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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薄扶林村，在什么都以“拆”为目标的香港，350 年后，竟然还好端端地立

在这山坳处，花猫伸个懒腰，百日红摇着微风，忘了年龄的老妈妈笑着跟我挥手道别；山村里，

听得见孩子们跑步回家的叭叭足音。 

                                                                                                            ———龙应台 《薄扶林》

在香港， 遇见薄扶林村
撰文：易辰      摄影：陈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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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去香港的时候正逢最冷的时节，气温跌破最低纪录，我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换回从北京穿来的厚衣服，裹紧自己。香港，

随意翻翻微博、旅行网站，攻略贴足够满足各种出行偏好设置，“薄

扶林村”却是这里面鲜有出现过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知道薄扶林村是在翻阅《孤独星球》为出行做准备时，

一扫而过，并没有将其列在打卡清单里。决定去薄扶林村是在星巴

克避雨时再次翻阅了手中的杂志，仔仔细细地读了介绍，粗略地查

了路线，立刻干掉杯中的咖啡出发。我站在中环小路旁等着 22 路

小巴，模仿港剧里的角色，等着小巴快到的时候招手示意，上车刷

卡。身体随着车子盘的弯路摇摇晃晃，看着一个个被甩在身后的建

筑，脑子里却紧绷的关注站点信息，生怕坐过站。

因为不是热门景点注定了三少特质：信息少、游客少、标示少，

加上阴雨的天气，哪怕想是厚着脸皮说着普通话去问路，也没有人

可以询问。就这样看着地图、凭借直觉完美的错过了进口，从出口

闯进了真正的薄扶林村。

沿着两人宽的小路向里走，下过雨的原因，让原本已经和周

围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的村子更显幽静，好像打一个喷嚏就会扰

了它的安宁。越往里走，脚步越轻缓，就规规矩矩地沿着一条路前

行，遇见岔路也只是先驻足瞧瞧，看看电线杆子上面贴着的寻狗启

示。总感觉自己误闯了什么禁地，又生怕犯了村里的禁忌，惹到村

民被扣下。就在我路过一间一间紧邻的平房，小心地瞧着门牌上的号码、贴图时，遇见了第

一个村子里的人。两人相对而行，我立刻表以尊重，让出了路的大半边，请她先过。毕竟是

外来的“观光客”，客客气气总没坏处。就在我让出路的同时，她给了我一个特别亲切的微笑，

那表情就像我也是这村子的村民，我俩是相熟很久，碰巧遇见打个招呼一样。



主题旅游

悦 旅

看了小半个村子门户紧闭，终于在一个有黄色栅栏的房子前，看见了在

自家门口活动的人。一位菲佣阿姨在围栏院子里整理东西，她身后面头发花

白了的爷爷坐在那看向院子。他们看见陌生脸孔的我，就和之前遇见的姑娘

一样丝毫没有吃惊，反而十分兴奋，放下手里的东西，和我挥手表示欢迎。

我也摆了摆手，并大声地放慢了语速，用普通话询问，可不可以拍照片。隔

着黄栅栏，站在略高位置的菲佣，再次和我摆了摆手，嘴里鸡同鸭讲的说着

一些我听不懂的。我只得又用三脚猫的英语询问一遍，还是没有沟通顺畅。“比

划”永远是在语言沟通出现障碍时，最快最好的解决办法。刚拿出手机又演示

一下，菲佣阿姨就明白了，连连点头表示可以。可算是逮到可以搭话人的我，

其实还想问点儿关于村子信息和寻求个指引，想想看费力的沟通模式，也就

作罢，挥手告了别，继续我的小村儿一日游。

穿过窄小的巷弄，在一个三岔路口处，看见一块木质的手绘牌子，写着：

此处距离出口 6 分钟，入口 3 分钟。我猜想那个时候看着指路牌的我一定

脸上写满了沮丧，不然，正巧路过的小姐姐应该也不会向我抛出帮助的橄

榄枝。

路过的小姐姐梳着及肩的中长发，带着一副全框的眼镜，身上穿了一

件鹅黄的衣服，灰色的运动裤，踩着一双人字拖，很随性，感觉就像平时

去家门口小卖店买个酱油或者给邻居送个东西的样子。穿得不算厚实的她，

双手盘在胸前，小跑着几步，看到站在三岔路口的我时，她放慢了略显急

