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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旅
在银川，回忆如焰火如劫灰 LET'S GO
Travel



尝过几次人生的迁徙，好像那总是被迫的举措，怀念时往往充满落魄。这个夜晚，我要赶紧记下对银川的怀念。

我怕再不写出来，我就忘了，别人也不复记得。

少年时期阳光无尽，人到中年四下阴霾沙尘。银川的雨下了一天一夜，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太久了，记忆快被洗刷的一干二净。

我不是银川人，大学之前长在平罗，属于银北地区石嘴山市；大学之后则常居湖南，回银川的次数未及负数。

父亲是银川人，生于卒于葬于银川。即使青壮年时期家住平罗，每周必回银川，吃老马家牛肉拉面，买老城一个胡

同的驴肉火烧，迎宾楼的冰砖雪糕和酸梅汤。银川是他的执念，他退休前始终没有调回银川。

这么算来，我对银川的回忆大多与父有关，而想起父亲，那些银川的回忆如焰火如劫灰。一切都过去了，但我记得。

在银川，回忆如焰火如劫灰
撰文：社社     摄影：驿站来客

主题旅游



银川的绿化很好，就西北而言，似乎为魁首。以塞北苦寒的气候，有人的

地方能够举目皆绿，难难难。

北京路是我见过最宽的一条马路，宽极了。暮色四合的时候，我试过分别

在公交、的士和自己的车上看这段路的风景，都是灰的，野兽般静默，车声在

这条路上蔓延，传到更远处，更远处也是灰的。但这灰是暮云空碛时驱马，秋

日平原好射雕的意思。不是黑与白的间隔色，它是独属于塞外的什么。

色于银川，还有什么？银川美女多多多，也时髦。这时髦远比时尚更时尚，

步行街总不缺塞上雪莲，然而除了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女子，更多的型女靓女写

就全新的流动的艳，美而端庄，妩而不媚。

春节之后要看冰灯，要去中山公园，冰灯不算五颜六色，只有红黄绿。尤

其是绿，冬天有了它，冰灯也显得灵动了起来，更有了春的意味。那年我父带

我看冰灯，他穿一件棕黄的夹克，那是上一辈西北男人常穿的颜色，宽厚持重，

有担当。那一辈的银川儿郎莫不如此，我父如此，莫不如此。

色和声

香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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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川你能听到什

么？人声与车声。建筑

工地和装修之声。清真

寺诵经之声。学校读书

声。还有什么？有的。

还有秦腔，还有花儿，

还有苏阳和布衣乐队。

“你不嫌我丑，见面招

招手，山高呀路远就一

样的走”。这是苏阳的

《招招手》。

一九九八年，宁夏卫视播出了一档节

目，一个从上海回来的男人，玩乐队，画

JAZZ 风格的爵士画，用很粗的彩色铅笔，

他是如此的才华横溢以至于我被震得说不

出话来。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小城

青年有一种天赐的不甘。小城文艺青年尤

其是。如块垒。

一些人离银川很远矢志遗忘，另一些

人则固守在此视他地为毒蛇猛兽，唯独中

间这些既向往陌生天地人，又留恋塞上江

南的人们，夹在中间，尴尬无比冷清无比

也寂寞无比。他们唱的是不甘，还有别的

那些说出来就会矫情的东西。

槐花、白杨、沙枣花。

还有沙尘的气味。这是银

川夏天的味道，在汽车尾

气不那么明显的地方，而

四季则都能闻到羊肉的味

道。羊肉，凉皮，麻辣烫

和别的食物的味道混合的

味道。香于是和味一遭缠

绵，再也分不成独立的两

件事。
摄影：驿站来客

摄影：驿站来客

摄影：驿站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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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川，羊肉和面食是一定躲不开的。要吃区医院附近一家小巷的烩肉，这

