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
演出时间 演出名称 演出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3月 01日
周五19:30

吕剧
《桃李梅》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0

3月 01日
周五19:30

歌剧
《沂蒙山》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03

3月 01日、22日、29日
周五19:30

话剧《探长来访》
山东省话剧院

小剧场
0531-86952014 04

3月 01日 -23日
每周五、周六19:30

《中国新杂技》
山东省杂技团

演艺厅
0531-86956185 10

3 月 01 日 -29 日
每周五 19:30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08

3 月 02 日
周六 10:00/15:00

经典童话剧
《假话国历险记》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08

3 月 02 日
周六 19:30

吕剧
《糊涂官》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1

3 月 02 日、03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
《青蛙王子》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14 05

3 月 08 日
周五 19:30

京剧
《战北原》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3 月 08 日、09 日
周五 19:30

周六 14:30/19:30

MaiLive 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
《恋爱的犀牛》济南站

山东剧院 0531-86060606 03

3 月 08 日、15 日
周五 19:30

话剧
《Lady Danger》

山东省话剧院
小剧场

0531-86952014 05

3 月 08 日 -29 日
每周五 19:30

《粉墨》十年再登场，
走进泉城百姓家

济南市铁路文化宫 0531-86952014 13

3 月 09 日
周六 10:30/15:30

儿童剧
《小英雄雨来》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09

3 月 09 日
周六 15:00/19:30

儿童剧
《三只小猪》

山东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

0531-5570733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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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09 日
周六 19:30

京剧
《四郎探母》

梨园大戏院 0531-86954831 01

3 月 09 日、10 日
周六、周日 10:30

儿童剧
《丑小鸭》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14 06

3 月 09 日、10 日
周六、周日 19:30

新时代中国古典舞剧
《人生若只如初见》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2

3 月 16 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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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6952014 06

3 月 16 日、23 日
周六 10:30

童话剧
《小红帽》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宝贝剧场

0531-87062646 14

3 月 16 日、24 日
周六、周日 14:00

古典音乐系列听赏会 山东剧院 0531-86060606 04

3月 22日
周五19:30

“邂逅 &弦舞”
罗伯特·卡巴拉小提琴专场音乐会

山东省会大剧院
音乐厅

0531-55707333 12

3月 23日
周六15:00

京剧
《铁弓缘》《打瓜园》

《平贵别窑》

章丘群众艺术馆
音乐厅

0531-86954831 02

3月 23日、24日
周六、周日19:30

话剧
《平凡的世界》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厅

0531-55707333 13

3月 23日、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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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6952014 07

3月 24日
周日15:00

京剧
《玉堂春》

章丘群众艺术馆
音乐厅

0531-86954831 02

3月 30日、31日
周六、周日10:30

儿童剧
《白雪公主》

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

0531-86952014 07

3月 30日、31日
周六、周日
10:30/15:30

儿童剧
《我最好的朋友》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09



    展览

展览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3 月 01 日 -07 日
福满乾坤

——馆藏年画贺岁展
山东博物馆

二楼 11 号展厅
0531-85058202 20

3 月 01 日 -08 日
福迎新春

——中国福文化体验展
山东博物馆
一楼 3号展厅

0531-85058202 20

3 月 01 日 -10 日
重塑

——吕佩尔茨雕塑及绘画
作品展

雕塑展区：山东美术馆
二楼开幕式大厅

绘画展区：山东美术馆
四楼 D1 展厅

0531-82953407 15

3 月 01 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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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B1、B2、B3 展厅

0531-82953407 14

3 月 01 日 -31 日
海洋之心

——有孔虫科普展
山东博物馆

三楼 19 号展厅
0531-85058202 19

3 月 01 日 -31 日
考工记

——山东古代科技展
山东博物馆

三楼 21 号展厅
0531-85058202 19

3 月 01 日 -31 日
大师窖藏

——齐白石特展
山东美术馆
一楼A1展厅

0531-82953407 15

3 月 01 日 -31 日
“ 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

临沂柳编成果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东展厅

0531-81300607 16

3 月 01 日 -31 日
迎新春

——水墨品质工作室研究生
写生作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望山阁

0531-81300607 16

3 月 01 日 -31 日
山东省文化馆聚雅艺术空间
——刘金锋书法作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0531-81300607 17

3 月 01 日 -31 日
山东省文化馆聚雅艺术空间

——李岩美术作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0531-81300607 17

3 月 01 日 -31 日 山东省少儿大画廊优秀作品选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中庭院
0531-81300607 18

3 月 01 日 -31 日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东展厅

0531-81300607 18

3 月 03 日
“书香泉城”