促的小碎步，用很标准的港式普通话询问我是不是要去出口，有没有什么

可以帮我的。而我也想遇见“导游”一样，毫不客气的立刻求助攻略。得知

我是来参观的，小姐姐很好客地说可以带我走一段，也给介绍一下村子里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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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小姐姐走进了靠左侧的一条小巷，边走边从介绍她自己开

始，给我介绍村子。她告诉我说，她其实是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护

小组的工作人员。小组是 09 年为了保护薄扶林村古迹和文化成立

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现在一边在研究关于整个村子的历史，和政

府方面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权益；另一方面也在做不同的项目，希望

有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村子，了解这段历史。

这座位于香港岛的薄扶林村已存在有三百多年了，在村子旁边

有已经废弃的牛奶公司牧场遗址、伯大尼修院与德忌利士堡、香港

首个水塘和从太平山顶至瀑布湾的一条生态走廊。在极速发展的大

都市中完整地保存下来，至今里面仍有原住民居住，生活中也传承

着独特的传统和习俗。往前继续走着，保育员小姐姐暂停了她的讲

述，让我看看正要穿过的巷弄，说这是薄扶林村里最核心最悠久的

建筑，由一排两列十八间屋子组成，所以被村民称为“十八间”。两

边的围屋也是几经变化，最初旧物围墙是无窗的，地基为花岗岩石

条，到了五十年代墙面因为大街屋主将前廊出租给商户搭建铺头卖

货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商店夹道的街景。而每月三号和十八号

两天牛奶公司发工资的日子，村外的商贩也会专程到大街铺前摆摊

儿。就是这短短的百米大街，曾聚集 50 多家的商户摊位。从街头

走向街尾，只有零星的两家铺子是开的，卖着一些杂货，但是看着刻上铺名的铁闸、白底红

字的士多招牌、悬著红胶盖灯的肉档感觉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人头攒动的市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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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育小组的办公室，我花了 10 元港币买了一张村落的手绘地图，摊

开地图看了一番，又让他们推荐了自己最喜欢的村落屋作为下一站目的地。

有了地图就像有了规划一样，朝着一个方向按图索骥就好。从办公室出来，

向左转，然后一直向南走，看到了供奉土地神的大伯公坛；1970 年开业的

新华茶铺；挂着一个一个小信箱的龙眼头；只有薄扶林村供养的李灵仙姐塔；

曾经用来储存乳牛补给饲料的草庐；现在已经被围起来，并且挂着止步牌子的

牛奶公司废弃的员工宿舍；由英国艺术家和本地艺术家融合了街头文化完成的

火龙壁画……

离开薄扶林村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从火龙棚的入口出来，回

头又看了看这座已经座落在这里几百年的村子。一面倚着山，三面围着高楼，

紧邻着一条高速路，而周围的一切喧嚣，好像都被这座火龙棚挡在了外面。世

界都在加速，时间对这里显得格外仁慈。

记忆中到访村落的那一天，空气是冰冷的，人情是热络的；村落是安宁的，

历史是鲜活的；我是年轻的，它是苍老的。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班期 

厦门航空杭州 - 香港航线

杭州 - 香港               杭州 14:35 17:10 香港                  每日

香港 - 杭州               香港 18:10 20:40 杭州                  每日

航班号：MF8011   机型：波音 738





   

