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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需要去大阪住上一阵时，心情复杂。

一方面，日本无疑是我最喜欢旅行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去，无论去几天，无论是在东京畅快迷失，还是在大

农村山形啃芋头，都会是一年到头最开心的几段回忆。可另一方面，我好像偏偏对大阪爱不起来。看起来，这是一

座只与餐厅和购物有关的城市。如果你直奔这两样主题，以“吃倒”而扬名天下的大阪一定会超乎想象地满足你。而

如果你和我一样，稍微喜欢安静一些、本地一些的体验，想要在这里挖掘打卡景点之外的惊喜瞬间，这似乎成了一

个令人皱眉的难题。

令我怦然心动的，
从不是万人追捧的大阪
撰文：邵沙拉    摄影 : 时代树暴走  

历史街区里的庶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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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在大阪住上了一阵。

我住进了位于大阪玉造的街区，这里属于“暗越奈良街道”的一小部分，

和大名鼎鼎的哲学之道一样，这一长条富有历史意义的街道曾入选了日本道

路百选。奈良时代，这是从难波到平安京最近的一条路。江户时期，大名们

前往江户参勤，往往也会途经这里。现如今，往昔的人来人往，在这里只留

下了一个“二轩茶屋旧迹”的石碑作为见证。

盛开的鲜花和街角的面

包飘香是时代新生，两侧低

矮整洁的居民住所则保留了

摩登时代难得的庶民气息。

无论一天中何时走过，这里

的安静总是令人忍不住脚步

都要放缓，生怕走快了，就

闹出了声响。

红色的地砖之上，骑着

自行车的本地居民像日剧里

那样匆匆而过，只那么一瞬

间，我便开始忘了自己身处

的，是那个再喧嚣不过的大

阪。

有居民的地方，商店街

当然少不了。日本的商店街

多设置在车站附近，这一带

也不例外。和这座城市在游

客面前的象征——心斋桥商店街相比，一脸朴素样的玉造商店

街里装着的，是实打实的起居日常：蔬果、鲜鱼、肉铺，食之

所需通通都有，衣物、厨具、书店，平价才是生活之本。而药

妆店里卖得最好的，并不是什么阅读量 10w+ 文章里的榜单之

物。

我在商店街的大阪烧店门口坐下，迫不及待让那热气腾腾

的香味在嘴里蔓延开。这不是什么游客拿着攻略纷至沓来的人

气店，我能见到的，只有骑着自行车来的老爷爷，穿着深色西

装的上班族，和说说笑笑的成群学生。他们匆匆来，打包上一

份熟悉的滋味匆匆离去，而我因为贪恋这美妙的本地气息，竟

差点忘记要奔赴下一站。

摄影 : 我酒既旨

摄影 : 时代树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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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日本，多数路面电车都面临了撤废的结局，那缓缓而行的风景

早已成为多数城市被封存的回忆。在浮华的大阪，于 1900 年开始营运的阪

堺电车却被保留至今，成为这座城市里唯一的百年路面电车。

登上这种仅有一节车厢的小型电车，我享受着轻微摇晃。在这里遇见游

客的概率微乎其微，同行的，多是离不开这条线的本地居民。看见我站在驾

驶室门外努力拍照的样子，坐在另一侧窗边的中学生默默将适合拍照的座位

让给了我，我无声致谢，他低头报以羞涩笑容。

百年电车与千年神社

和激动人心的大山大水相比，和浮生若梦的纸醉金迷相

比，这一小段光景里路遇的片刻画面，同样能带给我万分欣喜。

铁轨两边有向日葵和不知名的花丛在盛放，低矮的房屋里，

不知装着谁家的快乐和忧伤。

电车很快开上了路面，和穿梭于前后左右的汽车一起，

乖乖遵守着红灯停绿灯行。我也很快来到了大阪人的信仰中

心：住吉大社。

虽然于游客而言，这个名字稍显陌生，更何况提及寺庙

神社，总忍不住要把京都的拿出来做个比较。不过，眼前这

座相传创建于公元 211 年的千年神社，不仅历史足够悠久，

在本地的受欢迎程度同样惊人：每年初诣（日本新年），来

此参拜神明的人多达 200 万左右，规模堪称关西第一，而大
摄影 : 时代树暴走

摄影 : 我酒既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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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人民更是将其爱称为“すみよっさん”（住吉桑的意思）。

