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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专享

厦航每月9号会员日，航线特惠、商城惠兑、旅游及酒店产品等众多好礼不断！
厦航官网、厦航 E 鹭飞 app、厦航官方微信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悦旅
精心定制出行计划  打造精彩旅程 LET'S GO
Travel



大约四年前，曾在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中读到一句话，“爱之于我，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英雄梦想”这四个字，像一股电流击中了我，让彼时刚刚毕业在北京每天挤公交辛苦上下班的我，在忙碌和迷茫中，心

里多了一些浪漫的憧憬。直到遇见他之后，我开始确信，你总会找到一个人，你们心灵相通，有共同的兴趣，既能一起面对生

活的鸡毛蒜皮、一饭一蔬，也能一起追求自由、探索未知，一起去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生。

而长滩岛的旅行体验，既有初恋般的兴奋，又有热恋般的疯狂，既有爱情的梦幻和浪漫，又饱有烟火气，宁静而心安。

长滩岛，浑身是爱
撰文、摄影：雪粒 Shirley



到长滩岛旅行的人，最不会错过的大概就是白沙滩和日落风帆了。

当我的脚踩在白沙滩的那一刻，兴奋的心情犹如初恋。“亚洲最美沙滩”

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这里的沙子是我见过最细腻的沙子，绵绵无

尽长达四公里，让人想从早呆到晚，就这么消磨掉整整两三天的时光。

白天，如果涂了防晒和椰子油懒懒地一躺，就可以尽情享受阳光

的亲吻；或去海里游泳，来一些风筝冲浪、水上滑板等水上运动。当然，

再配上一杯冰啤或长滩岛网红饮品芒果冰沙，更是无比惬意。傍晚，

和爱人牵手沿着沙滩椰林漫步，坐帆船出海看最美日落。

白沙滩上最让人回味的是日落风帆，美到让人热泪盈眶。犹记得

当天，夕阳的金光洒在脸上，傍晚的海风吹拂着头发，轻触皮肤，时

不时溅起的浪花冲刷着双脚。此情此景下，对身边人的爱意仿佛也更

浓了。

长滩岛给我最大的惊喜是一个叫魔幻岛的离岛。在这里，情侣们

手牵手挑战跳崖，刺激和疯狂的感觉就像热恋一般！很多人都给自己

设置过一些 30 岁之前要尝试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平日里很少去做，有

些疯狂，有些挑战自我，譬如“30 岁之前尝试一次裸游”，“30 岁之

前和 30 个陌生人亲吻拥抱”等等。跳崖，也是我想尝试却又有些恐惧

的事情。还没站在跳板上我就已经开始害怕了， 而这种刺激的活动，

只要成功尝试了第一次，就会兴奋地想要挑战更高难度。魔幻岛的跳

崖有 3 米、5 米、7 米、10 米，难度在一点一点往上增加。我从 3 米

开始，挑战到了 5 米。到最后像玩疯了一样，在跳板上冲刺跑着跳下去。

在长滩岛上的我就像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自由自在，无所畏惧，不断

刷新自我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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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滩岛似乎有一股魔力，无形中感染了我。这里的每个人仿佛都挣脱了平日那循

规蹈矩的生活，释放出真性情，宛如热恋中的人一般，为了爱奋不顾身。

普卡是长滩岛第二大海滩，以贝壳闻

名。所以沙滩到处都装饰着好看的贝壳，

充满浪漫色彩。让普卡沙滩增添另一层甜

蜜气息的还有沙滩婚礼，情歌女王梁静茹

的婚礼也曾在这里举行。我第一次来到普

卡沙滩是在傍晚，刚好赶上日落，在夕阳

的余晖中，普卡沙滩显得宁静而神秘。往

热恋进行时

浪漫烟火气

沙滩远处走去，一对新人在举行简单而浪漫的西式婚礼。新娘洁白的婚纱映衬着新郎

白净笔挺的西服，所有来宾一并白色着装，显得圣洁而美好。每个人脸上都散发着由

衷快乐的笑容，一切如梦似幻，我仿佛闯入了一场童话之中。

Dmall 是海岛上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是长滩岛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指地理位

置的中心，而是指整个长滩岛沙滩由此散发开的著名集合点，也是岛上最有名的购物

区和美食区。但是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也是天壤之别，喜欢的人趋之若鹜，不喜欢的人

避之不及。

不喜欢它的人是因为这里热闹嘈杂，

不像是一个宁静海岛该有的样子；喜欢的

人则是因为在这热闹嘈杂中，透着浓浓的

人间烟火气。这里有美食，有乐队演出，

有通宵派对，有长滩岛独特的火舞表演，

还有隐秘在酒吧后的菲式“马杀鸡”。



Tips:
1. 长滩岛使用的货币为比索（Peso）（简写 P）是菲律宾货币的单位，1 RMB ≈ 7.6 P。国

内兑换比索较为不便，建议在国内兑换美元之后，在菲律宾当地用美元兑换比索。

2. 游客到达卡利博机场后，需乘坐约一个半小时的大巴到达卡迪克兰港口，换乘当地人称为

螃蟹船的机动船约 30 分钟抵达长滩岛。在机场外现场购买大巴的票价约 600 P/ 人，网上提

前预订会更便宜，注意预定时留对姓名，当地工作人员是拿纸质名单确认的。

3. 在长滩岛消费是需要支付小费的。所以建议每天早晨在离开酒店房间时，可放 20 P 作为

给打扫房间服务员的小费，行李员提拿行李也请按国际礼仪支付小费。

以上均为当地时间，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航空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起开通福州至菲律宾卡利博航线

