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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在西雅图邂逅一场花雨
撰文、摄影：Ella

主题旅游

悦 旅

说到樱花，很多人会联想到日本，其实在美国的西北部城市西雅图，也有一大片樱花会在每年春天悄然绽

放。蓝天与白云为伴，一路繁花微笑似锦，初绽的樱花璨若星辰，花蕊粉中夹杂点白，白色又映衬点粉，柔软

可爱，处处都彰显着无言的美好。西雅图是个有雪山和大海相伴的浪漫城市，这里与爱情有着深深的羁绊，四

季常青树木葱郁，被人们称为翡翠之城。来西雅图旅行除了派克市场，星巴克咖啡店等等，百年名校华盛顿大

学更是不能错过的目的地。而被当地人戏称为“三俗”的分别是：德国小镇、郁金香和华大赏樱。这是西雅图

居民们一年一度无法错过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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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创建于 1861 年，占地 700 多英亩，在 2018 美国 U.S.News 全球大学排名中

获得第 10 位，还被多次评为美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这里的建筑大多以哥特式风格为主，

门柱与窗框上都雕刻着精致的花纹。红场（Red Square）中央的苏萨罗图书馆（Suzzallo）是

校园中十九个图书馆中最大的一个，来到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会觉得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

法世界，彩绘的玻璃窗和华丽的吊灯营造出奇幻的色彩，日落时分，光影斑驳，交相辉映，仿佛

时间都静止下来。天气晴朗时，沿着红场的台阶走下去，便可以遥望到雷尼尔雪山。校园里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最有名的还是这条绚烂缤纷的樱花大道。樱花大道上种有 31 棵百年老树，是

由日本市长尾崎行雄在1912年捐赠的吉野樱，树龄超过百年。一开始它们被种在华盛顿州植物园，

1962 年因为市政建设的需要，它们被一起移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里，组成了今天的樱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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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华大校园里总是

人头攒动，或一家老小，在樱花树下赏樱漫步，或三五好友成

群结伴，在缤纷的花海中野餐聚会。哥特式建筑搭配着洋洋洒

洒的一大片或深或浅或浓郁或清淡的粉红粉白樱花，仿佛连空

气都沾染了淡淡的粉色。满眼的樱花，微风吹拂着飘落的花瓣，从眼前缓缓落下，撒落在草坪上，

星星点点，充满着诗情画意。还有很多新人选择在这个时间穿上美丽的婚纱，留下幸福的回忆。

其实在华大校园里，除了樱花大道之外，还有很多棵樱花树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

Drumheller Fountain 旁边的几棵就是在 2012 年由日本商务部代表日本人民向华大捐赠的。

如果你想躲开人潮，可以在地图上的粉色区域中耐心寻找，相信一定会有惊喜。喜欢日本文化

的你别错过一年一度的西雅图樱花日本文化祭，全方位的体验包括日本传统游戏、书法、舞蹈、

艺术手工等等。如今的华大赏樱活动，已经不光是看花本身，还发展成了融艺术、音乐、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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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及花道等为一体的文化项目。每当樱花绽放之际，人潮如织，无论种

族和性别，无论来自世界的何处，人们都沉浸在这极度惊艳又转瞬即逝的美丽中。

这是日本樱花在美国的史海钩沉。

樱花满开的时间每年都是不大相同的，所以每年华盛顿大学都会在官网上

提前预测开花的时间。据华盛顿大学园艺师 Sara Shores 介绍说：“樱花满开

受到温度和阳光的影响，如果连续几天气温高于 50 华氏度，樱花会迅速绽放，

相反的，如果持续低温，花期就会延迟。

如果你不幸错过了樱花花期，别急，从四月一号到三十号都可以来观赏

全美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郁金香种植基地。在距离西雅图市区 1 小时车程的

Skagit Valley 有占地超过 1800 亩的花田，里面种植了上百万的的郁金香，形

成了一望无际花的海洋，色彩缤纷，姹紫嫣红，很是壮观。纯白、艳红、金黄、

淡紫，你能想像到的各种颜色似乎都被郁金香抢尽锋头了。Skagit Valley 最出

名的两个农庄是 Roozen Gaarde 和 Tulip Town。这两个农庄都能让你感受缤

纷色彩的夺目，绵延的花田、荷兰风车，更让你有种置身欧洲的错觉，最特别

的是精致的园艺造景，绝对让你流连忘返，还可以顺路买个你喜欢的郁金香球

茎带回家。每年四月的郁金香节每每吸引大批游客来 Skagit Valley 赏花，除

了看各种颜色的花朵相映成趣，活动还包括艺术季、品酒 tour、摄影比赛、跳

蚤市场等，也会有街头表演和美食摊。

也许是多雨的气候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温柔和浪漫，而绚烂的花季更是让这

里到处都充满着诗情和画意。落英缤纷的春季，西雅图成了一座甜蜜的造梦之城，

为你造出一场不愿醒来的美丽童话，装点了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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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盛顿大学，你还可以去哪里赏花？

华盛顿植物园
华盛顿公园植物园（Washington Park Arboretum）位于西雅图市区东

北部，占地 230 公顷，偏好骑行的游客可以在公园骑自行车。公园北麓的蜿蜒

小径适合闲庭信步，在这里除了樱花，你还能观赏到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植物。

园内还有几个隐秘的游泳池和野餐点，可以带着零食，看人们在华盛顿湖内划

皮艇，尽享着惬意的午后。

门票：免费

地址：2300 Arboretum Drive East, Seattle, WA 98195-8010

斯诺夸尔米瀑布
斯诺夸尔米瀑布（Snoqualmie Falls）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斯诺夸尔米

