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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兑换

乐 享

荣事达 指触调光皮纹灯

凯兰帝 15 色非水溶蜡

外交官儿童拉杆箱

星辉婴童路虎三轮车儿童车

壳氏唯 
儿童便携餐具（汽车总动员 ）

原积分：21700

特惠积分 : 13000

原积分：6800

特惠积分 : 5000

原积分：23000

特惠积分 : 16300

原积分：32500

特惠积分 : 21900

原积分：22500

特惠积分 : 15300

更多积分商城惠兑请点击：https://shop.xiamenair.com/

积分商城婴童用品促销

活动时间：6 月 1 日—6 月 30 日

http://shop.xiamenair.com/


超值兑换

乐 享

乐高 LEGO
城市极地探险系列极地探险队

ZIB 智伴儿童机器人

星辉童趣3合1学步车

象印儿童保温杯

Richelieu
至远回力实木小飞机 ( 小号）

原积分：6100

特惠积分 : 4300

原积分：4900

特惠积分 : 3800

原积分：15600

特惠积分 : 11000

原积分：19700

特惠积分 : 14000

原积分：52000

特惠积分 : 35000

更多积分商城惠兑请点击：https://shop.xiamenair.com/

积分商城婴童用品促销

活动时间：6 月 1 日—6 月 30 日

http://shop.xiamenair.com/




仰光，一座热血、梦想与黄金之城



仰光，一座热血、梦想与黄金之城
撰文：少学汉 

主题旅游

悦 旅

我是徒步从旅馆走到仰光大金塔去的，也许徒步才能倾泻我崇敬的心情，徒步也带来意外的收获。

在途中，我路过了一座旅游地图上没有标注名称的寺庙。我走过去，这座寺庙叫做琉璃光寺，或许它

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寺院，可是它的玻璃外饰却吸引了我。整个寺院外墙均是用小玻璃块拼贴而成，

十分地别致。如果不是我用双脚前往，怎么会看到这样有趣和特别的寺庙呢，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如