文化志愿者服务队风采展
济南市图书馆
新馆一楼大厅

0531-81279618 21

3 月 03 日 雷锋纪念日展览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21



    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联系电话 页码

3 月 02 日
周六 9:30

大众讲坛第 405 期
《中国当下婚俗发展概况》

山东省图书馆
总馆一楼报告厅

0531-85590770 21

3 月 02 日
周六 14:00-15:00

中华传统游戏
——投壶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27

3 月 02 日、24日
周六、周日
10:00-11:00

考工记
——车马交通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8

3 月 02 日 -23 日
每周六 9:30

少儿创意色彩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 504 教室
0531-86196218 24

3 月 02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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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85590770 21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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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2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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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9:00-11:00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雕版印刷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二楼展厅

0531-88363337 22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9:20

少儿戏剧语言表演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 503 教室
0531-86196218 24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10:00

少儿英语阅读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六楼 613 教室
0531-86196218 25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14: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儿合唱团培训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一教室

0531-86196218 25

3 月 02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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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14:30-16:00

《传习录》讲读课
（七十二——七十六）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2

3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14:30-16:00

成人射艺体验课
尼山书院
奎虚射圃

0531-88363337 22

3 月 02 日 -31 日
每周六 9:30-11:00
每周日 14:00-15:30

古琴公益课堂
尼山书院

博艺堂·二楼
0531-88363337 22

3 月 02 日 -31 日
每周六、周日、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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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 月 02 日 -31 日
每周六、周日下午

少儿创意美术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四教室
0531-86196218 25



3 月 03 日
周日 9:30-11:30

中国远古歌谣专题
——远古歌谣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23

3 月 03 日
周日 14:30-16:30

中国远古歌谣专题
——远古歌唱习唱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3

3 月 03 日
周日

传统文化体验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1

3 月 03 日
周日

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1

3 月 03 日、16日
周六、周日
10:00-11:00

忆古陶“今”
——手绘红陶兽形壶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8

3 月 03 日 -17 日
每周日 9:10

少儿语商公益课堂
少儿班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二教室

0531-86196218 25

3 月 03 日 -17 日
每周日 10:40

少儿语商公益课堂
幼儿班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二教室

0531-86196218 26

3 月 03 日 -17 日
每周日

“早”读会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2

3月03日、17日、31日 
周日 10:00

走进身边的科学公益讲座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
0531-86196218 26

3 月 03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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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 月 03 日 -24 日
每周日 10:00

童读好书读书会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
四楼第三教室

0531-86196218 26

3 月 03 日、31日
周日 14:00-15:00

考工记
——经纬之术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8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日 9:30-11:00

《孟子》精讲
（九十三——九十七）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3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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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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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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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展厅

0531-88363337 23

3 月 0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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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展厅

0531-88363337 23

3 月 03 日 -31 日
每周日

尼山书院公益书法培训班 济南市图书馆 0531-81279618 32

3 月 06 日 -27 日
每周三 14:30-16:00

沙画艺术公益课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24

3 月 09 日
周六 10:00

“会说话的绘本”之
Sherry 亲子英文绘本歌谣沙龙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26



3 月 09 日
周六 10:00-11:00

我们不一样
——湿地精灵的别样美

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

0531-85058202 29

3 月 09 日
周六

七彩泉启蒙课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小报告厅
0531-81279618 32

3 月 09 日
周六

第 53期“交享阅”读者沙龙：
女性专题沙龙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小报告厅

0531-81279618 32

3 月 09 日、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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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 月 09 日 -23 日
每周六 9:30

少儿中国舞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舞蹈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09 日、16日
周六

少儿趣味编程体验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2

3月09日、16日、30日 
周六 10:00

超群爸爸玩转历史公益讲座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09 日、30日
周六 14:00-15:00

考工记
——木作之美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9

3 月 09 日 -30 日
每周六

手机摄影公益培训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2

3 月 10 日、17日
周六

尼山书院国学讲堂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0531-81279618 32

3 月 10 日、23日
周六、周日
10:00-11:00

考工记
——漕通天下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29

3 月 10 日、24日
周日 9:30

创客体验工艺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0531-86196218 27

3 月 10 日、24日
周日 14:00-15;00

《论语》中的“礼”文化
——鼎鼎大名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30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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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 月 16 日、23日
周六 14:00-15:00

