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雒武 组版：洛菁 GO·资讯

这个版上有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周末一起来吧！

活
动

A
C
T
IV
IT
Y

噪坐标：济南
18日(周五)至20日(周日)，第30

届齐鲁春季房展会将在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一年一度的交
易盛会，本届房展会吸引了包括外
海、鑫苑、万科、中海、鲁商、鲁能等
多家品牌房企参与。

噪坐标：济南
19日(周六)至27日，由本报读

者俱乐部联合市农业局组织的首
届精品瓜果节，将分别在山东新闻
大厦大厅、泺源大街3号回归自然
店、经十路22232号化工宾馆东后院
内(名特优展销中心)举行，济阳仁
风富硒西瓜、章丘高官寨甜瓜、济
阳县崔寨香瓜、商河县郑路镇珍珠
西瓜等将悉数登场，市民可现场免
费品尝，参加特价、团购、买赠活
动。

噪坐标：潍坊
18日(周五)至22日，潍坊国际

风筝会暨中国(潍坊)第七届文化艺
术展示交易会将在潍坊鲁台会展
中心举办。

噪坐标：潍坊
20日(周日)，第十五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在寿光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活动将持续至
5月30日。

噪坐标：东营
19日(周六)，2014中国黄河口

(垦利街道)第十二届桃花旅游节将
开幕，市民可以到垦利赏桃花、品
美食，并观看当地的民俗风情表
演。桃花节将持续到5月3日。

噪坐标：菏泽
18日(周五)，菏泽市第二届戏

曲票友大赛将在牡丹广场举行。比
赛的参赛曲目以菏泽地方戏为主，
包括山东梆子、大平调、四平调、两
夹弦、枣梆、柳子戏等。

噪坐标：菏泽
19日(周六)，菏泽市第七届轮

滑运动邀请赛将在菏泽市大剧院
广场举行。省内外共20多个代表
队、400余名选手参赛。

噪坐标：菏泽
20日(周日)，菏泽市第二届鲁

西南鼓吹乐大赛将在菏泽市牡丹
广场举行。

噪坐标：烟台
19日(周六)至20日(周日)，烟台

天崮山将举办第二届登山节，届时
还将呈现精武舞狮、威风锣鼓、胶
东秧歌等民俗特色表演。

噪坐标：威海
19日(周六)至21日，山东省橄

榄球锦标赛暨23届省运会橄榄球
预赛将在威海市场馆管理中心体
育场举行。
本报记者 雒武 实习生 叶静怡

演
出

T
H
E
A
T
E
R

噪坐标：济南
18日(周五)19:30，“海盗与法

师——— 影画中的震撼音乐会”将在
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举行。

噪坐标：青岛
19日(周六)和20日(周日)10：30，

儿童剧《三只小猪》将在青岛广电影
视剧场上演。三只小猪的故事告诉
小朋友做事情不能敷衍了事。

噪坐标：青岛
20日(周日)10：00、16：00，儿童剧

《爱丽丝梦游仙境》将在胶南隐珠文
化艺术中心剧场上演。

噪坐标：青岛
1 8日 (周五 ) 1 9：3 0、1 9日 (周

六)14：30和19：30、20日(周日)19：30，
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业》将在青岛
大剧院上演。该剧是中国儿艺又一
部关注当代孩子的现实题材作品。

噪坐标：青岛
19日(周六)19：30，时尚爆笑话剧

《这里有情况》将在四方剧院上演。

噪坐标：菏泽
19日(周六)，菏泽市第五届农村

文化艺术节暨大型广场文艺展演
将在菏泽市牡丹广场举行。

噪坐标：菏泽
20日(周日)，第二届中国梦牡丹

行公益演唱会将在菏泽市演武楼
举行。山东籍台湾著名歌手姜育恒、
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团体“五
洲唱响乐团”等将倾情加盟。

噪坐标：烟台
20日(周日)19:30，由BIBAP演出

团带来的韩国爆笑音乐剧《BIBAP-

拌饭》将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由香港知名导演麦咏麟执
导，优秀青年演员李小萌、邹东孝
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电影《爱你
一世一生》，将在18日公映。。