班期：周三、五、七

MF8687

福州 15:00—— 17:50 卡利博

MF8688

卡利博 18:50 ——21:40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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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是喜欢 Dmall 的，因为美食对我来说是旅行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有了美食，爱情也才更美味。长滩岛的旅行，我尝试了浪漫的

蜜月餐，也在小巷中跟着地图寻寻觅觅找了超人气的苍蝇小馆，还尝

试了岛上最有特色的餐厅。

我的蜜月餐安排在 ChaCha's，这是长滩岛在 TripAdvisor 网站上

排名第二的餐厅，位于最热闹的 S2 区域。在月光笼罩中的沙滩上、在

茂密的椰树下，吹着阵阵温柔的海风，一边光着脚丫踩在白沙滩细密

的沙子上，一边享用海鲜和鸡尾酒，此情此景是在城市里多少高级餐

厅都享受不到的体验。

旅行的时候，我对那种店面很小但在当地又很有人气的苍蝇小馆，

有着非一般的执念，总觉得那些不知名的角落里才最富有当地特色的

生活气息，也最有可能获得一些特别的美食体验。我成功找到了位于

Dmall 一条小巷子里的人气小店 smoke，这家店的牛骨汤非常出名，

是每一位到店客人不可错过的必点项。

而岛上最有特色的就餐体验是位于 Dmall 的霍比特人餐厅，这家

餐厅的卖点在于服务员。菲律宾有一种当地人，个子普遍矮小，基本

上都在 150 cm 以下，像小矮人一样。霍比特人餐厅的服务员都是这种

小矮人，来这里就餐就像进入了电影《霍比特人》的世界。

也许是因为长滩岛充满着爱，所以才能让人感受到爱；因为感受

到爱，所以来到长滩岛的每一个人，都做了一场最甜蜜的梦，不愿醒来，

不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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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9 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在厦门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并联合发行民生 • 厦航白鹭联名信用卡。厦航副总经理黄国辉、民生银行总行副行长林云山

等出席仪式 , 厦航客运营销委员会党委书记陈蓉与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陈大鹏共同完成

了揭卡仪式。

民生厦航白鹭联名信用卡，既是民生银行信用卡，又是厦航白鹭会员卡，二卡合一、尊

享权益！联名卡持卡人除可享受民生信用卡为其带来的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尊贵的增值

厦门航空与中国民生银行达成战略合作

服务礼遇，全国万家商户特惠权益外，

在厦门航空及其合作伙伴消费，更可享

受厦航白鹭会员权益及积分服务！

厦航副总经理黄国辉表示，厦航与

民生银行携手合作，将学习民生银行变

革转型的创新经验，继续深入挖掘双方

在投融资、国际结算、数字营销、客户

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并通过金融服务与国企改革

的有效结合，推进厦航“五个一流”战

略目标的实施，助力厦航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共同承担起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

使命和社会责任。

“信用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

消费主力日益年轻化与国际化，只有细

分目标市场与客群，提供差异化产品与

服务，不断刷新客户用卡体验，才能赢

得用户拥趸。”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

裁陈大鹏表示：“此次与厦门航空联合

发行联名卡，目的就是提供差异化产品，

让持卡人享受更高级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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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由消费者报告、中国品质消费测评联盟和 CEC 消费者体验中心联合主办的品质消费

中国行 2017 年度大奖评选结果在京揭晓，厦航荣获首届品质消费中国行 2017 年度服务金奖，同时也

是服务业和民航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该奖项完全由消费者测评组织和消费者评选，不受任何企业干预。活动高擎“品质超越国标”大旗，

为在第三方测评中表现优异的品牌点赞，同时为促进第三方测评发展的机构、媒体和个人加油。

国家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等部委和

协会相关负责人，以及数十位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人、专家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况。

在消费升级大潮中，品质消费成为大势所趋。厦航将继续坚持“重视质量，崇尚创新，追求卓越”

的质量精神，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水平，真正做到以质量保安全、创效益、树品牌，提高厦航在全球

民航业的核心竞争力。

厦航荣获首届品质消费中国行
2017 年度服务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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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开通新航线
北京—哥打基纳巴卢

1 月 16 日，厦门航空正式开通北京 - 哥打基纳巴卢（沙巴）航线，这是北

京首条直飞东马来西亚的国际航线。该航线开通后，从北京前往东马来西亚的

旅客将不需要再到上海、广州、吉隆坡、首尔等地进行中转，将可以节省至少

4 小时的飞行时间。

首航仪式上，扎伊努丁大使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对厦航北京 - 哥打基纳巴卢

航线的顺利开通表示祝贺，感谢厦航为促进两国人

员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的努力。扎

伊努丁大使表示，习近平主席 2017 年 5 月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表重要讲话和倡议

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旅客前往马来西亚，也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航班开通，这都将促进两国关系进一

步发展。扎伊努丁大使也真诚邀请中国朋友前往马

来西亚贸易经商、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

北京 - 哥打基纳巴卢航线是厦航历史上首条北京

始发国际航线，同时也是厦航积极顺应首都机场大

型国际航空枢纽转型要求、将自身航线网络规划与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结合的重要航线。为全

力做好北京 - 哥打基纳巴卢航线开航工作，厦航提前

一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确保新开航线符合运行安全

标准，契合市场客源需求。目前北京 - 哥打基纳巴卢

航线刚开航就受到华北地区旅游休闲度假群体的热

捧，截至春运开始前的所有航班预售客座率均已突

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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