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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济南 18日(周五)19:30，古典怪
咖创意秀将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上
演。

坐标：济南 18日(周五)19:30、19日(周
六)10:30、15:30、19:30、20日(周日)10:30、15:30、19:
30，美国迪士尼原版舞台剧《三大经典童
话》将在山东剧院上演。

坐标：济南 19日(周六)19:30，韩何荣
嘉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将在山东省大剧院
音乐厅举行。

坐标：济南 19日(周六)10:00、15:00、20

日(周日)10:00，美国金牌儿童音乐剧《芝麻
街之艾摩的超级英雄》将在山东省会大剧
院歌剧厅上演。

坐标：济南 19日(周六)10:00、20日(周
日)10:00，济南第六届亲子剧节-儿童剧《芭
比娃娃》将在宝贝剧场上演。

坐标：济南 19日(周六)19:30，历山艺
享汇——— 周末相声俱乐部将在历山剧院
举行。

坐标：青岛 18日(周五)20：00、19日(周
六)，莫文蔚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青岛
站)将在青岛大剧院举行。

坐标：青岛 19日(周六)19:00，咪咕音
乐现场全国巡回演唱会徐良青岛站将在
四方剧院举行。

坐标：青岛 19日(周六)19:30，《世界动
漫视听音乐会》文化惠民进剧场公益演出
将在李沧剧院举行。

坐标：青岛 19日(周六)10:30，儿童剧
《拇指姑娘》将在青岛广电影视剧场上演。

坐标：德州 19日(周六)19:30，古典怪
咖创意秀将在德州大剧院小剧场上演。

活
动

坐标：德州 自7月中旬开始，德城区
启动社区文化节活动，将组织15场大型文艺
演出，100余场小型文艺演出进社区。除文艺
演出之外，书画展、摄影展、广场舞比赛、全
民阅读等活动也将穿插全过程。

坐标：临沂 19日 (周六 )、20日 (周
日)，中国沂河国际花式摩托艇表演暨中
国沂河水上摩托国内城市公开赛——— 中
国沂河国际花式摩托艇表演赛将在临沂
市区段沂河南湖心岛水运赛场举行。

坐标：临沂 18日(周五)至20日(周
日)，“相约竹泉村，走进红石寨”休闲旅
游节在沂南县竹泉村景区或红石寨景区
举办，其间将举行第五届竹泉村山泉水
泼水节等活动。

坐标：临沂 20日(周日)18:30，2014临沂
地产人音乐节将在红星国际广场举行。

坐标：东营 19日(周六)8：00，《黄三
角早报》“东营首届社区文化汇”走进府
前小区，精彩绝伦的文艺汇演、欢乐逗趣
的游戏环节，为市民带来一场丰富多彩
的视觉盛宴。

坐标：莱芜 19日(周六)晚，齐鲁晚
报莱芜记者站文明社区行大型公益演出
走进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洪沟社区。

坐标：聊城 19日(周六)、20日(周日)
20:00至21:30，临清消夏文化艺术节演出
在剧院广场持续上演。

坐标：泰安 19日(周六)，第五届著
名书画家义卖助学活动将在泰山书城举
行，为贫困家庭的学生筹集学费或生活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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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是一( )家人吗？
逸周末粉丝们，咱们有QQ群了——— 逸家人(群号：384365359)

特大好消息！逸粉们 QQ 上的家
园 — —— 逸 家 人 超 级 Q Q 群 ( 群 号 ：
384365359)来啦！此群专门邀请各位钟情
于逸周末的超级粉、脑残粉、热情似火
粉……当然，里面也少不了齐鲁晚报逸
周末的老编小记们。

