集

2018/03/03-31
每周六 9:30-11:30 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论语》中的文物
——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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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4-25
每周日 9:30-11:3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丝路故事
——经纬之术

2018/03/04-25
每周日 14:00-14:4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小小考古队
——模拟考古

2018/03/03-31
每周六 14:00-14:40 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习礼春秋
——孔子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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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图书馆

2018/03/02

经典诵读迎元宵

周五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六楼报告厅 

2018/03/04

七彩泉放映室
——头脑特工队

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六楼报告厅

2018/03/06-28

中老年人太极拳培训班

每周二或周三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8/03/04-25

成人书法培训班

每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8/03/24、25

2018 济南市读书朗诵大赛
预赛

周六、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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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文化馆

2018/03/09

“我们的中国梦”
冬春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非遗面对面”
走进滨河小学

周五  济南市滨河小学

2018/03/01、02

“百姓影院”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

周四、周五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2018/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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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4-25

“曲山艺海——星乐汇”
周周演系列活动

每周日 10:00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2018/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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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1、02

“我们的中国梦”元宵节
民间艺术展演活动

周四、周五  济南市市中区大众广场

2018/03/17、31

海右文艺讲堂
《健康讲座之一、二》

周六 10:00  济南市文化馆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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