书论语，诵经典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30

3 月 17 日
周日 14:00-15:00

纸艺汉服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30

3 月 17 日
周日

第 37期《真人图书馆》活动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外文部真人图书馆

活动室
0531-85590770 21

3 月 17 日、31日
周日 10:00-11:00

“盐”将军的盔形器
——水中著盐

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

0531-85058202 31

3 月 30 日
周六 10:00-11:00

新裁春叶话合欢
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

0531-85058202 31

注：如有变动请参照各场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01

2019/03/08
周五 19:30 梨园大戏院

演出

山东省京剧院

宋辽战争中，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改

名木易，与辽国铁镜公主成婚。萧天佐摆天门阵，

佘太君亲征。延辉思母，铁镜公主看破，以实告

之。公主计盗令箭，助其出关，私回宋营，母子

兄弟相会。延辉复回辽邦，为萧太后得知，欲斩，

铁镜公主代为求免。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9/03/09
周六 19:30 梨园大戏院

京剧《四郎探母》

三国后期，诸葛亮祭拜昭烈皇帝于太庙，继

而出兵北伐。司马懿使郑文至蜀营诈降，假说司

马懿用人不公。言犹未必，秦朗来挑战。诸葛亮

使郑文出战，暗随其后。只一回合，郑文即斩秦

朗于马下。诸葛亮乃知其诈，回营追问之，郑文

语塞。诸葛亮大怒，欲斩之，郑文以实言相告。

诸葛亮命郑文修书诱司马懿劫寨。司马懿得书大

喜，遂亲自带兵前往，至蜀营，中计大败。中途

又遇孔明，羞之而退。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战北原》



02

2019/03/23
周六 15:00 章丘群众艺术馆音乐厅

京剧《铁弓缘》
《打瓜园》《平贵别窑》

《铁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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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忠与其母同回茶馆，秀英见匡钟情、

又见他拉开铁弓，更添爱慕，提议与他比武，二

人不相上下，双心益笃、遂订婚约。

《打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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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贵别窑》 : 薛平贵婚后，因降服红鬃烈马，

受封为后军督护；王允参奏，降为“先行”，使

隶于次婿魏虎麾下，且遣其远征西凉。平贵归家，

忍痛与王宝钏分别。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2019/03/24
周日 15:00 章丘群众艺术馆音乐厅

京剧《玉堂春》

明朝，名妓苏三（玉堂春）与吏部尚书之子

王金龙结识，誓偕白首。王金龙钱财用尽，被鸨

儿轰出妓院。苏三私赠银两……

鸨儿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

妻妒，定计害之，不料却让沈燕林误食毒面而死，

苏三被诬 , 定为死罪。押解途中，解差崇公道同

情苏三，认为义女。

王金龙得官，巡抚山西，调审此案，知犯妇

即为苏三。后得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之助，

与苏三团圆。

演出团队：山东省京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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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歌舞剧院

该剧以抗日战争为主线，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

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历史为创

作背景，以大青山突围、渊子崖战役为创作素材，

讲述了海棠、林生、夏荷等主要角色在理想与信仰、

民族与国家、生死与存亡的纠缠中，牺牲小我、军

民一心、团结抗战的故事。

演出团队：山东歌舞剧院

2019/03/01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

歌剧《沂蒙山》

2019/03/08、09
山东剧院
周五 19:30  周六 14:30/19:30 

MaiLive 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
《恋爱的犀牛》济南站

性感神秘的女孩明明在年轻人马路面前出现

的一瞬间，马路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明明有着不

可思议的铁石心肠，无论是鲜花、誓言、还是肉

体的亲昵都不能改变，马路做了能作的一切，一

次意外的巨奖看来能够使他获得明明，结果只是

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

四处乱窜的推销员 " 牙刷 " 为马路找来妙龄

女郎红红和莉莉，又导演了一场荒唐闹剧。 马

路的疯狂使恋爱指导员的理论彻底崩溃。

在一个犀牛嚎叫的夜晚，马路以爱情的名义

将明明绑架……

演出团队：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山东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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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24
周六、周日 14:00 山东剧院

古典音乐系列听赏会

古典音乐系列听赏会特别从国内最顶级的

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到西方音乐史教师、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音乐学博士贾抒冰老师倾情设

