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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坐标：济南 30日(周五)19:30，由俄
罗斯、乌克兰等多个国家的顶级滑稽表
演大师带来的“小丑嘉年华”将在省会大
剧院举行。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14:30、19:30，
6月1日(周日)14:30、19:30，儿童剧《小蝌蚪
找妈妈》将在历山剧院上演。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14:30、19:00，
大型魔幻人偶剧《巴啦啦小魔仙之甜心
公主》济南站将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上演。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19:30、6月1

日(周日)19:30，美国钢琴公主琳达现代浪
漫钢琴音乐会将在省会大剧院举行。

坐标：青岛 30日(周五)19:30，青岛
交响乐团《协奏之美》音乐会将在青岛人
民会堂举办。

坐标：青岛 30日(周五)19:30，流行
经典演唱会将在四方剧院举行。

坐标：青岛 31日(周六)14:30、19:30，
6月1日(周日)10:30、14:30，经典卡通儿童
剧《三只小猪》将在青岛大剧院上演。

坐标：青岛 31日(周六)19:30，6月1

日(周日)19:30，多媒体试听亲子音乐会
《音乐魔法屋》将在青岛大剧院举办。

坐标：青岛 6月1日(周日)，大型神
话儿童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将在四方
剧院上演。

坐标：青岛 6月1日(周日)10:00、14:
00，儿童剧《游戏总动员》将在青岛广电
影视剧场上演。

坐标：青岛 6月1日(周日)10:30，儿童剧
《宝莲灯》将在青岛奥帆中心大剧场上演。

坐标：青岛 6月1日(周日)19:30，六
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宫崎骏动漫视听
音乐会》将在青岛人民会堂举办。

坐标：潍坊 30日(周五)19:30，儿童
剧《新小红帽》将在潍坊大剧院上演。

坐标：潍坊 31日(周六)19:30、6月1

日(周日)19:30，大型原创儿童舞台剧《倒
霉熊之拯救冰山》将在潍坊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雒武 实习生 叶静怡

展
览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贾新光艺
术展将在济南美术馆开幕。

坐标：济南 6月1日(周日)至6月3

日，第十五届中国创富项目展将在济南
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坐标：济南 6月1日(周日)至6月3

日，济南孕婴童展将在济南舜耕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

坐标：青岛 30日(周五)至6月1日
(周日)，中国青岛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博
览会将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坐标：临沂 31日(周六)至6月2日，
首届临沂素质教育展将在临沂经济技
术开发区举办。

坐标：临沂 31日(周六)至6月15日，
杨春华美术作品展将在临沂品墨斋画
廊举办。

坐标：烟台 31日(周六)至6月5日，
烟台美术博物馆将举办张镭、赵晓华水
墨画作品联展。

坐标：烟台 即日起至6月8日，烟
台文化中心艺术馆展厅将举办“‘庆六
一’烟台市少年儿童书画展”。

坐标：潍坊 31日(周六)至6月30日，
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大展将在潍坊市博
物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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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一一把把小小熊熊团团扇扇

第一步，在瓦楞纸(或废纸箱上的硬
纸板)上画出小熊的脸型并剪下来。注意
哦，因为瓦楞纸是有条纹的，我们一共
需要做2个小熊脸型的卡纸，它们条纹
的方向是垂直的。第二步，把两张小熊
脸纸板用双面胶粘在一起，保证扇面
都足够牢固不会折断。在白色和棕色
废纸上剪下小熊的五官，可以把扇子
的两面做出不同的表情。第三步，用绸
带或花布把两根一次性筷子分别包一
圈，然后把扇面夹在筷子之间，用胶棒
粘住筷子和扇面，做成扇柄。第四步，
把正反扇面的五官都用胶水贴上，这
把小熊团扇就做好了。

活
动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至6月2日，
千佛山景区将举办游园活动，其间景区
将举办文艺演出和文化图片展，系五彩
线、戴香包、画额等传统习俗也将重现。

坐标：济南 6月1日(周日)，趵突泉
景区的泺苑民俗文化街五号院舞台将举
行儿童节“抓周乐”活动，参加儿童需在
一周岁以内。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中国梦
文化情”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将在山
东省文化馆举行。