看点：电影《爱你一世一生》将
镜头聚焦在当下单身男女，通过白
雪莲、周景诚、张婕三人的故事缩
影展现出这个时代对青年男女的
影响。“现代都市生活有很多的诱
惑，但是也不乏真心。”导演麦咏麟
在诠释电影时表示，“感情本身就
很玄妙，我们影片就是让大家相信
爱情其实很简单，时机到了‘脱单’
就可能是那么一秒的事情。”主演
李小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缘分
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可以让两个毫
无关联的人走到一起，所以我们大
家都要感恩缘分。”主演邹东孝也
引用影片台词“再不恋爱就老啦”
鼓励当下单身男女积极面对爱情。

吴彦祖、张家辉领衔的《魔
警》18日将登陆各大院线。电影的
终极版预告片近期发布，吴彦祖
演绎的暗黑警察，为对抗张家辉
饰演的悍匪“鬼王”终于露出狰狞
的面目，杀人放火不择手段。吴彦
祖在诠释这个游走在善良和魔性
边缘的角色时表示，以前演的警
察比较简单，这次有一点灰色地
带的感觉。

看点：根据香港真实大案
改编的《魔警》，不仅在柏林电
影节展映受到好评，更有影帝
张家辉和吴彦祖同台飙戏，同
时融入了更多“警察也疯狂”等
独树一帜的反叛元素。

本报记者 倪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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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即将推出一档《带
你看星星》的韩国文化探访节目，
是4月下旬一档令人期待的节目！
大型古装言情轻喜剧《金玉良缘》
即将在该台播出，美男霍建华和
美女唐嫣剧中的情侣组合再次引
发关注。

由杜淳、张俪、姚芊羽主演的
都市悬疑剧《美丽背后》17日登
陆安徽卫视海豚第一剧场，作
为国内首部都市悬疑剧，《美丽
背后》再一次将医生的故事搬
上荧幕，并且彻底打乱“好人”、

“坏人”泾渭分明的定位。
19日起,2014《最美和声》将作

为二季度唯一的卫视黄金档音乐
选秀类节目 ,于每周六21：18登录
北京卫视，优酷土豆同步更新。

湖南卫视首档明星姐弟自助
远行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将于25

日22：00与广大观众见面,《花儿与
少年》集结了郑佩佩、张凯丽、许
晴、刘涛、李菲儿以及张翰、华晨
宇，嘉宾年龄跨度涵盖40年代到
90年代的明星。

搜狐视频近日将推出自制综
艺节目《隐秘而伟大》,这是内地
综艺甚少涉及的整蛊明星类真
人秀节目。由爱奇艺独家出品
的爆笑能量剧《废柴兄弟》近日
在爱奇艺、PPS双平台上线6天
时间网络播放量即轻松破亿。

本报记者 任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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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 下周影院进入五一黄
金档，甄子丹、王宝强领衔的《冰
封》，周冬雨领衔的《同桌的妳》，
都将在下周上映。

赛事：23日2：45，欧冠半决赛
首回合马竞迎战切尔西，24日，皇
马对阵拜仁慕尼黑。4月23日19：
30，亚冠小组赛山东鲁能主场对
阵大阪樱花。

菏泽活动 24日至28日，定
陶县仿山古庙会在定陶仿山旅游
景区举行。

临沂活动 21日至27日，2014

年全国男子武术散打锦标赛将在
临沂市兰陵县举行。

烟台活动 23日，烟台图书馆
将举办“超期书刊回家免收滞书
金”和“老年人上网培训班”活动。

威海活动 21日至25日，山
东省第三届老年人运动会健身气
功赛将在威海市体育馆举行。

济南演出 24日，俄罗斯国家
明星芭蕾舞团明星版《天鹅湖》将
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青岛演出 21日，民族音乐
剧《阿拉善传奇》将在青岛市崂山
区青岛大剧院上演。

威海演出 23日，舞台剧《给
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将在威海
会议中心大剧院上演。

菏泽演出 22日，刘瑞莲从
艺50周年演唱会将在菏泽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花冠剧场举行。

菏泽展览 23日至26日，国色
天香——— 著名画家赵文成盛世春
晖国画展将在曹州书画院举行。

日照展览 21日，全国第四
届中国画线描艺术展将在日照博
物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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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坐标：济南
20日(周日)至5月20日，“白线的

张力——— 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大展”将
在山东省博物馆一楼 3、4号展厅举
办。展览汇聚了刘国松及两岸三地34