烩肉与炒烩肉是不同的，肉嫩如豆腐，入口鲜美滑软，堪称极品。还有生汆面，

这是用现汆的丸子做浇头的面，丸子与面各有其滋味。还有砂锅羊排小揪面、老

木瓜搓面、炒糊饽。炒糊饽也是近十来年兴起的新派宁夏菜，类似炒饼，滋味更

甚。还有清蒸的羊脖子、热卤的酱牛肉、切片蘸陈醋蒜泥的的羊肉糕、羊肉臊子面、

羊肉泡馍、国强手抓，统统都是羊，别的食材和食物都是歧路，在银川唯吃羊肉

才是正道沧桑。至于现在流行的银川小吃辣糊糊，我对它真是毫无感情，偶尔在

网上看见，要么愕然发呆表无措，要么冷哼一声颇不屑，不提也罢。

吃完羊肉和面，要喝八宝茶。我家的八宝茶是简化的，只有茉莉花茶冰糖和

红枣，而全套八宝茶内涵丰富堪称学富五车，葡萄干、枸杞、苹果干、核桃仁和

别的坚果。这是丝绸之路的喝法，独属于西域客。甘肃也有类似的特产，叫三炮台。

除了以茶解腻，还有酸奶不敢忘怀。夏进牛奶和金河酸奶，最好的还是镇北堡的

大瓷瓶。那些打着XX老酸奶招牌的酸奶，没有明胶是不成的，但镇北堡酸奶没有，

它更天然。宁夏是塞上江南，水好草好，于是羊肉与牛奶皆为上品。

天气适合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沙湖，骑沙漠摩托，滑沙，至少骑骆驼走

上几圈。不过骆驼看来温顺乘坐起来却颇为囹圄，而传说中草原发狂的野骆

驼比豺狼虎豹更为凶狠，也不知是真是假。如果你是电影迷，那么西部影视

城镇北堡一定要去，那里出了酸奶，也拍过《新龙门客栈》和《大话西游》。

至尊宝与紫霞仙子还有白晶晶的感情纠葛，就在那一派黄沙中诞生和消亡。

银川附近的景点还有黄河楼、沙坡头、沙湖、一百零八塔、鸟岛，丹霞地貌

与戈壁沙漠，绿洲和盐碱地都能尽入眼中。

现在的银川有金凤区。兴庆区。西夏区，而我只记得老城、新城、新市区。

我记得橡胶厂旁边的老民航局家属院，是我童年呆过的地方。夏秋两季的清

早傍晚，我们会去废弃的跑道上滑旱冰。我记得过年的时候要去老城买新衣服，

买新鞋。坐一路公交车到南门终点站下车，是个书城，每年过年我都买很多书。

触与法

摄影：黄渊

摄影：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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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空开通厦门—银川、福州—汉中—银川、泉州—郑州—银川等

多条航线，详情请咨询 95557

航班 / 机型

波音 738 厦门高崎机场 T3 银川河东机场

MF8613 08:15 11:35

起飞 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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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驿站来客

