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

适宜出行

首届非遗民俗节

等你来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李云云） 忙碌
了一段日子之后，长达七天的
国庆假期终于要来了，大家是
不是即将要踏上回家或者外出
旅行的路途了？记者29日从济
南市气象台获悉，国庆假期以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日、4日可
能有小阵雨，总体温度适宜，有
利于出行。

29日，一场秋雨过后，省城
秋意更浓了。不少市民正蠢蠢欲
动准备回家或者外出旅游，在难
得的长假里彻底放松一下。据目
前气象资料分析，国庆七天假期
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日
和4日可能有小阵雨。天气还不
错，适合大家出行。

国庆假期具体天气如下：9

月30日夜间到10月1日晴转阴，
有阵雨，南风2～3级，最低气温
9～12℃，最高气温22℃。10月2日
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都是2～3

级，气温略有回升，15～24℃。3日
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都是2～3

级，气温变化不大，13～23℃。4

日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小阵
雨，南风2～3级，气温略有下降，
16～22℃。5日多云转晴，南风转北
风都是2～3级，气温15～23℃。6日
晴，北风2～3级，气温12～22℃。7日
晴间多云，南风3级，气温12～24℃。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光营 通讯员 刘玉恺） 记
者29日获悉，2014历下区首届

“迎非遗·庆国庆”民俗旅游文
化节将于10月2日在济南世茂
国际广场开幕。届时将有非遗
名家现场献艺，并与市民游客
互动，现场传授非遗技艺。

十十一一假假期期，，
家家门门口口的的活活动动真真不不少少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万
兵） 国庆长假即将来临，济南
市区内多个景点备足了好玩、好
看的文化游园活动，让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
假期。

趵突泉景区：

听曲艺、品书画

在趵突泉景区内的白雪楼
戏台，每天都有精彩的曲艺演
出。10月1日至10月3日上午更有
济南市吕剧团专业演员助阵，让
戏迷们过足瘾。万竹园李苦禅纪
念馆和五龙潭武中奇书法篆刻
展览馆内则分别有“中国书画家
邀请展”和“喜迎华诞美丽夕阳”
主题书画展，供书画爱好者们欣
赏品鉴。另外，在沧园内还能边
赏书画、边观上百盆品种繁多的
桂花盆景。

大明湖景区：

留张“最美笑容全家福”

节日期间，大黄蜂和小黄人
等卡通人物将在大明湖景区的
自然舞台演出，并且现场与小朋
友们互动。在奇石馆广场将有众

多“熊猫”卡通造型景观供游客
合影留念。另外，十一期间举办
的“最美笑容全家福”活动中，
游客可以通过关注“天下第一
泉”微信，在景区内景观小品处
拍摄全家福照片并发送到天下
第一泉风景区的微信平台，景
区每天会从收集到的全家福照
片中随机抽选10名游客进行奖
励，可获得天下第一泉的精美特
色纪念品。

泉城公园：

赏花灯、逛庙会

泉城公园将上演金秋园林
游园会。花灯游园会、老济南文
化庙会、花卉摄影展等多项活动
等市民来参与。

工作人员介绍，八仙过海、
京韵风情、大型飞龙等来自四川
自贡的动态花灯艺术即日起至
10月7日每晚将呈现在市民眼
前。老济南民俗文化庙会则包括
了马戏演出、民俗文化展售、趣
味游戏、歌舞表演等活动，于10
月1日至7日的白天举行。此外，
泉水文化图片展、花卉摄影展、
名优特产展销会等也将亮相泉
城公园。

济南动物园：

看河马刷牙、猩猩玩皮球

10月1日到7日，动物行为展
示活动在动物园上演，游客可以
看到黑猩猩刷牙、称体重、玩皮球，
熊猫野外寻觅食物，小象亚鲁抬
腿、卧倒，河马刷牙等诸多有趣的
动物行为。食草区的图片展则让摄
影爱好者有机会用手中相机记录
下动物们的可爱瞬间，激发更多人
保护动物、关爱自然的热情。

2日到7日，园区内还会在指
定时段上演“载歌载舞庆国庆”
民俗歌舞专场表演，另有中华美
食街、互动游戏区给游客不一样
的体验。

千佛山景区：

重阳山会开幕啦

在国庆节举国欢庆的日子
里，自然少不了文化民俗活动。
尤其是今年10月2日正是传统节
日——— 重阳节。千佛山景区第三
十二届“九月九”重阳山会将在
国庆期间拉开序幕，民俗曲艺、
鼓艺戏曲、民间工艺、地方土特
产、名优小吃展销应有尽有。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戚
云雷） 10月1日起，我省高速
公路将开始实行快处快赔。29

日，记者从济南交警高速公路
支队获悉，国庆期间济南交警
支队辖区将开放4个快处点供
事故车主办理快处快赔业务。

除济南西收费站出口处设
置快处点外，市区开设的3个快
处理赔点包括：1 .南部快处点，
位于二环南路7308号的济南东岳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大学对
面）。2 .东部快处点，位于工业南
路69号的省交运集团汽修厂。3 .