市和福尔市之间的斯诺夸尔米河上。这是华盛顿州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拥有

一座两英亩的公园、观景台、礼品店以及负有盛名的高达 82.3 米的瀑布。树林

里夹杂着许多樱花树 , 绿油油一片偶尔有粉色点缀，犹如世外桃源。

门票：免费

地址：6501 Railroad Ave SE，Snoqualmie, Washington, 9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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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空厦门—深圳—西雅图航线

郁金香节
郁金香花节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活动场地，主要范围

是在 La Conner 和 Mount Vernon 间的郁金香花田，尤

其以面积最大的 Tulip Town 和 Roozen Gaarde 农场为

主。游玩时建议穿深色鞋子 ( 或者雨靴 ), 花海道路泥泞。

带上一定现金 , 郁金香卖门票的地方有两条队伍 , 现金买

门票的队伍排队的人大大少于信用卡付款队伍。

门票：Tulip Town 参观费每人 7 美元，6 岁及以下

儿童免票，停车免费；Roozen Gaarde 参观费每人 7 美

元，5 岁及以下儿童免票，停车免费。

Tulip Town 地址 : 

15002 Bradshaw Rd, Mt Vernon, WA 98273

Roozen Gaarde 地址 :

15867 Beaver Marsh Rd, Mt Vernon, WA 98273

航 程                    航 班                      时间                     班 期 

厦门—深圳—西雅图            MF845            09:30-12:50-09:25          周一、周五

西雅图—深圳—厦门            MF846            13:25-18:15-21:40            周一、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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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最值得去的旅行地，
还有 850 白鹭积分等你领！

 Los Angeles 洛杉矶

《爱乐之城》的背景地洛杉矶，不仅是个

浪漫之都，还是个几乎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旅行

天堂。

 Sydney 悉尼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在悉尼你可以

看到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悉尼歌剧院，

还能在悉尼海港大桥吹吹风，而达令港的音乐

焰火更是不能错过。

 Singapore 新加坡

新加坡曾被全球最受欢迎的旅行杂志《 

Lonely Planet 》评选为十大最佳旅行国家

Top 1。这里一直是各大假期游玩的不二选择：

其距离近、景点多，吃喝玩乐统统都能满足你。

2019 最值得去的旅行地

2019 年已来临

你的旅行小目标准备好了吗？

小编安利你



   

2019 年必去的地方还有
墨尔本、阿姆、曼谷
巴黎、西雅图、纽约
……
每个地方都想去 ? 但你知道吗？
这些地方厦门航空都有直飞航班哦
而且你还能租车自驾，自由畅游

现在只要你有
中国驾照 + 驾照国际认证件
就能在美国、澳洲、泰国等近 200
个国家租车自驾了

厦门航空联合国内领先的
出境自驾游租车平台——租租车
给大家准备了出国租车福利大礼包

福利一

白鹭会员通过下图专属链接

即可免费办理

驾照国际翻译认证件

每成功办理一本更可获赠 50 白鹭积分哦

福利二

白鹭会员通过下图专属链接进行租车

每消费满 10 元赠送 3 白鹭积分

最高可享 800 白鹭积分

http://l.zuzuche.com/DYuxW2
http://m-f20196642.zuzuc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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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乘务员亮相央视元宵晚会

2 月 19 日晚，厦航蓝天白鹭艺术团亮相 2019 央视元宵晚会，与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一起，

动情演绎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精彩表现被各大媒体报道，广获好评。

此次央视元宵晚会对《我们都是追梦人》进行了重新编排，邀请“中国梦”的建设者们发

声。厦航蓝天白鹭艺术团、警民携手小 V 创团，一汽大众流水线合唱团、北京大学教授合唱

团等 72 名一线工作者们参加演出。

晚会上，厦航靓丽的蓝色在演出者中十分亮眼，厦航乘务员随着音乐的节拍挥动双手，饱

满的精神状态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台下掌声不断。



万米高空送祝福 体验别样中国年

2 月 4 日、5 日正值除夕、大年初一，厦航空中乘务部在厦、福、杭、京、湘五地 10

个航班上开展了“‘猪’报平安，一鹭到家”春节机上主题活动，并精心推出“猪报平安”

系列新春特色服务产品，为旅客献上满满“猪福”，让广大旅客体验到别样的空中中国年。

空中乘务部对客舱进行精心布置，贴上福字和主题贴纸，四处洋溢着中国红的元素。

活动中，乘务组统一佩戴红围巾，向旅客们拜年，同时为旅客分发新年红包、新春糖果等

精美礼物，最后还邀请旅客填写心愿卡，在万米高空说出新年愿望和祝福，并与乘务组与

合影留念。现场活动气氛热烈，受到广大旅客的一致好评。

多样地面服务 温暖旅客回家路

2019 年春节，厦航地面服务保障部牵头在厦

门、福州、杭州、北京、天津、长沙、泉州七地同

步开展以“爱，让思念落地”为主题的春节特色服

务活动，亮点纷呈，将“人生路漫漫，白鹭常相伴”

的服务诺言与“阖家欢乐，顺遂平安”的美好祝愿

传播到各个家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春运服

务的文化附加值，让旅客在春节期间体验到浓厚的

节日氛围，并且感受到厦航服务的多样化与人情味。

美食传情 品尝爱的味道

如何在餐食中体现厦航的优质服务理念，厦航配餐空厨团队不断寻味厦、福、泉、津四

地节日美食。从除夕到大年初二期间，厦航在机上旅客餐中推出枸杞年糕、福州芋泥、红糖

发糕、水饺、凤梨酥、天津麻花、糖果等具有浓郁中国节日特色产品，配以新版春节餐盒，

与“厦航美食，爱的味道”主题相得益彰，表达“阖家欢乐，顺遂平安”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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