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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上有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周末一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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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坐标：济南
2 6日(周六)，同齐鲁晚报户

外采风团一起去长清泉城农业
公园品尝地道乡土宴吧，还可采
摘有机农产品，学习大舜农耕文
化。咨询电话：0531-82667782。

噪坐标：济南
27日(周日)10:00，“让父爱在

阅读中传递”暨《爸爸与小孩2》
新书发布会将在泉城路新华书
店一楼举行。该书作者赵洪云将
与广大读者分享故事和心得。

噪坐标：青岛
25日(周五)至10月25日，

2014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将
在青岛百果山森林公园举办。园
区规划建设主题馆、植物馆、园
艺文化中心等七个重要建筑，总
建筑面积约10 . 6万平方米。

噪坐标：青岛
2 5日(周五)，“我的世园·我

的家”摄影作品有奖征集活动启
动。本次活动为青岛世园会唯一
官方举办的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面向全国摄影爱好者广泛征集
摄影作品。

噪坐标：临沂
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

第五届中国(北方)家用电器、厨
房卫浴及家居用品交易会将在
临沂商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噪坐标：菏泽
27日(周日)，圣泽·中华世纪

城杯中外明星搏击对抗赛将在
菏泽市演武楼举行。

噪坐标：菏泽
27日(周日)，第11届国花婚礼大

典将在菏泽市天香公园广场举行。

噪坐标：威海
26日(周六)，2014年威海市春季

环海健步走活动将如期举行。健步
走比赛以威海市政府广场为出发
点，预计参加人数在4000人左右。
记者 雒武 实习生 叶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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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坐标：济南
25日(周五)、26日(周六)19:30，《蝴

蝶效应怀旧音乐会》将在山东省会大
剧院演艺厅举行。

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19:30，天空之城·久石

让与宫崎骏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将
在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噪坐标：青岛
25日(周五)，天空之城·宫崎骏与

久石让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将在青
岛大剧院举行。

噪坐标：青岛
25日(周五)，《纯真的肖斯塔科维奇》

交响音乐会将在青岛人民会堂举行。

噪坐标：青岛
2 5 日 ( 周五 ) ，韩国爆笑音乐剧

《BIBAP——— 拌饭》将在青岛大剧院上演。

噪坐标：潍坊
27日(周日)，舞台剧《给未知恋人

的爱情短信》将在潍坊大剧院上演。

噪坐标：菏泽
26日(周六)，“国色天香”程浩茹古

筝独奏音乐会将在菏泽大剧院举行。

噪坐标：烟台
26日(周六)，“启航者之夜”著名

钢琴演奏家鲍蕙荞师生钢琴讲解音
乐会将在烟台大剧院举办。

B03

下
周

N
E

X
T

W
E

E
K

赛事 30日2:45，欧冠半决赛次
回合，拜仁对阵皇马。5月1日，欧冠
半决赛次回合，切尔西对阵马竞。

济南演出 30日至5月1日，大型
民族舞剧《孔子》将在山东省会大剧
院歌剧厅上演。

济南演出 5月1日，“五月的鲜
花”五一专场音乐会将在山东省会
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青岛演出 30日19:30-22:30，崂山区
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举行那英演唱会。

青岛演出 5月2日14:00-23:00，
中山公园举办草地音乐弹唱会。

青岛演出 5月2日8：30，青岛新
兴体育场，东方黑池舞蹈艺术节黑
池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暨全国青少
年国际标准舞精英大赛举行。

菏泽演出 5月1日，央视刘纯
燕将携手中国木偶剧团在菏泽大剧
院上演儿童剧《皇帝的新装》。

潍坊演出 2 9日，俄罗斯国家
模范“小白桦”舞蹈艺术团歌舞晚会
将在潍坊大剧院举行。

烟台演出 30日至5月1日，芭蕾
舞剧《海盗》将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东营活动 5月1日，2014黄河口
(东营)国际马拉松赛将在东营新世
纪广场鸣枪起跑。

东营活动 5月1日至3日，五一
农场将举行首届烧烤节。

泰安活动 “五一”期间，动感
体验项目“太空飞梭”将在泰山方特
欢乐世界正式启用。

泰安活动 5月1日、2日，《中华
泰山·封禅大典》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将在泰安封禅大典景区上演。