北部快处点，位于济青高速零点
立交桥西北角山东润华济北汽
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4处可办理

高速快处快赔

●●假假日日无无休休

到省博

看非洲动物大迁徙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乔
显佳） 10月1-7日，山东博物馆
正常开放，除十一大常设展览
之外,“自然教室”在国庆期间举
办“《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
探秘活动”。小朋友们能听到动
植物专家对展览的详细解读。

市博推出

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红星 通讯员 尚海波） 记
者29日从济南市博物馆获悉，
该馆国庆节期间推出文化惠民
系列活动。在展览方面有第二
届山东民间文物精品杂项展、

《景德镇陶瓷当代名人名作臻
品展》、周群《济南七十二名士》
绘画选展。国庆期间，济南市博
物馆还将在千佛山景区举办

“济南名士多”图片展。

济华燃气站点

假日照常营业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皇 通讯员 宋利军） 29日，
记者从山东济华燃气公司获
悉，节日期间，山东济华王官
庄天然气服务站、匡山服务站、
英雄山服务站、经三纬八客户服
务中心服务站、段店服务站和清
河服务站全部照常营业，时间为
每天8：30至17：00。东八里洼加气
站营业时间为每天早6：30至
22：30，黄岗加气站、盖家沟加
气站每天24小时营业。

抢修中心24小时值班，抢
修电话82971199；咨询服务电
话88891190 24小时开通。

假期也能缴燃气费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皇 通讯员 李靖） 29日，记
者从济南港华公司获悉，国庆
节期间，济南港华所有客户中
心和服务站点将正常营业，按
照“六星级服务”标准，为市民
提供燃气缴费、智能卡充值和
燃气具销售服务。10月1日至3

日营业时间为9：00—17：00，10

月4日至7日为正常营业时间，8:
30—17:30。同时，济南港华华山
加气站（电话：88775726）、奥体
加气站（电话：68690609）国庆
期间24小时正常营业。

供暖换热站

假期将打压试水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蒋
龙龙） 29日，记者从济南热力
公司采访了解到，国庆期间他
们将对辖区内约200个换热站
进行打压试水，全部注水工作
将在10月中旬完成。济南热电
有限公司也将在国庆期间对五
柳庄花园、花阁小区、志成顺
园、凤凰山路103号、凤凰山路
106号等小区进行打压试水。

来来本本报报沾沾化化冬冬枣枣采采摘摘基基地地摘摘枣枣啦啦！！
持齐鲁晚报免费入园，享受采摘价格5折优惠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沈
振） 为满足国庆期间市场需
求，本报将在9月30日、10月1日
增设两场现场沾化原产地冬枣
直销活动，国庆期间也将对外开
放沾化冬枣核心产区的齐鲁晚
报采摘基地，凡持9月30日到10
月7日齐鲁晚报的读者，到齐鲁
晚报采摘基地参加采摘活动，均
可免费进入采摘基地，并可享受
采摘价格5折的优惠。

由齐鲁晚报和沾化县政府

独家合作的2014济南沾化冬枣
节，自9月27日开始以来，受到广
大市民的一致认可。27日当天在
济 南 唯 一 销 售 现 场（ 经 十 路
16122号山东报业大厦）即售出
2000斤优质冬枣。此次对外开放
的采摘基地，位于沾化冬枣的原
产地和主产区——— 下洼镇，也是
齐鲁晚报挂牌的旅游采摘基地。

10月1日至7日，齐鲁晚报沾
化冬枣采摘基地，普通采摘入园
门票为15元/人，采摘价格为20

元/斤。凡持9月30日到10月7日
报纸的读者，均可免费进入采摘
基地，并享受10元/斤的读者采
摘价格。本次采摘活动现场，提
供塑料采摘袋，但不提供外包
装，每人限采10斤。

齐鲁晚报沾化冬枣旅游采
摘基地位于沾化县下洼镇尚泊
头村，下洼镇红绿灯路口北行约
3公里路东即到。高速路线：荣乌
高速滨港路出口南行500米即
到。

济济南南摔摔跤跤表表演演赛赛下下月月22日日开开锣锣
本报9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经过1个
月的筹备，由齐鲁晚报和边庄社
区共同发起的摔跤表演赛将于
10月2日正式拉开帷幕。

截止到29日，共有4支摔跤
队伍确定参赛，其中摔跤运动员
共计38名。这四支参赛队伍名称
和运动员人数分别为边庄摔跤

队17人、济南风武摔跤队2人、济
南国风武馆11人和济南市森里
达汽车修理厂代表队8人。

本次摔跤表演赛组委会还安
排了精彩纷呈的武术表演。其中
济南市明湖传统武术俱乐部将会
带来九节鞭、螳螂拳、对打棍、朴
刀、子午鸳鸯等表演，赵存禄传统
石担协会将会展示双摆荷叶、抬

头望月、托塔和苏秦背剑等石担、
石锁绝技。此外，观众还会看到杨
保安太极拳表演。

据悉，本次摔跤表演赛共分
为四个级别，65公斤、75公斤、85
公斤、85公斤以上—110公斤，比
赛时间：10月2日早上8点，地点：
天桥区北园边庄社区文化体育
休闲广场（北园立交桥下）。

来图书馆

享假日文化大餐吧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
红星 通讯员 曹晓晓） 记
者29日从济南市图书馆获悉，
为丰富广大市民假日期间的
文化生活，济南市图书馆精心
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
益活动，具体包括电影放映、
作家面对面、公益讲座、展览、
书法培训以及小读者活动等内
容。

长清大学城有了

学生旅游直通车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孟
燕 通讯员 赵东云） 长清
大学城有旅游直通车了！记者
29日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获
悉，公交部门将从10月1日起开
通游707路、游708路、游709路、
泰山地下大裂谷旅游直通车4

条长清大学城学生旅游直通
车，旅游直通车将开进大学校
园，为学生的出游提供便利条
件。学生持本人学生证可享受
标示价格。

2014年9月30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武俊

组版：刘燕

C16

29日上午，由济南市老年体协、历城区体育局等举办的迎重阳老年健身表演活动在洪楼广场举行，500

余名老年人载歌载舞，用精心准备的节目迎国庆，庆重阳。 通讯员 李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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