计，以音乐发展的历史时期为线索，为每场听赏

会设定一个时期范围或艺术主题。由中央音乐学

院的优秀青年演奏家们担任现场演奏的嘉宾，为

观众们深度解读、演绎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灵魂，

以求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并懂得欣赏古典音乐。

即使不通晓乐器演奏，心灵有耳，欣赏也是一种

享受。愿与您一同感受音乐的抚慰。

演出团队：贾抒冰、冯君珊、罗燏、曹嘉琦

山东省话剧院

亚瑟·伯灵是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在不久之

后即将加官进爵。希拉是亚瑟的女儿，这位单纯

善良的千金小姐在家宴中接受了男友杰拉德的求

婚，两人喜结连理。亚瑟·伯灵和妻子对这门亲

事显然十分满意，而希拉的弟弟艾瑞克却显得不

怎么高兴。就在一家人欢聚一堂之时，一位不速

之客的到来让五人倍感警惕。

来人自称警局的探长，前来为一起女工自杀

的案件调查取证。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渐渐发

现，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无论是有意或无心，

每个人都是罪人。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9/03/01、22、29
周五 19:30 山东省话剧院小剧场

话剧《探长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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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2、03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青蛙王子》

本剧根据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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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众多磨练之后，他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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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他们恢复成原来的

样子。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9/03/08、15
周五 19:30 山东省话剧院小剧场

话剧《Lady Danger》

圣诞节，一所别墅里的女人们正忙于庆贺，

在欢乐的气氛下，一家之主竟然被谋杀了！他身

边围绕的八个女人全都是嫌疑犯，她们当中，至

少有一名是凶手。于是无止尽的调查展开了。

争夺、背叛、秘密、矛盾，在爱与恨之中搏

斗着，原来每个人都有意想不到的隐私与不得不

说谎的理由。伪装的面具逐渐褪下，假象不能再

粉饰太平，事件背后的真相是既残酷又悲剧的。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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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10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丑小鸭》

很久以前，农场里美丽的鸭妈妈孵化出一只

奇丑无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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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祖爷爷甚至

连证明他是只鸭子的鸭族标志都没有给丑小鸭。

丑小鸭不忍心看到妈妈再为他而心痛，于是决定

离开农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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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磨练出了勇敢、诚实、

善良的性格。

可是，究竟哪里才适合他的生活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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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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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生地找到了神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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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芳心，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阿拉丁的第三个愿望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还

是要信守承诺，让好友灯神获得真正的自由……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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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3、24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儿》

本剧目改编自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儿》。在圣诞夜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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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了。在这些困难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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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向着心中目标勇敢地前进。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2019/03/30、31
周六、周日 10:30 山东省话剧院亲子剧场

儿童剧《白雪公主》

故事改编自著名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小女孩，皇后因为嫉

妒她的美貌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除掉白雪公主。白

雪公主在小精灵的帮助下逃到了森林里，遇到了

乐于助人的七个小矮人。不过善良的白雪公主还

是被邪恶的皇后找到并被哄骗吃下毒苹果。后来

还是七个小矮人齐心协力打败了皇后，同时小精

灵带回王子解救了白雪公主。幸福的生活从此开

始了……

演出团队：山东省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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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1-29
每周五 19:30 历山剧院

历山艺享汇 

历山剧院

“历山艺享汇”是山东演艺联盟发展有限公

司、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和山东文化娱乐中心共同

打造的周末专场相声演艺项目。演出团队包括著

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省市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

持人，以及来自民间各个流派的传承人，同时还

有部分社会曲艺表演艺术家和优秀的青年演员 30

余人，都是山东观众所熟知的曲艺名家，并多次

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江。全国山东快书“英

雄会”一等奖。

演出团队：历山剧院

2019/03/02
周六 10:00/15:00 历山剧院

经典童话剧
《假话国历险记》 

一个嗓门大得能震塌房子的孩子小茉莉，来

到了一个由海盗当国王的假话国。海盗国王贾科

蒙为了不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底细，下令人人都得

说假话，面包要说成是墨水，早上好要说成是晚

上好，猫必须像狗那样汪汪叫，而狗必须像猫那

样喵喵叫……否则就会被抓进疯人院！小茉莉在

这里结识了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勇敢的瘸腿猫和

善良的小香蕉。在好朋友的帮助下，小茉莉他们

最终打倒了海盗国王，让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

来，解救了许多无罪的、敢说真话的人们！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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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
周六 10:30/15:30 历山剧院

儿童剧《小英雄雨来》

12 岁的雨来住在芦花村，他的游泳本领最

高。 秋天，雨来被送上夜校。老师教大家念 :“我

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一天，鬼

子又来‘扫荡’了，交通员李大叔来他家躲避，

雨来把他藏到缸底的洞里。自己往后院跑，被鬼

子抓住。经过一阵挣扎，雨来怀里露出识字课本，

鬼子要他说出课本哪来的和李大叔的去向，雨来

都不告诉他。鬼子威逼利诱可是雨来非常坚定，

毫不屈服。鬼子无计可施，只好决定枪毙雨来。

傍晚，还乡河边传来枪声，大家都以为雨来牺牲

了。其实他并没有死，原来雨来趁鬼子不注意，

跳进水里向远处游走了。

演出团队：青岛山联演艺公司

2019/03/30、31
周六、周日 10:30/15:30 历山剧院

儿童剧《我最好的朋友》

娜娜是一只天真善良的小白老鼠，她渴望找

到一只大象做好朋友，整剧以娜娜的视角出发带

着小朋友们进入梦幻王国，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她

身边关于友谊的感人故事。

演出团队：深圳聚橙演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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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1-23
每周五、周六 19:30
山东省杂技团演艺厅

