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过清明

本报讯 今年7月25日，泉城济南将
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华丽摇滚秀——— 国
民摇滚英雄汪峰将携“峰暴来临”超级巡
回演唱会首次唱响济南，为泉城人民带
来一场巅峰视听盛宴。

汪峰此次超级巡演四十余个城市，
全部为国家级体育场馆，预计累计观众
人数超二百万，这也是内地乐坛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巡演，对内地乐坛具有时
代意义。

在汪峰的音乐定义中，演唱会现场
的声音才是最震撼最真诚的，这也是一
个歌者最核心的价值。一场完美的演唱
会，并不仅仅取决于艺人的表现，乐队、
导演、灯光、舞美等多个工种的配合也尤
为重要。为了让国人欣赏到顶级演唱会
的制作水准，汪峰专程邀请了世界知名
设计师LeRoy Benne t t。他曾经执掌过
Beyonce、Lady Gaga、Paul McCartney

（保罗·麦卡特尼）、Nine Inch Nails（九
寸钉）、Bruno Mars（布鲁诺·马尔斯）等
国际一线大牌的演唱会以及超级碗中场
秀。汪峰济南演唱会，他将带领百人团打
造一场史无前例的摇滚盛宴。

据悉LeRoy Bennett工作日程紧张，
但汪峰凭借优秀的音乐、文化内涵及强
大的现场号召力，获LeRoy团队的欣赏
与肯定，促成了双方的合作。这也是中国
音乐人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与世界顶级制
作团队合作巡回演唱会。

汪峰2015“峰暴来临”超级
巡演济南站，将演唱30首经
典歌曲。济南歌迷可
以在大麦网上购
票，也可以到主
办 方 设 置 在 索
菲 特 银 座 大 饭
店 五 层 的 购 票
处购票。

抢票电话：400
- 6 1 0 - 3 7 2 1 / 0 5 3 1 -
66686633。

（孔明哲）

本报讯 4月6日晚7：30，由山东演艺
联盟和齐鲁晚报联合主办的北美“弦舞青
春”大型春季交响乐团将在历山剧院与观
众见面。据了解，该乐团由来自北美三个州
的三支青春弦舞乐团组成，平均年龄约15
岁，代表着，这是该团首次来中国进行百人
规模的春季逍遥音乐会巡演。该团演奏曲
风变化多样，涵盖古典、流行、爵士和民谣
等，创下了“百人弦舞”挑战视听极限的交
响乐纪录。音乐会票价分别为60/100/120/
150/180元，凭齐鲁晚报二维码可享受8折
优惠，票务销售异常火爆，热爱古典音乐的
观众需要尽快订票。

在“弦舞青春”百人春季逍遥音乐会的
三个乐团中，加拿大梅迪辛哈特室内弦乐
团是一个天才少年培养计划，旨在为学院
有才华的青年学生提供参与音乐专业性演
奏会的机会,乐团除了在独奏会和年度音乐
大赛演出外，还定期与其他学院的室内乐
和客座音乐家进行合作演出，许多学生曾
多次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奖，并得到了世界
主流音乐院校和全球音乐夏令营的认可。
另外，在北美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休伦中
学交响乐团和加拿大西部的艺术名校———
瑞吉娜音乐表演艺术学院乐团也将加入

“弦舞青春”的演出。
据悉，此次演出既有整体的配合又有

个人的展示，曲目风格多元，包括埃尔加的
《弦乐小夜曲》、约翰·爱尔兰的《田园协奏
曲》、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还有中国传
统曲目《二泉映月》、《茉莉花》和《北京喜讯
到边寨》等。 （刘芳芳）

国际巨星御用团队打造

汪汪峰峰3300首首经经典典唱唱响响齐齐鲁鲁
北美交响乐“新生代”力量巡演到济南

““弦弦舞舞青青春春””66日日华华丽丽亮亮相相

演出信息：
时间：4月6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
订票电话：40000-99566 0531-
826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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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习
生 李艳艳) 历城交警预计，清明期间南
部山区部分路段交通流量将增加30%以
上。历城交警发布出行预警，提醒市民去南
部山区最好走港西路和103省道。

“根据往年清明节期间的道路交通安
保经验，今年的交通流量高峰会出现在4月
3日—4月6日四天。”历城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刘金亮预计，具体起来，三天假期交通流
量高峰分别为：4月4日的7点至18点，4月5

日、6日的7点至15点。
受返城车流影响，5日、6日的16点至19

点，103省道、港九路也面临巨大的交通压
力。由于港九路施工，市民往返南部山区要
尽量走港西路和103省道。

刘金亮介绍，清明节是南部山区每年
第一个旅游高峰期，在节日期间，预计每天
上午103省道从绕城高速公路出口至金宫
山庄路口的交通流量都会很大。

而327省道仲宫镇东郭村至九曲村路
段两侧果园较多，锦绣川水库、红叶谷、金
象山乐园等景区游玩的人比较多，该路段
节日期间交通流量将增加30%以上。

本报4月1日讯(见习记者 张玉岩
通讯员 李云亮) 因清明节祭扫活动中
焚香、烧纸、点烛等引发山火的事故时有发
生，济南市林业局采取了安全检查等措施
防止火灾发生。