菏泽活动 28日至5月3日，菏泽
青少年国际动漫文化节将在中国林
展馆举办。

菏泽活动 3 0 日至5 月3 日，菏
泽市职工书画大赛将在菏泽市博物
馆举行。

菏泽活动 5月1日至3日，菏泽市
第三届动漫艺术节在菏泽大剧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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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至5月3日，“2014山东

当代花鸟画院名家书画邀请展”将在
济南市博物馆举办。将一并出版参展
作品集，以飨书画爱好者。

噪坐标：临沂
25日(周五)至28日，临沂春季钓

具户外用品展将在临沂商城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

噪坐标：滨州
25日(周五)至28日，中国滨州红

木工艺品博览会将在滨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展品主要包括陶瓷、红木、根
雕等工艺品及明清式仿古家具。

噪坐标：东营
25日(周五)至28日，第二届(东营)

国际茶文化暨紫砂艺术展览会将在东
营黄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品包含各
地名茶、茶具及茶叶加工食品。

噪坐标：东营
即日起至27日(周日)，第九届东

营(春季)汽车博览会将在东营黄河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

噪坐标：菏泽
25日(周五)至28日，王和平·王传俭

书画展将在菏泽市博物馆西展厅举行。

噪坐标：菏泽
25日(周五)至28日，醴陵市青年

美术家协会全国巡展第三站山东菏泽
展将在菏泽市博物馆东展厅举行。

噪坐标：菏泽
2 7 日 ( 周日 )至 3 0 日，水墨日

记——— 苏国强作品展将在曹州书画院
举行。

噪坐标：烟台
即日起至28日，烟台城市美术馆

将举办“中国梦——— 习习清风‘新桥
杯’书画展”，将展出300余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书画篆刻艺术家的作品。

噪坐标：烟台
即日起至28日，烟台市美术博物

馆将举办“李强工笔山水作品展”。

噪坐标：泰安
26日(周六)，“泰山之尊”中国画、水彩

画作品展将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噪坐标：济宁
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牛惠

丽国画作品展将在济宁市群众艺术馆
举行，届时将有百余幅其精心创作的
国画作品参展。

噪坐标：德州
即日起至27日(周日)，中国书画

天津名家邀请展在德州市博物馆美术
厅举行。

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14:00,齐鲁大讲坛

公益讲座将在山东博物馆一楼报
告厅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公共
卫生服务的时代内涵及改革方
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曾
光担任主讲人。

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大众文艺讲堂将

在山东省图书馆推出题为《国产
电影的当代特征与发展趋势》的
讲座，由国家一级导演，《闪闪的
红星》、《喜盈门》、《咱们的牛百
岁》等电影的主创者钱晓鸿，讲述
国产电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9:30，沉香系列讲

座之“探秘法门寺”———《解开千
年古寺法门寺沉香之谜》讲座将
在山东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噪坐标：济南
26日(周六)10:00，《会阅读的

孩子更成功》亲子阅读讲座将在
济南泉城路新华书店五楼报告厅
举行，主讲人是我国著名儿童阅
读研究推广人索菲爸爸。

噪坐标：菏泽
26日(周六)9:30，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菏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统
斌将在菏泽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举行题目为《散文的境界》的讲座。

噪坐标：威海
27日(周日)9:30，威海市“百姓

课堂”第37期公益讲座《国际舞台
上的中国梦——— 当前局势下的中
国外交》将在威海文化艺术中心
二楼报告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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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9：30，山东鲁能主场迎战河
南建业

看点：这场比赛鲁能泰山势在必
得，对手河南建业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对
手，应该是一个抢分的好机会。其次，鲁
能泰山的4月魔鬼赛程进入收官阶段，
也是4月份最后一个主场，面对远道而
来的升班马，没有不拿分的理由。

27日21：00，英超利物浦对阵切尔
西

看点：这场比赛可能是利物浦的
夺冠之战，积分榜上利物浦达到80分
位列榜首，切尔西紧随其后积75分，而
且联赛只剩下3轮。如果利物浦这轮取
胜，那么他们基本确定是本赛季英超
冠军。而利物浦上一次英超夺冠还是
在1989至1990赛季，在这个赛季，英超
冠军终于轮到了红军。