《中国新杂技》

该剧目依靠自身动力创新求变的同时，积极

对外开放，吸收包容中外优长，秉承“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在继承中转化，

在学习中超越，《中国新杂技》凸显中国风格，

符合世界潮流，是传统精神与现代美学兼具的优

秀作品。

演出团队：山东省杂技团

山东省杂技团

2019/03/01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吕剧《桃李梅》

该剧讲的是明朝万历年间，集宁县知县袁如

海为人懦弱，夫人封氏精明能干，他们有三个女

儿，玉桃、玉李、玉梅，由于玉李聪慧出众，总

兵方亨行欲仗势抢亲，封氏和三女儿玉梅定计，

缓了婚期。玉梅进京考中状元，将总兵拿入大牢。

该剧剧情起伏跌宕、笑料百出，受到无数戏

迷的欢迎和喜爱。

演出团队：济南市吕剧院

山东省会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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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2
周六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2019/03/09
周六 15:00/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儿童剧《三只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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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剧《糊涂官》

该剧讲述的是张丽英与书生李俊生自幼相

识，互相爱慕，遂定终身，约定于八月十六到张

家提亲，但丽英父母却各自将丽英许配了富家子

弟王夏和吴斌，也将成亲日定于同一天。

三个“女婿”为此事同张家闹上公堂，县官

不学无术糊涂判案，使官司更加糊涂，官妻坐堂

巧使计谋，嘲弄了无情无义的王夏和吴斌，使张

丽英、李俊生有情人终成眷属。

演出团队：济南市吕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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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10
周六、周日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新时代中国古典舞剧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他是时代的精英，是中华文化的符号。虽一

生短暂，却以其深远的影响力，书写出家国情怀

的不凡人生；他以汉文化的修养和平民情怀，促

进了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他是旷世奇才，

以其文韬武略协助康熙皇帝开创一代盛世。

为充分展现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弘扬其对

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深深的家国情怀，进一步

挖掘文化底蕴，以纳兰性德传奇人生为原型的新

时代中国古典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将在省

会大剧院上演！

演出团队：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
  亚洲大美青年艺术团

2019/03/22
周五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邂逅 & 弦舞”
罗伯特·卡巴拉小提琴
专场音乐会 

罗伯特·卡巴拉早年就读于波兰克拉科夫音

乐学院，师从艾欧哥尼雅·乌米尼斯卡教授和卡

贾·丹查斯卡教授。作为独奏家和室内音乐家，

卡巴拉教授在世界各地都举行过音乐会。他演奏

的曲目涉猎非常广泛。从巴洛克音乐到 20 世纪

当代音乐，他都能信手拈来。

本场演出，罗伯特·卡巴拉将同山东艺术学

院青年弦乐团一起，带来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演出团队：罗伯特·卡巴拉
           山东艺术学院青年弦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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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3、24
周六、周日 19:30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话剧《平凡的世界》

话剧《平凡的世界》是根据路遥获茅盾文学

奖同名小说改编，由陕西省文化厅出品，陕西演

艺集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制作。

本剧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三家人的命

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广

阔的社会面貌，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

形象。

本剧目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正是对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

自觉继承。让我们在暗淡阴霾的日子里，刺破苍

穹，耀及未来。

演出团队：陕西人民艺术剧院

2019/03/08-29
每周五 19:30 济南市铁路文化宫

《粉墨》十年再登场，
走进泉城百姓家

该剧创排于 2008 年，分《泥塑·柔术》《贵

妃醉酒·转碟及秋千顶技》《闹天宫·钻圈》《洛

神·绸吊》《白蛇传·蹬技及晃圈》《钟馗嫁妹·草

帽》《杨门女将·车技》等演出单元，以中国传

统京剧剧目表现为形式，以剧团优秀保留杂技节

目和新创获奖杂技节目为演出内容，让观众在欣

赏传统京剧文武经典技巧的同时，一睹金奖杂技

的创新演绎和独特魅力，该剧先后在国内外演出

千余场，深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演出团队：济南市杂技团

济南市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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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23
周六 10:30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宝贝剧场