清明期间，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包括烧
荒、烧地堰、焚烧果园树枝杂草、野炊、上坟
烧纸、燃放鞭炮、野外吸烟等野外用火。在
重点区域主要路口设立临时检查点，进入
森林的车辆和人员需进行森林消防安全检
查、登记，对携带的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物
品进行集中保管，严禁火种进山入林等。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朱吉昀 ) 从济南长途汽
车总站南区获悉，即日起总站南区
全面启售五一整个假期(5月1日-3

日)的客票，广大旅客可直接到总站
南区24小时售票窗口、自助售票终
端购票，也可以通过公路客运出行
网(www. 0000369 .cn)进行网上购票。
同时，还可拨打总站24小时热线电
话0531-96569进行车票咨询、预订。

本报4月1日讯 (见习记者 于
悦 通讯员 周海峰 ) 记者从济
南市歌舞剧院获悉，首届“向阳花”
大学生流行音乐节将于4月份启动，
该活动面向全体在校大学生，将由
征集、竞赛、巡演三个单元组成，持
续到今年10月。目前定于4月1日至5

月9日在各高校校园海选，具体安排
为4月11日 济南大学站；4月18、19

日 青岛站；4月25日 山东大学
站；5月9日 长清大学城站。

本报4月1日讯 (见习记者 于
悦 通讯员 尚海波 ) 济南市博
物馆推出“探寻历史 走进博物馆”
有奖征文活动，面对市区中小学在
校学生，征文内容须是自己参观的
博物馆的所见所感，题材不限，小学
生作文不少于500字，中学生不少于
800字。时间自4月3日开始，5月25日
截稿。咨询电话：82959206。

本报4月1日讯(见习记者 高寒)

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景区于4月1日至5月
2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灯会主题和灯组
设计方案。凡具有丰富大型灯会承办能
力的花灯制作单位、艺术设计院校师生、
广告策划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均可参与
征集活动。

第三十七届花灯会以“爸爸去哪儿”
带你游泉城为引线，将原有济南著名的
老街巷如剪子巷、大板桥小板桥街、东流
水街等和老建筑如老火车站、宏济堂等
制作融入灯组中。让市民在观灯中回味
老济南，办一届能让老街坊们相会团圆
叙家常的暖意融融的灯会。

咨询电话：0531—61360015。

本报4月1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近日，位于历下区明湖路的济南府学文
庙贴出了一张“闭园通知”，原因是要进
行为期两个月的古建筑维修工作。据了
解，这属于每年春秋季的例行养护。目前
大成殿古建筑正在进行揭瓦补灰工作。

据了解，这种例行维护工作每年得
花三五十万，由市财政拨款，像大范围维
护，如油漆柱子、彩绘雕梁画栋得花上千
万。“我们主要以文物保护工作为主，经
营是其次，也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古建筑
维护花费很大，所以只能靠拨款。”济南
府学文庙管理处的吕主任介绍。

作为唯一的省级传统文化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府学文庙开放后，经常定期举
办一些围绕儒家文化的传统公益活动，
如书画展览、青少年活动、海峡两岸的活
动等，现在已举办了“新年祈福会”、“文
庙讲堂”、“成人礼”、“开笔礼”等。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红星) 4月
2日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1日，山东
省残联精神残疾及亲友协会、安利山东
分公司等单位在济南安安特殊儿童康复
中心联合开展了关爱自闭症儿童活动。
安利山东分公司向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捐赠了一批音乐器材，帮助孩子们更
好地进行康复训练。

当天，10多名安利志愿者再次来到
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他们一起与孩
子和家长做互动游戏，手把手地教孩子
们打击非洲手鼓。安利志愿者曲飞是第
五次来到安安培训中心了，看到孩子们
的进步，她欣慰地说：“其实我们很难走
进他们的世界，但我们来这里希望用快
乐开启他们的心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关注、接纳、包容他们”。

据安利山东分公司公共事务部助理
经理苑晓梅介绍，从第一个世界自闭症
日起，安利公司就与安安特殊儿童康复
中心结下了不解之缘。8年来，安利公司
为安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捐款近25万
元，捐建了“听觉统合训练系统”“电脑
室”、“爱心厨房”和文体用品等。

清明去南山

条条路都堵

清明祭扫注意防火

●休闲进行时 ●公益爱心行 ●看你关心的

府学文庙闭园

将修缮俩月

趵突泉迎春花灯会

征集设计方案啦

安利志愿者走进安安特教

为自闭症儿童捐赠手鼓

长途总站南区

开售“五一”客票

首届“向阳花”

大学生流行音乐节启动

市博推出

探寻历史有奖征文

1日，山东师大附小本部校区红领巾
小记者团举行纳新海选活动。

周国芳 王文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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