爱你一鹭登陆泉州，399 元起开启飞行新体验！

即日起，厦门航空“爱你一鹭”全系列正式登陆泉州啦！
这个冬日，解锁厦、福、泉三地始发，萌趣 or 浪漫？不一样的体验，一样的暖心！

升级儿童餐、收集飞行纪念章、体验小小机长 / 乘务长……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等你解锁

现在开始策划寒假旅程
带上萌娃，和“鹭小飞”＆“鹭仔”一同开启萌趣假日吧！

萌翻天的“鹭小飞”系列公仔书包、飞行护照、卡通餐盒、童趣手机支架、行
李箱贴贴纸，一大波旅行神器“一站式”集齐！

一、爱你一鹭  萌爱系列 鹭小飞旅行套装



   

获赠厦航小公民飞行护照一本，用航线印章记录每一次旅行的轨迹，
集满十枚还可兑换更多神秘周边！

我的飞行日记

萌趣儿童餐

小小机长帽 / 乘务帽



   

头等舱休息室、升级航空餐、创意纪念礼盒……
让我们来担任你的浪漫策划师

带上你最爱的人
在万米高空之上 相约一场跳脱日常的美妙旅程吧

泉州地面头等舱休息室全新加入
两人均可享受头等舱休息室服务，舒适空间，从容候机。

二、爱你一鹭  挚爱系列
头等舱休息室



   

双人升级航空餐 双人升级航空餐

阿拉斯加鳕鱼面、番茄牛小排蛋包饭、樱花卷寿司……名厨
定制美食、高级精酿美酒，安抚你和 TA 旅途中疲惫的胃。

限量 MINI 空姐制服版小熊，机组亲笔签名祝福卡片，为 TA 重拾初恋般的幸福感。

（以上价格不含机票，产品需在购买机票后额外加购）

产品价格
萌爱系列：399 元起

挚爱系列：双人享用 599 元起

立即定制

https://new.xiamenair.com/surprise.html




   

中菲新桥梁，泉州 - 达沃往返航线即将起航

11 月 13 日，在菲律宾达沃市代表团来晋访问期间，厦门航空与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菲律宾达沃市政府签署泉州 - 达沃航线开航合作

促进备忘录。

福建省外办主任王天明、菲律宾达沃市市长萨拉、菲律宾驻厦门

总领事付昕伟、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厦门航空副总经理黄国辉共同

见证签约。

厦航将于 12 月 18 日开通泉州 - 达沃航线，每周二班。根据协议，

三方将在航班销售、城市品牌推介、运行保障、旅游和文化交流等方

面积极协调，互通有无。

近年来中菲关系快速发展，菲律宾地方省份和城市与中国的交流

合作蓬勃发展，达沃就是其中的先驱和典范。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起点城市，也是大部分菲律宾华侨的祖籍地，许多泉州籍华侨落户于

南部达沃地区。

此次协议的签订，将为泉州本地商旅人士以及远在菲律宾的华人

华侨提供更便捷往来的平台，同时也将促进晋江市人民政府打造“海丝

起点、品牌之都”旅游业的推广。

10 月 27 日，厦门最具权威性的企业榜单——“2018 厦门企业

100 强”正式发布，厦航在该榜单中名列第六位，并荣获“改革开放 40

周年厦门 40 强企业”及“2018 厦门服务业企业十强”。厦门航空副总

经理黄火灶出席颁奖仪式。

　　“2018 厦门企业 100 强”排序活动由厦门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厦门日报社、厦门广电集团联合主办，各行业协会协办。经过13年打造，

百强榜单成为厦门企业发展的晴雨表，记录、见证并推动着特区的发展。

该活动于今年 6 月启动后，受到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评选结

果于 8 月份揭晓，伴随颁奖仪式的举行，为期四个月的活动圆满落幕。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百强榜单上的企业具有开拓、创新、引领、

可持续性等重要特征，它们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中最亮丽的一道

风景线，是特区人民爱拼敢赢的精神榜样，更是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

和成功案例。

厦门企业 100 强榜单公布 厦航获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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