童话剧《小红帽》

根据格林童话中的同名故事改编，讲述了小

红帽遭遇大灰狼的故事：为给生病的外婆送蛋糕

而独自走入大森林的小红帽，在路上碰到大灰狼

和大笨熊，后来大灰狼通过一系列欺骗的手段吃

了小红帽的外婆，又装扮成外婆的样子，躺在床

上等着小红帽的到来……

演出团队：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山东美术馆

展览

展览由山东美术馆主办，展出山东美术馆馆

藏国画、水彩（粉）画、版画花鸟题材精品81幅。

其中以中国画为主，亦兼水彩画、版画，有工有写、

有墨有彩、有清朗有繁茂、有缤纷亦有气骨，正

可谓“姹紫嫣红开遍”，集萃了七年藏品中的斑

斓香气。姹紫嫣红开遍，象征着繁荣昌盛、象征

着万物丰收。在新春期间，我们借这芬芳的意境，

祝愿广大的人民群众欢度新春，祝愿山东的美术

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我们的“中国梦”更加绚烂。

2019/03/01-10
山东美术馆二楼 B1、B2、B3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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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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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吕佩尔茨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画家、

雕塑家、作家、艺术教育家和爵士乐钢琴家。他

十分关注艺术作品本体语言的表达和未来的各种

可能性，以及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表达。与巴塞利

兹、伊门多夫、彭克、安塞姆·基弗等一同被划

归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阵营之中。

“重塑——吕佩尔茨雕塑及绘画作品展”展

出 15 组（26 件）雕塑作品、38 件绘画作品，部

分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是一次难得的世界级大

师的展览。

2019/03/01-10
雕塑展区：山东美术馆二楼开幕式大厅
绘画展区：山东美术馆四楼 D1 展厅

重塑
——吕佩尔茨雕塑及绘画作品展

展览展出齐白石绘画作品 35 件。上世纪 20

年代的茶花、30年代的荷花、40年代的牵牛花、

50 年代的草蛙，以及白菜、萝卜、雄鸡、群虾、

小鱼等，均属白石翁艺术大成期的代表性作品，

既全面展现了他力健有锋、富有余味的笔墨情趣，

更全面展现了他取材生活、取法自然的艺术精神。

2019/03/01-31
山东美术馆一楼 A1 展厅  
 

大师窖藏
——齐白石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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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馆

本展览展出柳编作品及衍生品1000余件，采

取作品摆放悬挂、文字介绍、传承人现场制作表演

讲解、观众亲身体验等形式，展现非遗助力脱贫、

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成就、新面貌和丰硕成果，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加强与观众现场互动交流中，

使更多的民众走进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推动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发展。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东展厅  
 

“ 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
临沂柳编成果展

写生对于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由临摹

到创作的重要转换点。一方面它使从临摹所得来的

笔墨语言做到生动地体现，另一方面，无限丰富的

大自然不断为写生者提供新的感悟，促使写生者不

断观察思考，进而发现新的艺术语言形式，故而有

没有写生常常是评价一个画家是否具有创新意识的

重要标志。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望山阁  
 

迎新春
——水墨品质工作室研究生
写生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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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共展出刘金锋书法作品8件，内容

集中反映了刘金锋先生近期的书法领域尤其行草书

方向的创作成果。刘金峰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 , 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

任（驻会）,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

副秘书长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现代刻绘艺委会委员。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二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山东省文化馆聚雅艺术空间
——刘金锋书法作品展

本期展览精选出李岩美术作品共计8件，内容

集中反映了李岩先生近期在美术方面的最新创作成

果。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

协会主席团委员、展览培训部主任，山东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山东省文化馆聚雅艺术空间
——李岩美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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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共展示潍坊风筝、锡雕、木版年画等全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品1500多件，充分展现了我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三楼东展厅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全省少年儿童大画廊活动在齐鲁大地呈现广

泛参与、红火热烈的活动场面，营造了全省少年

儿童“人人是画家”，村镇、街道“处处为画廊”

的浓厚艺术氛围。本次展出的六十余幅作品为山

东省文化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聊城考区的部分优

秀书画考级作品的展示，旨在通过对优秀作品的

展示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

同时也为记录书画考级资料，今年将计划在中庭

院举办多场书画优秀考级作品的展示活动。

2019/03/01-31
山东省文化馆中庭院  
 

山东省少儿大画廊优秀作品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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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