作为大阪人，川端康成自然也是要把这里写进自己的作品里的。在短篇《反桥》中，

他曾写下“比起登桥，下桥的话更令人心生畏惧啊”，而令大文学家畏惧的，就是这座拥有

大角度拱形桥身、通体朱红的太鼓桥。

穿桥而过，便抵达了神明的领域。这天并没

有任何活动，夏日的午后，只有蝉鸣能打破清静。

走进遮天蔽日的树荫之下，倒也觉得有丝丝清凉。

我直奔楠桾社的招福猫而去，举着右手保佑生意

兴隆的小猫和举着左手保佑家庭平安的小猫，密

密麻麻排在一起，可爱得令人毫无抵抗力。有趣

的是，如果每个月都来买招福猫，连续 4年搜集

满 48 只，便可以换一只中型的招福猫。连神社

都如此用力卖萌，不带走一只，简直说不过去。

从楠桾社出来，很容易便拐进吸收了天地神

明灵气的宝地：五所御前。这里最好玩儿的，便

是“捡石头”。围绕巨杉的石栅栏里散落着密密麻

麻的碎石，有的上面分别写着：五、大、力。相

传只要能找齐一组三颗，便可以获得寿力、福力、

体力、智力、财力。

30 秒便在乱石丛中找齐了的我忍不住发出

了低叹，旁边的两个日本姑娘大概读懂了我的开

心，和我一起笑了起来。虽然可以在一旁购买护

身符带把三块小石头装走，但我选择了将它们码

好摆在角落。万一有人去那个小角寻找，岂不是

也可以获得一下就集齐的快乐？

摄影 : 我酒既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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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1. 推荐购买 YOKOSO OSAKA TICKET，1500 日元，包含一张公交 pass（不
限当天使用）和一张关西机场至市内的南海电铁的特急车票，比常规的大阪周
游券便宜 800 日元。
2. 大阪海游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族馆之一，因拥有巨大的鲸鲨而闻名，是
亲子出游人气景点，如果家庭出游可以考虑将它划入行程范围。乘坐地铁中央
线至大阪港站 1 号出口，徒步 5 分钟即可到达。

航线

福州 - 大阪 - 福州

厦门 - 大阪 - 厦门

厦门 - 东京 - 厦门

福州 1335 1730 大阪 1830 2105 福州

厦门 1410 1820 大阪 1920 2140 厦门

厦门 0850 1345 东京 1455 1810 厦门

12345.7

12.4.6.

.2.4.67

航线时刻（当地时间） 班期

6月25日起，厦门航空加密福州——大阪航线

我愿意将“像本地人一样旅行”这种迷人的说法定义为：尽可能去体验和

感知本地人所体验、所感知的一切。毕竟，闪着光的城市名片在网络讯息里

已看了足够多次，某种程度上，把时间全花在复制人尽皆知的场景里，反而

是种极大的奢侈。而那些能令我怦然心动的瞬间，确实也从不是万人皆喜的

场面。遇见一朵花开，遇见一片雪落，需要的是时间也是运气，而所有遇见

的前提，是那一点点做出“不游客选择”的勇气。

游客的归游客，生活的归生活

付出多少意想不到，或许就有机会换回多少惊喜。

所以，当我在晨间醒来，慢慢跑过每日所居的历史街区，穿过无人街道，

在大阪城公园的森林里尽情深呼吸的那一刻，我终于和多年前那个在大阪城

公园另一头人挤人的自己，做了告别。

摄影 : 时代树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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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魔法航班 唤醒旅客的童年梦想