果你总想计划好生活的一切，生活也就没有了趣味。

摄影_陈川



主题旅游

悦 旅

顺着大金塔路一直向前走去，两侧都是繁

茂的树木，大约是芒果树和酸角树，带着好闻的

气味。远远地望见大金塔了，我兴冲冲地加快了

步伐。就在即将要到大金塔南门的时候，我突然

发现马路边有一块被铁栅围起来的空地，里面有

几座没有标识的建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

走过去看看，似乎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

前往。

我疑惑地走进去，看着三个不同的建筑肃

穆却无名，只是机械地拍了两张照片。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西方人的长者，用英语

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的陵墓吗？陵墓？我心中略

略吃惊。老人告诉我说，他来缅甸已经4次了，

每次他都会来这里。这里埋着贡榜王朝末代皇后

朱普逻剌、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还有就是昂山将

军的夫人钦季。那不就是昂山素季的母亲？我问

他。他说，是的。我也不再言语了，默默地走向

钦季夫人的陵墓，深深地鞠躬。您是一位怎样的

英勇夫人支持着自己的丈夫，您是一位怎样的伟

大母亲养育了令人尊敬的女儿。而此时，那位长

者又同样像土地神一样消失了。 摄影_陈川



主题旅游

悦 旅

人们传说仰光大金塔已有 2500 年历史。不论传说如何，她的美丽与澄静

却是毋庸置疑的。走近大金塔，庄严的宗教氛围与人们虔诚的心境是那样的干

净透明，于是你也就被净化了，你甚至能感觉到身体的污浊在一点点地被抽空，

脑子里烦恼的想法也渐渐熄灭，所以你安静了，你不再追逐，于是你快乐了。

看着塔下或冥想或祈祷或膜拜的信众，你又能在空气中触摸到一个个鲜

活的明净灵魂。我不禁想起就在这个平静的地方，2007 年 9 月 24 日这天，

却聚集了 2万僧尼，他们和 3万民众一起走向软禁着昂山素季的房舍，为了

自己国家的民主进步而勇敢前行，他们也因此遭到了暴力的驱逐和镇压。过去

四佛就这样见证着世间无明带来的纷争和暴力。然而，佛虽不语，人们心中的

正义和自由却是永不磨灭的。

大金塔下的座座小塔，也是一尊尊慈祥的佛像，世间的一切，就在他们

的眼中。也许我们此生不能参透五蕴皆空，但是人人都能明白自己的人生都来

源于自己的心。什么样的心对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对待你。也许不能此生得悟

涅槃，但是只要知道世界皆因我执而流转，人们是不是可以矫正自己的无知，

获得真正的幸福？我看着塔下老僧吟诵着古时传下的经典，年轻人正在努力修

葺着塔上的建筑。

离开大金塔，我又徒步走回仰光的闹市区，仰光市区虽然不大，但却热

闹非凡。路上有各色行人，单从肤色，你就能判断哪些是缅甸人，哪些是华人，

哪些是印度裔。而星罗棋布的佛寺和佛塔间也竖立着教堂和清真寺。人们就这

样平和友好地生活在一起。所以所谓和谐，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善良友爱、平等

交往，不是几句口号掩盖不平等和压抑就能实现的。

路过昂山路，必然会走到昂山市场，这里也是许多外国游客购买当地特

色产品的地方。这个国家，昂山将军尊为国父，有昂山雕像、昂山路、昂山市

场。昂山市场里有各种当地手工艺品和日常用品，也有珠宝玉器买卖和私人兑

换货币的业务。在这里华人一般从事黄金玉器珠宝的业务，许多金店的招牌也

有中文标识。看着这些人，我总在想，当游子漂向远方的时候，才会更加怀念

家乡。文化和血脉相交织，把你我定在一个个时间和空间、历史和现实的坐标

上，使得你是你，我是我。这些天涯的移民，从未忘记家乡，并且努力保存着

自己的文化。

摄影_陈川



主题旅游

悦 旅

在昂山市场的狭小楼道里转悠，我意外地发现了好些类似画廊的地方，原来是一些人在这里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这些画作热情而含蓄，让人能感到其中包孕

的精神力量。后来走了蒲甘和曼德勒，我才知道缅甸遍地是画家，人们喜欢用画笔来描摹生活和理想。

走到仰光南部的闹市，就会看到枢来塔，这是立于十字路口中间一座塔。据说塔址所在的地方原是本土神枢罗罗多的家，帝释天曾与他讨论过去四佛的遗迹所在地。

非常不巧的是我到时候，枢来塔正在整修，只能看见它被草垫包裹的身躯。路过枢来塔向东，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广场和环绕它的西式建筑。这些都是英国殖

民时代留下的烙印。这些建筑虽年久失修，却依然美观大方。在这些西式建筑的对面就矗立着高大的缅甸独立纪念碑，那是昂山将军和无数缅甸民众用生命和奋斗换

来的，只有他们才会永远在镌刻在人们的心里。“一座热血、梦想和黄金之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居住于此时曾这样描述仰光。这座城市的背后积聚着力量，

那是排山倒海向着自由和幸福奔涌的力量，那是勇往直前为了自己所爱的国家、民族和家人而抗争的力量。

摄影_陈川



主题旅游

悦 旅

Tips

·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曼德勒

和内比都国际机场进入缅甸时，可以办理落地签

证，签证费用为50美元 /人，停留期限为30天。

·仰光不允许骑自行车，所以只有坐车和步

行的方式游览，公交车较为拥挤，目的地较远时

可以选择打车。仰光的马路标识，如果方向感不

好，建议不要步行。

·仰光的特色小吃是全缅甸最多的，有缅式

的拌菜、中式的砂锅、印度咖喱等等。

摄影_时代树暴走





伴您商旅出行 一鹭高飞



   

伴您商旅出行 一鹭高飞

厦航中信银行联名卡新玩法上线！

现在办理联名卡，享受超值大福利！

话不多说，赶快来解锁！

攻略一：新户超值购

活动时间：即日起 --2019.6.30

首次办理厦航中信银行联名卡成功后

可使用 9 积分权益 + 指定金额

购买超值好礼，活动期内每客户限兑 1 份

具体数量以兑换页面展示为准

共有15款好礼任你选，
礼品限量，先到先得！



   