本次展览共展出有孔虫标本 126 件、标本放

大模型 50 余件、标本显微摄影照片 100 余幅，

多角度呈现了有孔虫的艺术之美、种类多样性、

生存适应性，以及其壳体所指示的环境意义。

此次展览是山东省文旅行业助力海洋强省战

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山东博物馆与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加强合作的又一次尝试，对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树立公众海

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2019/03/01-31
山东博物馆三楼 19 号展厅  

海洋之心
——有孔虫科普展 

展览通过 60 余件组精品文物、12 组复原模

型和多处互动装置，将山东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

呈现于观众面前，展现山东古代人民无穷的智慧

和伟大创造力，彰显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及其对于

当代社会的影响。

2019/03/01-31
山东博物馆三楼 21 号展厅  

考工记
——山东古代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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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年，一张张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形

式多样的年画装饰着千家万户的庭院、居室，营

造出热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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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生肖中的猪是憨厚可爱的代表，象征着生活

中有福有财。

适逢农历己亥猪年，山东博物馆精心挑选

100余件年画、画版，分为金猪送福、天佑之福、

生活之福、愿望之福 4 个单元进行展示。

2019/03/01-07
山东博物馆二楼 11 号展厅  

福满乾坤
——馆藏年画贺岁展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将大红“福”字贴在

大门上。“福”既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也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祝愿，福文化的概念也在

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扩展着它的内涵与

外延。本次展览包含“福义渊源”“百顺为福”“福

语迎祥”“纳福春联”四部分，共 80 余幅作品，

展示各种“福”字千余个，走进展厅，便是徜徉

在“福”的海洋中了。

2019/03/01-08
山东博物馆一楼 3号展厅  

福迎新春
——中国福文化体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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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图书馆

2019/03/03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一楼大厅

“书香泉城”文化志愿者
服务队风采展

2019/03/03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雷锋纪念日展览

活动

山东省图书馆

2019/0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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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17
周日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外文部真人图书馆活动室

第 37 期《真人图书馆》活动

2019/03/02
周六9:30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一楼报告厅

大众讲坛第 405 期
《中国当下婚俗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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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2019/03/02-30
每周六 14:30-16: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传习录》讲读课
（七十二——七十六）

2019/03/02-31
每周六 9:30-11:00 
每周日 14:00-15:30
尼山书院博艺堂·二楼

古琴公益课堂

2019/0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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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02-30
每周六 14:30-16:00
尼山书院奎虚射圃

成人射艺体验课

2019/0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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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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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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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3
周日 9:30-11:3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明伦堂

中国远古歌谣专题
——远古歌谣

2019/03/03
周日 14:30-16:3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中国远古歌谣专题
——远古歌唱习唱

2019/03/03-31
每周日 9:30-11: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孟子》精讲
（九十三——九十七）

2019/03/03-31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第二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语言表演

2019/0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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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03-31
每周日 14:00-16:00
尼山书院奎虚书藏·第一展厅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堂
少儿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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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9/03/02-30
每周六 9:2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五楼 503 教室

少儿戏剧语言表演公益课堂
适合年龄：5-12 岁

2019/03/02-23
每周六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五楼 504 教室

少儿创意色彩公益课堂
适合年龄：5-9 岁

2019/03/06-27
每周三 14:30-16:00
尼山书院遐园·国学讲堂

沙画艺术公益课

2019/03/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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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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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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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2-31
每周六、周日、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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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年龄：3-6 岁

2019/03/03-17
每周日 9:1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二教室

少儿语商公益课堂少儿班

适合年龄：6-12 岁

2019/03/02-30
每周六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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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年龄：8-12 岁

2019/03/02-30
每周六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六楼613教室

少儿英语阅读公益课堂

适合年龄：4-7 岁

2019/03/02-30
每周六 14: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一教室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儿合唱团培训

适合年龄：6-13 岁

2019/03/02-31
每周六、周日下午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四教室

少儿创意美术公益课堂

适合年龄：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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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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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年龄：5-12 岁

2019/03/03-17
每周日 10:4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第二教室

少儿语商公益课堂幼儿班

适合年龄：3-5 岁

2019/03/03、17、31
周日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国学教室

走近身边的科学公益讲座

适合年龄：7-12 岁

2019/03/03-24
每周日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四楼第三教室

童读好书读书会

适合年龄：7-12 岁

2019/03/03-31
每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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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年龄：无限制

2019/03/09
周六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活动室

“会说话的绘本”之
Sherry 亲子英文绘本歌谣沙龙

适合年龄：1.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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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16、30
周六 10:0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四楼国学教室