6 月 1 日，厦航联合飞常准在MF8031 厦门至沈阳航班上再次开启“MF 魔

法航班”。踏入客舱，行李架上满目色彩鲜艳的主题贴图，座位中放置着专门设计

的童梦主题抱枕，目之所及处，童趣盎然，空中寻梦之旅就此启航。

进入巡航阶段，轻快的音乐响起，两位“童梦天使”身着机组制服，跳着舞蹈，

一出现便受到了旅客的热烈欢迎。“萌化啦！去年就在新闻中见到，今年可算是赶

上趟了，亲身体验了一把，真是太棒了！”来自福州的旅客陈先生兴奋地说道。

两位“童梦天使”将“童趣梦想礼包”一一分发到旅客手中，里面是厦航和

飞常准共同为旅客精心挑选的儿童节礼物——小猪佩奇手表、童趣甜筒、万花筒

以及折纸玩具。“很惊喜，没想到今天也做了一回‘大孩子’！”旅客们反复把

玩着礼包里的玩具，将玩具手表中的卡通画面投射在客舱天花板和壁板上，客舱

瞬间变成一片梦幻的海洋。

在乘务员的邀请下，旅客们踊跃分享自己的童年梦想。来自辽宁的孙女士是

一位特殊教育老师，她教“童梦天使”用手语比划“六一快乐”，为全体旅客送

上节日祝福。152位“大孩子”在两位“童梦天使”的带领下，将折纸叠成各种形状，

写上童年梦想并高举挥舞着，客舱定格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来自沈阳的苏爷爷已经 74 岁高龄，一踏入航班就直呼来到了“儿童专列”，

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老爷爷十分感慨，眼眶有些湿润地说道，“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飞上天看看大地，如今不仅飞上了天而且还出了国，希望未来能越来越好。”

“你的童年梦想是什么？”



   

此次主题航班全舱配送厦航升级版“寻梦蓝天”主题儿童餐，呆萌

可爱的企鹅甜包、憨态可掬的小熊巧克力慕斯……上线后首次亮相，别

致的餐食瞬间萌化了旅客的心。

经过近半年的潜心研发，厦航从 90 种产品中精选出 6 种入列全新儿

童餐菜单。升级后的儿童餐采用前沿制作工艺，餐食更易于儿童咀嚼消

化；营养专家精心搭配的卡通形象餐食，让孩子在欢乐中收获成长营养；

厦航员工子女绘画的餐盒封面、餐盒内页的手工漫画作品，让孩子们在

用餐时也能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升级版儿童餐上线后将覆盖厦航自主配餐的国内、国际（地区）两

百余个航班。6 月 1 日起，旅客可提前 24 小时，拨打厦航 95557 订票热

线，为乘坐厦航航班的 2-12 岁儿童免费选择该项特殊餐食服务。

升级版儿童餐成“镜头下的宠儿”





   

NEWS

新  事
厦航“通程航班”即将实施
打造便捷通关体验

6 月 20 日，厦门高崎机场海关与厦门航空、

元翔（厦门）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开展

国际（地区）“通程航班”的合作备忘录》，推

出国际（地区）“通程航班”业务，为经厦门中

转的厦航旅客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乘机体验。

试运行三个月   人均节约通关时间 30 分钟

今年 3 月 15 日，厦航获批于厦门高崎机场分

三批次试运行“通程航班”业务。试运行以来，

厦航共计开通了 31 个境内外航点的“通程航班”

业务，共计保障出入境通程航班 2490 班次，入境

通程旅客人数翻了近 2 倍，通程行李数量翻了近

5 倍，单个航班中转旅客及行李保障时间由 90 分

钟缩减至 60 分钟，进一步提高了中转运行效率。

 “通程航班”的施行，将改变以往中转旅客

“拖着箱子赶飞机”的情况。中转旅客在始发站

一次性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其托运行李经由机坪

海关监管仓库通关查验后，将直接转运至续程航

班，旅客可直接在目的地提取，享受“一票到底，

行李直挂”的全流程无缝隙中转服务体验。

三方协作   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此次三方签订的备忘录，是“通程航班”业务开展不可或缺的支持性文件，

备忘录对试运行以来的保障模式进行规范和确认 , 明确进境旅客管控流程、行李

物品转运流程和中转业务服务保障等职责任务，对厦门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福建打造“海丝国际航空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签约仪式上，厦航副总经理黄国辉表示，“通程航班”试运行以来，“一票到底，

行李直挂”服务让旅客在省心节力中提升了获得感，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赢得

了广大旅客的高度认可。此次备忘录的签订，是三方合作的里程碑，厦航在厦

门机场实现“60 分钟无忧中转”指日可待，顺畅便捷的国际中转功能，也将让

厦门更好更快地成长为互联通的国际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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