攻略二：新老客户同享，好物 1 元起分期购

活动时间：即日起 --2019.6.30

首次办理厦航中信银行联名卡成功的新客户

获得“新客户专享”权益

可兑购指定活动商品

每客户每款活动商品限购一件

攻略三：即办即享代金券 承包你的吃喝玩乐

活动时间：即日起 --2019.7.31

活动期间每周三、周六上午十一点

可购买指定商户 5 折代金券或买一送一代金券

更有天天友券，可不限时购买指定代金券

成功购买后，有效期内均可使用

以上为新户专享，
更多精彩好物请登
录动卡空间查询

以上为新老客户同享，
更多精彩好物请登录
动卡空间查询

还有更多优惠券，抢券路径：动卡空间—活动—精彩 365

点击以下链接，立即办卡，乐享轻奢生活！

注：以上活动详情请以中信银行信用卡官网公示的相关活动细则为准。

点此立即办卡

http://creditcard.ecitic.com/shenqing/xiahangka.shtml?sid=ECCXHHY


厦航斩获民航服务峰会 7 项大奖



   

厦航斩获民航服务峰会 7 项大奖

5 月 8 日至 9 日，第五届民航服务峰会在广州举行，现场揭晓 CAPSE 航空服务奖榜单。厦航一举夺得 2018 年度“最佳航空公司”“最佳地面服务”

等七项大奖，成为年度最大赢家。厦航已连续 6 年获评“最佳航空公司”，连续 27 季度在旅客服务测评中位列内地航空公司榜首，地面服务、机上服务、

客舱设施、机上娱乐等关键旅客体验指标长期保持国内领先。

本届服务峰会以“创新服务 营销未来”为主题，围绕新形势下旅客满意度提升、智能科技在民航服务中的应用等话题，邀请行业领袖、业界权威

和主流媒体人士共同探讨新环境下的民航服务转变。在峰会前举行的航空创新服务展演大赛中，空中乘务部凭借“天际侍酒师”特色服务，夺得“创

新服务奖”；地面服务保障部凭借“通程航班”中转服务，获得“优秀创新服务案例奖”；空中乘务部苏新然获“民航服务之星”。

去年以来，厦航各服务单位秉承“以诚为本，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在厦航服务质量委员会的领导下，整体联动、密切协同，积极开展服务质

量体系建设、服务质量攻坚等专项行动，推进落实 37 个服务督办，实现服务质量提升，打造“精、尊、细、美”的厦航式真情服务，收获旅客的高

度信赖与肯定。



   

厦航“联合梦想号”顺利试飞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5 月 13 日，是载入中国民

航史的日子，也是厦航历史上值

得骄傲的日子。带着厦航人 35

年的奋斗和梦想，“联合梦想号”

与中国民航客机的 superstar

们齐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厦航

蓝惊艳了全场！跟南航的巨无

霸 A380、国航的空中女皇波音

747、东航的墨镜侠 A350 比肩，

厦航的波音 787“联合梦想号”

格外醒目，飞机滑行时，阳光在

机身上划出的光轨，在人们心中

留下了灿烂的记忆。

试飞成功的背后，凝结着厦航人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寄托着厦航人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从 4 月 28 日接到试飞

任务到 5 月 13 日完成任务，一共两个星期，这两周，多少

厦航人不眠不休地奋战，没人叫苦，没人怕难。从领导到

员工、从总部到分公司，所有相关的人不等不靠、拼尽全力，

大家都怕自己少做了事，都主动“扑”上去对接信息和具

体工作……厦航精神，在此次保障中集中显现、熠熠闪光。

这一天，大兴“沙场阅兵”，厦航不辱使命，充分展

示了自己的形象和实力，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扬。“联合

梦想号”与三大航一起，在北京载着满满的期待起飞，收

获满满的信心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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