26日、27日上午，NBA季后赛首轮
看点：26 日早晨将进行公牛和奇

才、猛龙和篮网、火箭对开拓者的比
赛，27 日早上将会有4 组对决，其中包
括热火、马刺、步行者、雷霆的比赛。首
轮系列赛最大的看点在于，步行者能
否杀出重围，会不会爆冷出现呢？

本报记者 叶嘉利

赛
事

招聘会

屏幕控

甄子丹、王宝强首次决战大
银幕，由他们主演的 3 D 动作片

《冰封》，将于25日登陆院线。电影
《冰封》中，甄子丹饰演一名四百
年前的锦衣卫高手贺英，被彼时
兄弟獒 ( 王宝强饰 ) 、龙 ( 任达华
饰)、虎(喻亢饰)追杀，打斗中遭遇
长白山雪崩，兄弟四人被冰封。四
百年后 4 人苏醒，却还是逃离不
开隔世恩怨，不断厮杀。

看点：此次甄子丹、王宝强不
仅飙演技还飙功夫，王宝强在片
中大展拳脚，还不忘展示“王氏幽
默”。为追求影片的3D视觉特效，

《冰封》力邀曾效力于《霍比特人》
《地心引力》的3 D 幕后技术团队
作为影片的技术保障。甄子丹与
王宝强等人在香港青马大桥恶战
的17分钟重头戏，剧组不计成本，
除原比例搭建青马大桥外景，更
动用了30 多辆私家轿车，完成桥
上飙车、爆破等惊险场面。

由高晓松监制，周冬雨、林更
新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同桌的
你》，将于 4 月 2 5 日公映。影片讲
述了周小栀(周冬雨饰)和林一(林
更新饰 ) 这一对同桌从初中、高
中、大学直至毕业十年后的故事。

看点：与《致青春》一样，本片
贩卖的依然是懵懂青春的爱情故
事。影片前半部分幽默搞笑，结尾
催泪煽情。虽然故事也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但服装造型、场景、视
觉效果可比《致青春》洋气多了。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由霍建华、唐嫣、贡米、邬君
梅等众多明星出演的古装爱情喜
剧《金玉良缘》已登陆江苏卫视，
剧中有不少“特别笑果”总能让观
众捧腹大笑。25日22：00江苏卫视
全国首播的《带你看星星》当中，
金秀贤不仅将独家爆料《来自星
星的你》的台前幕后，还将与广大
观众一起分享“都敏俊效应”。

由湖南卫视原创的首档明星
姐弟自助远行真人秀《花儿与少
年》本周五晚即将播出。节目首站
选在罗马，两位少年张翰和华晨
宇每人携带 1 2 0 欧元，吃住在罗
马。他们能否圆满地完成任务？

看烦了卿卿我我的古装和现
代剧，贵州卫视硬汉剧《大漠枪
神》将成为男性观众首选。该据将
在每晚7 点30 分登陆贵州卫视黄
金剧场，紧凑斗智的故事和精彩
激烈的打戏必将受到男性观众追
捧。

《步步惊心》的姊妹篇《步步
惊情》正在爱奇艺、PPS双平台全
网首播。该剧由吴奇隆、刘诗诗、
刘心悠、刘松仁、叶祖新等原班人
马打造，讲述了一段商战的虐心
三角恋。

5月份，《裸婚之后》即将接档
《步步惊情》。该剧由《双面胶》导
演程樯亲自操刀执导，《裸婚时
代》制片人王芳担任监制，接档热
播剧《步步惊情》为观众上演高潮
迭起的“婚姻保卫战”。

本报记者 任磊磊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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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微路106

号)举行。

2 6 日(周六)，环球人力杯山
东大学体育馆会场高校就业联
盟大型招聘会将在山东大学中
心校区体育馆举行。

2 6 日(周六)，山东省体育馆
招聘会将在山东省体育馆(玉函
立交桥西头)举行。

2 7 日(周日)，环球人力山东
历城人才市场大型基层岗位专
场招聘会将在山东历城人才市
场(花园路2号)举行。

2 6 日(周六)，青岛市大型人
才招聘会暨高校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将在青岛市海尔路人才市
场(海尔路178号)举行。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