坐标：济南 31日(周六)上午，春晚
红人大萌子将携新书《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和老爸30年》亮相泉城路新华书店举
办签售活动。儿童节当天，该店还将举行
儿童绘画活动。

坐标：淄博 31日(周六)至6月2日，
周村古商城景区为游客准备了十余项民
俗活动。游客可以体验包粽子、插艾草、
编艾帽、绘彩蛋、坐花轿、拉黄包车等。

坐标：淄博 31日(周六)至6月2日，
淄川潭溪山将举办泼水节。

坐标：淄博 31日(周六)，山东博山
第二届蓝莓采摘季将在淄博博山区博山
镇启动。采摘季活动为期两个月。

坐标：烟台 31日(周六)，在马山寨
高尔夫俱乐部举办“南山庄园杯”2014南
山国际高尔夫球会第二站会员巡回赛。

坐标：济南 6月1日(周日)10:30，来
自明天出版社的亲子阅读推广人沙沙姐
姐在新华书店泉城路书店地下一层的小
舞台举办“沙沙姐姐讲故事”活动。

坐标：菏泽 31日(周六)9:30，菏泽学
院美术系副教授李瑛将在市图书馆举办
题目为《中国花鸟画的魅力》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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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课

左左手手留留住住时时光光 右右手手邮邮寄寄未未来来
文/陈之焕

“写一段文字留给未来的someone，
给自己或者他人，给城市里的人们提供
一个温暖的角落，用明信片跨越时空的
阻隔，连接记忆的脉络……”这是未来时
光邮局写给自己的定义。在这个小小的
空间里，寄存了很多人赠予未来的感动
和惊喜。

曲折的坡路、狭窄的街道及两边旧
式的建筑，让中山路上的游客仿佛置身
上个世纪老电影里的古旧街道，质朴但
洋溢着浪漫的情调。

在这条青岛著名的老街上，一个名
为未来时光邮局的小店吸引了无数年轻
人的驻足与留宿，这个名为“未来”的小
店的诞生缘于四个同校的年轻人对旧时
光的缅怀和追溯。

2012年，大学的最后一年，未来时光
邮局的总经理解士斌毕业后到南京经营
书店，而他的伙伴朱涛、武迪则到新加坡
留学，另一个伙伴李宪栋则留在青岛。在

南京打拼半年后，解士斌开始怀念大学
里的时光，他想重回青岛，用创业将当年
睡在同一个宿舍的伙伴重新聚在一起。
在解士斌不懈地劝说下，朱涛、武迪回到
了青岛，四人相聚创办了未来时光邮局。

“四个人在一起，仿佛回到了大学时
光，拥有很多的默契与开心。”解士斌回忆
这些年的经历时，还是感到甜蜜和温馨。

未来时光邮局不但是“邮局”，还是
一家咖啡店，又是一家供旅人歇脚的青
年旅社。逛累了中山路，走进小店，喝一
杯咖啡，听一段旧音乐，高高的楼梯两侧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寄往未来的明信片，
照片的、手绘的、独创的……某年某月的
某一天，一个陌生人在这座小店写下一
段自己的回忆、感想和思念，当你倏忽走
进这段人生的故事，也会酝酿所有的情
绪，同未来的自己打声招呼，给自己制造
一次多年后的惊喜。

2013年，三位香港的老太太来到中
山路，走进未来时光邮局，给十年后的自
己寄了张明信片；2014年3月的某一天，

一名男孩给订婚的新娘写下情诗寄给一
年后的她，可是转天他又因分手打电话
取消了这场邮寄；2014年4月，一位女孩
坐在未来时光邮局喝咖啡，寄明信片，迎
面走来了失联多年的发小……在未来时光
邮局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也拥有着
太多太多个未来。每个人都对未来的自己
充满期待，明天的那个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又会遇到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想给这个浮躁城市的人们提供一
个温暖、安静的空间”是解士斌和伙伴们
经营未来时光邮局的初衷。

未来时光邮局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
围，在这里，你可以畅所欲言，店主与所
有的客人都是朋友，大家一起玩音乐，一
起 玩 游 戏 ，一 起 看 电 影 ，喝 咖 啡 ，吃
饭……没有丝毫的距离感，第一天是陌
生人，第二天大家就结伴出游，这个空间
更像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俱乐部。而店
主特别筹备的让大家相识熟悉的游戏与
活动，更让很多年轻人流连忘返，每个假
期都要重回这个小店。