超群爸爸玩转历史公益讲座
适合年龄：5 岁以上

2019/03/09-23
每周六 9:30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五楼舞蹈室

少儿中国舞公益课堂

适合年龄：4-7 岁

2019/0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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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年龄：7 岁以上

山东博物馆

2019/03/02
周六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中华传统游戏
——投壶

“射”作为孔子教授的六艺之一，是中华传

统文化必不可缺的一项。投壶源于射礼，是一种

汉民族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以礼邀客，以文

会友”，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将带领小儒生们在

投壶游戏中感受中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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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2、24
周六、周日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考工记
——车马交通

马车作为古代重要的代步工具，为古人出行

提供了便利条件，马车的形制是怎样的？古人出

行时是如何驾驶马车的？让我们通过展厅文物去

亲身了解古人的造车技艺吧。

2019/03/03、16
周六、周日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忆古陶“今”
——手绘红陶兽形壶

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已有许许多多方便人们生

活的器具出现，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壶，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并使用了。

红陶兽型壶向我们展示了大汶口文化高超的手工

业，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聪明智慧，是一件极富情

趣又不失使用价值的艺术品，让我们来近距离地

了解它吧。

2019/03/03、31
周日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考工记
——经纬之术

“丝丝入扣”“游人如织”这些耳熟能详的

词语竟与纺织有着密切关系。来山东博物馆沿着

历史足迹一起穿越时空，去体验古人经纬的智慧，

去体会华夏的荣耀，去感受古韵汉风所引领的世

界时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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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
周六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我们不一样
——湿地精灵的别样美

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为大自然增添了无限

生机和诗情画意。湿地作为鸟类的“乐园”，为

它们提供了生存的家园及充足的食物。走进山东

博物馆，感受人与湿地、人与鸟类的人文关系，

一起欣赏湿地精灵的别样美。

2019/03/09、30
周六、周日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考工记
——木作之美

我国古代用树木建造家具、房屋，有着悠久

的历史，更神奇的是这些建筑不借助一颗钉子就

能建造起来，这其中又有哪些秘密呢？在《论语·卫

灵公》中记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让我们走进山东博物馆，在互动中了解传统木工

技术的结晶，感受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智慧。

2019/03/10、23
周六、周日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考工记
——漕通天下

漕运作为一种制度，从秦汉到明清两代一直

扮演着重要角色，漕通天下以馆藏文物梁山漕船

为依据，带游客走进明清时期的山东，了解明朝

生存攸关的漕运体系，以及漕运对于维护国家统

治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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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0、24
周日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论语》中的“礼”文化
——鼎鼎大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言行忠信，在现在生活中也尤其重要，

我们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言九鼎”等等，

言行，作为学“礼”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及其

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

2019/03/16、23
周六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 

书论语，诵经典

《论语》被誉为“东方圣经” ，抄经可以让

你获得大智慧。 让我们相约孔子学堂，以《论语》

为内容，以书法为特色，在一句句耐人寻味的论

语中，体悟人生百态，品读东方智慧。

2019/03/17
周日 14:00-15:00
山东博物馆历史教室 

纸艺汉服

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明

衍圣公朝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泱泱华夏数千年

来对于“礼”的重视程度。那层层衣着，那根根

丝线，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传承而来，为我们展现

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山东博物馆将带小伙伴一起

制作具有传统韵味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明代纸艺

汉服，快来鲁博做个小裁缝吧！



31

2019/03/17、31
周日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盐”将军的盔形器
——水中著盐

在生活中，盐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在烹调

中食盐也是最主要的佐料。事实上，自然界存在

着各式各样的盐，那么，这些盐都是怎么得来的？

古时人们又会用到哪些工具来制盐呢？让我们走

进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一起来了解古人是如何

制盐的。

2019/03/30
周六 10:00-11:00
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 

新裁春叶话合欢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大陆，给

人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的火热，那就是广阔无垠

的非洲大陆。新春伊始，万物复苏，山东博物馆

自然教室将带领大家在博物馆探索一种名叫“金

合欢树”的植物。它长什么样子呢？有什么特殊

的本领？让我们跟随自然教室的脚步，一起来看

看吧！

济南市图书馆

2019/03/03

传统文化体验

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9/03/03

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32

2019/03/03-31

尼山书院公益书法培训班

每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

2019/03/03-17

“早”读会

每周日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9/03/09

七彩泉启蒙课

周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小报告厅

2019/03/09

第53期“交享阅”读者沙龙：
女性专题沙龙

周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小报告厅

2019/03/09-30

手机摄影公益培训班

每周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9/03/09、16

少儿趣味编程体验

周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2019/03/10、17

尼山书院国学讲堂

周六  济南市图书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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