位艺术家的现代水墨艺术作品160幅。

噪坐标：济南
1 9日 (周六 )至 2 6日，“画入诗

境——— 孙磊水墨作品展”将在济南美
术馆(千佛山西路2号)开展。展览将展
出孙磊水墨山水作品60余幅，是他近
期山水创作的一次阶段性展示。

噪坐标：济南
19日(周六)至25日，国画名家七人

展将在市博物馆举行，将展出萧维永、
冯增木、张振武、李稼夫、卢光华、冯承
立、杨鹁七位画家的70幅精品。

噪坐标：济南
19日(周六)至5月3日，言师仲个人

油画展将在山东省当代油画院举行，
此次画展将展出大型绘画作品58幅。

噪坐标：青岛
18日(周五)至28日，闫卫平个人水

彩画精品展将在青岛市市南区旭峰水
彩艺术馆(银川西路7-11号)举办。

噪坐标：潍坊
即日起至20日(周日)，潍坊市博物

馆承办的“走进高原隋强中国画展”将
在潍坊市博物馆三楼书画展厅展出。

噪坐标：潍坊
18日(周五)至22日，第四届中国画

节·中国(潍坊)第七届文化艺术展示
交易会将在鲁台会展中心举行。

噪坐标：菏泽
19日(周六)，“甲午巡展(菏泽站)

王伯勋作品展”将在曹州书画院举行。

噪坐标：菏泽
20日(周日)至22日，刘石、李同安

书画展将在菏泽市曹州书画院举行。

噪坐标：菏泽
20日(周日)至24日，第十二届“牡

丹杯”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将在
菏泽市博物馆举行。

噪坐标：临沂
18日(周五)至20日(周日)，第7届中国

(临沂)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及零部件展
览会将在临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噪坐标：烟台
即日起至22日 ,刘庆昌美术作品

展将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行。

噪坐标：烟台
19日(周六)至29日，“中国梦习习

清风新桥杯书画展”将在烟台城市美
术馆举办。

噪坐标：济南
19日(周六)，大型系列公益讲

座“大众文艺讲堂”将继续在省图
书馆开讲。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山
东地方戏曲欣赏”，主讲人是我省戏
曲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高鼎铸先生。

噪坐标：济南
18日(周五)，全球网络营销

大会暨首届山东省互联网大会，
将在济南万达凯悦酒店举办，百
度、新浪、58同城等众多互联网名
企高管将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噪坐标：菏泽
19日(周六)9:30，菏泽市摄影

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文欣将在菏泽
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题为

《以乐为伴 与美同行》的讲座。

噪坐标：临沂
20日(周日)10:00至11:30，临沂

市图书馆将在四楼学术报告厅举
办“法律与生活”公益讲座。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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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20日，F1中国站排位赛和正
赛

看点：F1又来中国了，依旧在上
海F1奥迪国际赛车场举行，2014年也
是F1中国站点第十一个年头。本次F1

中国站票价最低为80元，也有3280元
的天价票。想要一睹F1赛车风采的车
迷们，终于可以在家门口一饱眼福了。

19日晚上7点半，山东鲁能客场对
阵北京国安

看点：国安队这两个赛季可谓鲁
能泰山的苦主，去年山东鲁能两次败
在国安的脚下，其中包括主场的惨败。
这一次客场挑战国安，鲁能应该说比
去年有更多底气，阵容上更加强大，如
果能客场击败国安，能极大提升鲁能
的士气。

19日晚9点半，斯诺克世锦赛首轮
看点：丁俊晖目前状态火热，本赛

季已豪取5冠，追平了台球皇帝亨德利
的单赛季冠军纪录，但是丁俊晖的职
业生涯中还从未夺过世锦赛冠军。本次
比赛冠军奖获得30万英镑的奖金和
10000分的积分，丁俊晖作为4号种子和
头号种子奥沙利文一同分在上半区。

本报记者 叶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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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

18日(周五)，济南大学2014年
春季毕业生集中就业综合类大
型双选会将在济南大学中心校
区第八食堂东侧广场举行。

19日(周六)，山东大学高校就
业联盟招聘会将在山东大学体育
馆(中心校区)举行。

18日(周五)，青岛名企荟萃蓝
白领大型综合性招聘会将在青
岛李沧人力资源市场(李沧区枣
园路17号)举办。

19日(周六)，青岛市大型人才
招聘会暨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将在海尔路人才市场(海尔路
178号)举行。

19日(周六)，烟台开发区人力
资源市场大型企业专场招聘会
将在烟台开发区天山路业达工
业园1号举行。

屏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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