有家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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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雒武

一说山东的旅游，就会提到“一山一水
一圣人”，这“一水”指就是黄河。山东的黄河
边上有哪些好玩的？大家恐怕还真说不出
多少来，我所在的城市济南就靠近黄河，以
前也觉好像没啥好玩的，实际上这些年黄
河两岸开发了不少好去处呢，单说靠近济
南市区的这段黄河吧，也有好几处好玩的。

济南段的黄河，我去过较多的是百
里黄河风景区。这个名字就是老济南人
也觉得有些陌生，其实不少人是去过的。
它就在济南泺口浮桥南岸大堤上，这里
现在已绿化率很高，还有几处有关黄河
的人文景点，还设有一些孩子喜欢的游
乐设施，这里有济南段非常好的河滩，适
合孩子们赤脚上去踩一踩，湿滑的细沙
钻进脚缝的感觉特别爽。这个景区是开
放免费的。

与它相对的北岸是当地村里开的黄河
森林公园，园子很大，供孩子玩的小游乐项
目很多，老实说高大上的显得少了些。这里
更有名气的是自助烧烤，一家三口准备好
了食材(当然也可以在公园直接买，只是稍
贵一些)，租套炉子，买点木炭，全家人躲在
阴凉处一边烤一边吃，其乐融融。这个公园
的最南边就是黄河的北岸，这个公园是要
门票的，但只有几块钱。我前段时间去过一
次，一家三口，连吃带玩带门票带过浮桥过
费，花不到两百元就玩得挺好。

济南还有几处公园是依黄河而建
的，像济南美里湖湿地公园，这个地方稍
远一些，靠近京福高速，门票要40多元，里
面好玩的项目不少，像钓鱼、真人CS、激情

水世界、沙滩排球等，这里距黄河不过1公
里，这里更适合稍大一点的孩子玩。

如果你就是只想带孩子去看黄河，
并且想去个新鲜的地方，那我就推荐去东
坝看看。济南黄河大桥以东的黄河大坝被
称之为东坝，大坝南岸绿化率也很高，除生
态林外，还种有很多果树和庄稼。近年来，
为迎合许多济南市民节假日到此游玩，一
些带有农家乐性质的小景点开发出来，其
中在黄河大桥7公里处有个叫做黄河小沙
滩的生态园已初具规模，是节假日带孩子
玩的好地方，前些天我跟着朋友去探了探。

小沙滩种有各种蔬菜和农作物，城里
孩子可以在这里学着干干农活，翻地、种
菜、施肥、浇水、除草都可以。在这里还可
以下水塘里抓鱼，可以玩一种叫“愤怒的

小鸟”的游戏——— 孩子们利用天然的柳树
弹弓，用布艺动物做“炮弹”互相瞄准射击。
生态园还准备了吊床、秋千，玩累了就坐上
面歇一歇。中午可以一边欣赏着近在咫尺
的黄河，一边吃着这里的绿色农家餐。这个
生态园也是完全开放的，没门票，吃的玩的
也花钱不多。济南市民可以开私家车带孩
子到这里玩，过黄河大桥收费站时，只需对
收费人员说一声“我去东坝”就行了，因为
不过桥，不用交过桥费的。

还有，黄河济南段的南大堤公路我
走过好几趟，建得挺不错的，虽不太宽，
但足够平整，且限制货车通行，周末开着
私家车或骑着单车，沿大堤公路走走还
是不错的，有了好的风景，你可以随时停
下来看看，肯定不虚此行哟。

济济南南黄黄河河边边，，越越来来越越好好玩玩

省内有些名气的景点，你可能都玩够了；周边一些花钱不菲的地儿，你可能不想去；人群扎堆
的地方，你可能也不愿凑那个热闹……那还有好去处吗？当然有啊，只是不太为人知罢了。亲们，
您亲历过的好去处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分享一下吧，您可发邮件至邮箱qlyizhoumo@163 .com，
或给齐鲁晚报逸周末官方微信(qlyizhoumo)留言。

周末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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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游客在济南黄河岸边。 朱兴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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