齐鲁晚报逸周末公众微信号创办以
来，我们坚持不实用的内容不推送，不好
玩儿的粉丝活动不举办的原则，得到了
全省各地读者的肯定与关注。在粉丝们
的要求下，我们又特意创建了这个超级
QQ群——— 逸家人(384365359)，逸粉们进
了这个家门，那可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了，啥贴心说啥。大家伙儿有对逸周末的
好建议、金点子，尽管说出来！想通过逸
周末组织个啥活动也尽管提，我们一定
会尽力去组织，小小地剧透一下，咱们逸
周末微信举办的不少活动还真是根据咱
们粉丝提的建议做的呢！当然对我们有
啥要批评、要吐槽的，也尽管开口，我们
听着，脸上红着，心里服着。

更重要的是，咱们逸粉们之间也得
有个互动的平台吧？这里是微信粉丝的
vip群，群成员将优先参加逸周末的各类
优惠活动，享受提前预留名额。另外，在
这里，可以不受微信发送时间和条数的

限制，您能随时随地与逸周末的老编小
记们沟通；逸周末推送的活动也将第一
时间在这里发布。相信喜欢逸周末的亲
们肯定是那种特别在意生活品质的主
儿，那么来这里就对了，吃喝玩乐的各种
资讯都可以拿到这里来晒一晒，分享一
下，我们共同提高生活品质。

入群规则：请在加群时把真实身份
信息留给我们，包括姓名、性别、工作单
位、年龄等，也便于我们在入群时介绍，
有啥好事也别忘了大家。当然在群里还
是用各位大粉自己的网名。请记好了，群
号384365359，欢迎您成为逸家人！

逸周末消息

亲，周末有啥不花钱或少花钱也好玩的，推荐一下呗。

坐标：济南 20日(周日)至8月5日，
“度外四时”中国画展将在泉城公园小南
门200米路东国韵堂举办。

坐标：济南 18日(周五)至21日，2014

中国(济南)国际佛事文化用品展览会将
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坐标：青岛 19日(周六)，2014中国
(青岛)国际橱柜衣柜展览会将在青岛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坐标：烟台 19日(周六)至29日，烟
台市群众艺术馆展厅将展出“中国梦·巾
帼风采”——— 烟台·成都女书家作品展。

坐标：烟台 即日起至21日，烟台美
术博物馆将举办“问墨烟台——— 2014当
代青年水墨4+4艺术交流展”。

坐标：临沂 19日(周六)，2014临沂
首届国际冰雕展将在临沂经济开发区沂
河东路191号举行，冰雕展及冰雪嘉年华
截至8月17日结束。

坐标：泰安 19日 (周六 )、20日 (周
日)，泰安石腊河玉石批发市场举办泰山
玉“淘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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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去哪儿】

到到临临清清探探访访运运河河余余韵韵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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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济南 19日 (周六 ) 9：30，大
众文艺讲堂将继续在省图书馆开讲，
主讲人是国家一级作曲、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吕剧传承人栾胜利，讲座
题目是《<李二嫂改嫁>与吕剧唱腔赏
析》。

坐标：临沂 20日(周日)9:00至16:00，
“临沂地区自闭症公益讲座”将在罗庄
区双月园路欧洲商业街80号(爱之旅儿
童发展中心)举办，中国第一家自闭症培
训学校———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创
办人田惠萍将到场讲课。

本报记者 雒武 实习生 张依盟

逸周末粉丝福利持续升级 ,除继续
推出航母夏令营和“爸爸去哪儿”线路
外 ,我们又为吃货们推出树莓采摘自驾
团一日游活动。

暑假以来 ,树莓采摘持续火爆 ,但也
有小伙伴后台留言说路不熟 ,基地不太
好找。现在应小伙伴们的要求,“逸周末”

初定7月19日(下雨另行通知),推出“赏龙
山文化,品龙翔树莓”自驾团一日游,参与
的小伙伴除了按粉丝价采摘树莓领赠
品外 ,自驾团一日游还安排了参观城子
崖遗址、龙山文化博物馆,“逸粉”们将免
费享受到价值50元的博物馆讲解。

中午还将到距离基地不到5公里的
杜张水库垂钓 ,还可以在水库边品尝到
地道的农家饭,鱼虾都产自水库哦。每人
40元标准，1 . 3米以下宝贝免费,1 . 3-1 . 5米
半价。