我姥爷因此笑话我，你是吃书吗？好奇妙，后来我出了几本书，老爷子也开始碎

碎念，他从小就爱买书，一次买一捆。我记得正月十五的冰灯节，六一去中山公园。

至于更多的，我已经忘了。

前些天，超级月亮的夜晚，城里的月光既不属于过客，也不属于沉眠的人们。

入夜，远处的天空打雷，云层里露出层层金色。我放牧我的绝望，与乡愁短兵相接。

小时候我在银川常常看到月亮，到了湖南看的也不少，但这时候已经没什么看月

亮的心思了。习惯了潇湘雨季的我，这时候看到月亮，也只是月亮。所有事情都

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在不同风俗之游刃有余的人大多也在世界上毫无所留，

这意味着他放弃了本我对俗世上执念的立锥之地。可是——心怀自我，何必远大。

西北的气候和周遭种种让青年们常常心存愤怒，换一个角度想想，这大概也是梦

想萌芽的样子。

我生长在银川附近的小县城平罗，无趣是生活的间奏，有趣是命运的副歌。

银川对于彼时的我来说，在想象中渲而染之，拥有了全新的样子，在我的幻觉里。

宁夏是故乡也是原乡，那么，银川呢？我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年，面对未来则徒留

茫然。在这个年岁，不大不小，不高不低，不富不穷，只是难做到不卑不亢。李

白说的，更有留情处，承恩乐未穷。

我有发小几个，一早结了婚，在父母帮衬下买了房和车，都在铁路上班。有

些有了孩子，令我母亲羡慕不已。这也是很好的人生了。

有时候怀念故园与旧爱是一样的，都是一闭眼会看到首尾模糊的流星划过。

于是银川成了乡愿的避难所，于是银川作为一种相认的符号在我与已知未知的同

乡之间被大量的生产出来。这种熟稔的怀念成了口边常常提到的门卡和咒语，说

的多了，让一段似曾相识的回忆在口耳之间流传，看上去似乎成了真实而神圣的

经历。可是，再也回不去了。无论在银川还是长沙，“异乡客”的标签都写在我

身上，像纹身或者跫面。

真的银川只存在你我的想念里。心怀故乡，何处不归途。但这不是真的。

主题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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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承办第三届航空客户服务高峰论坛

4 月 19 日，以“智慧客服 •拥抱未来”为主题的第三

届航空客户服务高峰论坛在厦门航空金雁酒店举行。本届

论坛由 CCCS 客户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主办，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承办，吸引了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等多

家航空公司客服主要领导，百度、小米、AVAYA、国家智

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等跨界企业专家参加。厦航副总经理

黄国辉出席论坛。

本次航空客服高峰论坛是航空领域针对客户服务举办

的专业性会议，重点针对国内目前航空领域客服体系建设

的前沿技术、建设现状、未来趋势以及工作经验等内容进

行全面梳理，旨在凝聚各方共同探讨和分享航空客服经营

的智慧成果，为客服中心的未来发展建设明晰方向。
与会各方分别从智能时代下的新客服中心建设、高端客户服务监控流

程优化、投诉管理生态建设、新时代的 AI 和数据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

并在“通过提升客户体验提高企业效益和服务价值”“通过智能化技术

转型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优化客服中心投诉处理维护公司形象”三个

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其中，小米以“数据 + 产品 + 技术”为驱动的服务

理念，以完善系统设计逻辑打造的高效率、低成本、国际化的客服经验；

百度智能化、透明化、全渠道一体化的 AI 客服技术应用；厦门航空“双

引擎四系统立体交互”的服务质量管理模式，得到了与会嘉宾领导的广

泛共鸣。

黄国辉在开幕式上代表厦航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黄国

辉表示，智能发展势不可挡也时不我待，本届论坛是顺应时代之需，引

领风气之先，具有重大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我们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的机遇，拥抱未来，因变而变，才能为民航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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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30 日，第 72 届世界质量与改进大会在美国西雅

图召开，来自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3000名专业人士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首届中美质量高峰论坛。厦门航空作为中国服务

业的杰出代表，受邀参会并向美国质量专家、企业领袖介绍高质量

发展的中国航空服务，分享带来效益的质量创新经验。

2016年3月，厦门航空荣膺代表着中国质量领域最高成就的“中

国质量奖”，成为中国服务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同时也是中国

民航唯一获奖的航空公司。厦航总经理赵东在此次中美质量高峰论

坛中，发表了题为“航空服务的中国式精进与创新”（Chinese-style 
Advancement and Innovation in Aviation Services）的演讲。他从

