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07 日 -30 日
香光馨远

——董其昌书风展
山东博物馆

二楼 11 号展厅
0531-85058202 25

11 月 10 日 -30 日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

篆书、篆刻、刻字展

山东美术馆
A1、B1、B2、B3展厅、

2F 大厅
0531-82953407 22

11 月 10 日 -30 日
溯源

——历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文献展

山东美术馆
四楼 D1 展厅

0531-82953407 22

11 月上旬 -11 月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张志民指墨画师生联展

济南市文化馆
艺术交流展厅

0531-81602211 25

11 月 15 日 -30 日 刘鲁旭书法作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0531-81300607 23

11 月 15 日 -30 日 赵雷美术作品展
山东省文化馆

二楼回廊聚雅艺术空间
0531-81300607 23

11 月 16 日 -30 日
心灵的风景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建校三十周年艺术作品展

山东美术馆
二楼B4、B5展厅

0531-82953407 22

11 月 18 日 -29 日 现代艺术鉴赏图书展
山东省图书馆

四楼外文工艺美术
阅览室

0531-85590770 21

11 月 19 日 -30 日
“艺彩新锋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2019）中国画提名展

山东美术馆
二楼“锐空间”

0531-82953407 22

11 月 25 日 -30 日 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老明信片展
山东省图书馆总馆

奎虚厅
0531-85590770 21





11 月 02 日、10日、
16日、23日、30日
周六、周日 14:30

智慧父母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0531-86196218 34

11 月 02 日、16日
周六 10:0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9 年海右文艺讲堂

（品艺吧）走进音乐殿堂

济南市文化馆
多功能厅

0531-81602211 43

11 月 02 日 -23 日
每周六 10:00

国学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国学教室
0531-86196218 34

11 月 02 日 -23 日
每周六 14:00-15:00

“穿”越千年
——华服美裳

山东博物馆
历史教室

0531-85058202 40

11 月 02 日 -23 日
每周六 14:30

语言艺术公益课堂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舞蹈教室
0531-86196218 3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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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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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 月 02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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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楼舞蹈教室
0531-8619621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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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公益课堂
尼山书院

博艺堂·二楼
0531-88363337 32

11 月 02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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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1 月 02 日 -30 日
每周六 10:00-11:00

“穿”越千年
——《论语》中的穿衣礼仪

山东博物馆
孔子学堂

0531-85058202 4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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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1 月 03 日 -24 日
每周日 14:00

少儿公益国画班
济南市图书馆

新馆负一层国学传习室
0531-81279618 42

11 月 03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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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1 月 03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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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1 月 03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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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1 月 06 日
周三 19:00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 NT-Live 
《哈姆雷特》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29

11 月 07 日
周四 19:00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 NT-Live
 《李尔王》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29

11 月 07 日 -28 日
每周四 14:30-16:00

沙画艺术公益课
尼山书院

遐园·国学讲堂
0531-88363337 33

11 月 08 日
周五 19:00

新感线 GEKI×CINE 系列戏剧
影像《阿修罗城之瞳》

历山剧院 0531-81939578 30

11 月 08 日、22日
周五

泉城书房“交享阅”领读者
济南市图书馆

泉城书房·博物馆分馆
0531-81279618 42

11 月 09 日
周六 9:30-11:30

《荀子公开课》
荀子的荣辱观及修身

尼山书院
奎虚书藏·明伦堂

0531-88363337 34

11 月 09 日
周六 9:30-11:00
    14:00-15:30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
——莱西木偶

山东省文化馆
三楼非遗精品展厅

0531-81300607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