杜张水库库容过千万立方 ,是垂钓
的好去处。南岸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城子崖遗址所在地和城子崖遗址博
物馆 ,东面则是历经千年依旧保存完好
的东汉平陵古城 ,西南方向还有曾被列

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西河遗址 ,

是欣赏古韵遗风、领略龙山文化深厚内
涵的理想场所。

自驾采摘的集合地点为济南经十
东路孙村立交桥，沿经十路一路向东就
可以，时间暂定为7月19日上午9点半，
基地将派人到孙村立交接大家。“逸粉”
们只要发送“树莓采摘团+人数(区分大
人孩子)+手机”,凭逸周末的回复私信,就
可以参加树莓采摘一日游啦。由于水库
边农家乐的接待能力有限，此次自驾团
人数有限，先报先得。

粉丝活动之树莓采摘

树树莓莓自自驾驾采采摘摘团团明明天天出出发发

文/杨淑君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探访运河的人
渐渐多了。临清这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
而盛，又因运河而衰的城市，永远都是探
访运河绕不过去的一座城。

为助力运河申遗，临清特修建了一
条运河小道。小道虽窄，适合骑行，但趁
着游客还未蜂拥而至，也可开车赏景。

入临清，大街小巷、桥头路边、公园
广场，总会听到抑扬顿挫的京腔京韵，无
论冬夏，这都是别处少见的运河遗风。

清早的临清，一碟小咸菜，都香飘运
河二百多年。这里从来不缺少美食，各种
美味都在挑逗着外来人的味蕾，热羊肚、
八宝布袋鸡、武德魁肉饼……还有古城
街巷上的烧饼夹肉，普通人家的什香凉
面，都别具风味。如果不打算久留，选择
吃什么倒成了难题。

临清的中洲古城区，如今被两段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包围。自邱屯枢
纽出发，沿运河小道而行，可见元运河、
明运河两段“世界遗产河”。河水清澈，杨
柳青青。经数百年沧桑，这两段运河仍保
留历史原貌。沿遗产小道而行，可见古人

挖凿、疏浚运河而建的龙山，堆土造
景，如今依然是树木丛生。古槐树
干凹凸不平、盘旋上升，似条条龙
向上爬行。

进入临清古城老街巷，前一
刻的城市喧嚣，仿佛都被古城区
的青砖青瓦过滤掉了。午休时间，
街巷民居内外都上了锁，看着古

旧的门窗，如果不了解情况，
还真以为这里很久没人

居住。
可

是，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生活气息。家家紧
靠，户户相连。临清市区三十多万人口
中，中洲古城就有十多万，占到三分之一
还要多。

竹竿巷、箍桶巷、考棚街……一条条
古街巷走下去，随时可见三五头发斑白
老人，一张牌桌，几把椅子，打发着过午
时光，落牌间，唠几句家常，谈几句子女。
老人脚下，或黑色或白色的小狗小猫，眯
着眼，享受着这鲜有喧嚣的幽静时光。

看街上门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解放前、民国时期，全都保存完好，这便
是历史的佐证。一位 90多岁的老太太，
始终在这里居住不愿离开，她记忆中当
年的竹竿巷竹货兴旺，街道窄到要门对
门卖东西。

幽深小巷，斑驳宅墙，青砖青瓦，还
有那镂刻的窗棂，甚至遗失砖雕的盈门
墙、古建房顶上的衰草，总给人一种遗世
独立的味道。

只需安静地走，静静地看。这里曾经
南北交汇，东西相融。平民百姓生活、布
衣古屋宅院，处处皆历史。古城居民多了
南方人的几分精干，少了北方人的几分
粗犷。深邃的小街巷，窄小弯曲的味道，
留存的淡淡的商业气息，以及这里浓浓
的生活韵味。自元运河开凿逐渐形成至

今，仍是可以轻易感受到的真实，透
过街边木格子窗里的市井悲喜，

悠悠传来远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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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最实用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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