一个飞机发动机核心部件——HMU 维修的小故事开始讲起：2010
年，在全球航空界判定无法有效监控与预防 HMU 失效的情形下，

厦航人本着对生命极端负责的态度，坚持安全隐患“零容忍”，历

时 3 个月攻克这一技术难题，最终首创 HMU 状态的实时监控系统。

秉持“质量无边界、安全无国界”的理念，厦航无偿帮助制造厂家

改进工艺，彻底消除因 HMU 失效导致的空中停车隐患，提升了全

球航空公司的安全系数，赢得了合作伙伴波音与 GE 的赞赏与尊重。

他还分享了蕴含东方文化底蕴的厦航真情服务之道：“真情服务体

现在规范一致，更体现在感动人心”。

面向未来，赵东表示，作为一家负责任、有担当的中国企业，

厦航将继续建设更具适应性、包容性和全球性的厦航质量管理体系，

搭建更多中西方优秀文化交流的空中桥梁，向全球旅客传播可持续

发展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NEWS

新  事
厦航受邀出席世界质量与改进大会 
代表中国质量“发声”

演讲中，他多次呼吁中美企业要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进一

步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携手实现数字化时代共同繁

荣。他的演讲，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一年一度的世界质量与改进大会始办于 1947 年，是当今国

际上最令人瞩目的质量会议，被视为传播和研讨最新质量发展动

态和技术的信息发布站。中美质量高峰论坛是世界质量与改进大

会召开 72 年以来首次举办，不仅传递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质量

强国转型的强音，也表达了中国企业将继续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

期待与合作伙伴共赢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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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荣获 CAPSE 六项大奖
连续五年获评最佳航司

2018年 4月 10日至 12日，第四届民航服务峰会在上海举行，

民航局、航空协会，国内外主要航司机场 260 余人参会。本届服

务峰会以“全球竞争下服务新视野”为主题，围绕新形势下航企

效率提升、智能科技在民航服务中的应用等话题，通过主题演讲、

互动座谈、创新展示等多个环节，邀请行业领导、业界专家、权

威领袖、主流媒体等人士出席，聚力为民航服务建言献策，共同

探讨民航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促进民航服务提升，打开全球竞争

下民航服务新视野。

CAPSE 航空服务奖颁奖典礼上，厦门航空凭借高水准、高质

量的服务，一举斩获“2017 年度最佳航空公司奖”、“2017 年度

最佳机上服务奖”、“2017 年度最佳地面服务奖”、“2017 年度

最佳不正常航班服务奖”、“创新服务奖”、“民航服务之星”六

项大奖。其中，厦航研发的首个贯穿营销、空地服务的“爱你一鹭”

惊喜定制全流程服务产品获年度民航“创新服务奖”。空中乘务部

赵迪获“民航服务之星”个人奖项。

自 CAPSE 开展民航旅客服务测评以来，厦航已连续 22 季度

在旅客服务测评中位列内地航空公司榜首，连续五年被中国旅客评

为“最佳航空公司”，其中“机上广播”、“机上娱乐”、“客舱

设施”、“行李服务”等关键指标长期保持业内高水平。



   

一直以来，厦门航空以真心真诚回应广大旅客的需求，认真配合民

航局“民航服务质量规范”专项行动，深入分析旅客满意度指标，从软

硬件品质上改进服务短板，并致力于通过特色服务和定制服务打造厦航

式服务体验。始终坚持对服务质量管理，坚持对标世界一流，坚持服务

精神的引领。在服务智能化、服务精准化、大众需求化等方面寻求突破

口，深化服务内涵，完善服务管理的体制机制，不断实现厦航式服务的

自我突破和创新超越。

此次峰会，厦航受邀进行题为“构筑海丝枢纽，打造

一鹭畅享品牌”的重要交流。未来，厦航将打造世界最便捷、

最优质的中转枢纽，在厦门实现 60 分钟中转，全面满足

人民群众便捷出行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厦航将通过枢

纽建设，助力福建构筑“海丝国际枢纽”，发挥战略核心

区作用；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沿线国家互联

互通。

此外，在分会场的展示区内，厦航向来宾展示了“联

合梦想号”特殊涂装飞机，并送上一系列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主题纪念品与来宾互动。厦航签约成为全球首家支

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航空公司至今一年多，在自身践

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可持续

发展目标。展位还呈现了亲切温馨的空乘服务与身着全新

制服清新靓丽的地服人员，以“美德、美形、美言、美食、

美境”带给旅客难忘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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