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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fp.xiamenair.com/zh-CN/Compute/Exchange?depCity=&arrCity=&depCode=undefined&arrCode=undefined
http://uia.xiamenair.com/external/api/v1/oauth2/authorize?scope=user&response_type=code&client_id=WECHAT_WEB&lang=zh_cn&redirect_uri=http%3A%2F%2Fet.xiamenair.com%2Fxiamenair%2Fmcab%2Fmf.action


超值兑换

乐 享

荣事达多功能全自动养生壶 1.5L

EDEI 宜阁 八大功能白瓷电炖盅

康佳太极鸳鸯电火锅

小狗电器 真空推杆 / 手持吸尘器

原积分：9000

特惠积分 : 6800

原积分：5500

特惠积分 : 4000

原积分：17600

特惠积分 : 12700

原积分：22500

特惠积分 : 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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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5 月1日—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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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L 多汁多才料理机

原积分：18600

特惠积分 : 13300

http://shop.xiamenair.com/


超值兑换

乐 享

华帝（Vatti）智能餐具保洁柜

爱仕达杰庆两件套

TCL 多汁多才料理机

力博得声波牙刷 M.TIC 系列

原积分：32500

特惠积分 :24800

原积分：11900

特惠积分 : 8300

原积分：18600

特惠积分 : 13300
原积分：9600

特惠积分 : 12500

伊莱克斯电压力锅

原积分：40500

特惠积分 : 28900

活动时间：5 月1日—5 月 30 日

尚尼 佩格刀具 6 件套

原积分：39900

特惠积分 :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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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积分商城惠兑请点击：https://shop.xiamenair.com/

http://shop.xiamenair.com/


http://shop.xiamenair.com/Wapshop/countdownproduct_detail-5616.htm
http://shop.xiamenair.com/Wapshop/countdownproduct_detail-5617.htm
http://shop.xiamenair.com/Wapshop/countdownproduct_detail-5615.htm


http://www.hertz.cn/rentacar/reservation/?targetPage=reservationOnHomepage.jsp&refererUrl=&searchString=&id=64162&LinkType=HZLK
http://gohertz.cn/driving_license


雅加达，一座岛的可能性



雅加达，一座岛的可能性
撰文：周鸣之     摄影：陈健

主题旅游

悦 旅

雅加达，我已来来回回经过好几次，绕着城市至少转过六七圈。纵然我再自负于自己的方向感，仍

然对雅加达毫无概念。其一自然是公共交通不便，出门必以四轮代步，总接不到什么实际的地气。其

二则是当地华人太过热情好客，你完全无需思考，只要坐上车，便被带到各处转悠：金融街、豪宅区、

餐厅、荷兰街、博物馆……



主题旅游

悦 旅

窗外的风景好像万花筒一样变换着花样，

从破旧的工业街区到“阿尔的吊桥”再到超豪华

的金融区，转眼又是大片破败的贫民窟。这些完

全不属于彼此的区域硬生生地接壤在一起，仿佛

大块的撞色，找不到任何过渡的色彩。不知道为

什么，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要经过华人街，据说

98 年之后便人烟稀少。开车的老华侨给我们看

焦黑的大楼，只剩下水泥轮廓，突兀地耸立着。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圈有非常有趣的生态，

他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却大多

分享着共同的朋友圈子与消息渠道。他们大多富

有、空暇、极度热情。热切的寻求着来自各处华

人的消息。于是圈子中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群：商

人、小贩、艺术家等。占印尼人口 3.5% 的华人

群体，似乎也分享了这个国家的特征，好像一座

座零落在各处的孤岛，迫切地寻觅着其他可能。

印度尼西亚别称千岛之国，我一直以为是

极言其多，没想到就雅加达附近便有上千岛屿。

我也完全不知道将要去往其中的哪一座。9 点多

我们到达雅加达机场。台湾来的 Z 先生已经和

他的儿子在机场等候我们 1 个小时。Z 先生是

20 世纪 80 年代来印尼闯荡的台湾人，会说一

口带着台湾腔的印尼话。



主题旅游

悦 旅

出了机场，道路很快就变得崎岖而颠簸。因为是假期，路上摩托车多了

不少。常常一辆摩托车前后挤坐着一家三口，急匆匆地窜过车流间的缝隙，绝

尘而去。他们或许去往沿途的某个集市，或许跟我们一样去往某个小岛，作为

短途游的目的地。

TANJONG PASIR，意为海滩的一角。的确是个很小的海岛，环岛步行

恐怕也不需一个小时。岛上常住的只有几十户渔民，过的就是傍晚外出捕鱼，

天明方回的日子。恐怕唯有在节假日期间，才会如此热闹。我们被安排借宿在

当地的渔民家，一层楼的独幢小楼，宽敞而洁净。屋前屋后种着各式水果，椰

子、百香果、甘蔗、芒果、莲雾；举步五分钟便是海边。房东是个谦逊的当地

人，偶尔会学日本人的样子，梗着脖子开玩笑，我既不知道他那里学来的，也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

海岛上的生活有时太过美好，以至于显得很不真实。日上三竿我等便开

始了一天的蛀虫生活。一日三顿的各式海鲜，味道鲜美得令人落泪；每次散步

回来，一壶冰镇百香果，一筐甘蔗便已准备妥当；鸟鸣、海浪、椰子，衣食无

忧、阳光灿烂。不过，现实总会找机会把你拉回来这不如意的人间。比如用淡

海水洗澡后久久不能散去的黏腻的感觉，又比如说，当你偶尔来到排挡上想尝

个鲜时，却被递上一个油腻腻的勺子。



主题旅游

悦 旅

岛屿总能够提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否地理上的隔绝，被大海环绕，

会让人暂时挥别原本的自我，提供建构另外一个自我的可能性？至少我看到的

便是如此。Z 先生 80 年代便来到印尼，然而在这里娶妻、安家、生子。复制

着他父亲在台湾的经历，也继承了父辈的艰苦记忆和气质，节俭、勤奋，强迫

性的工作、视消费享乐为一种罪恶。即便如此，这样一个勤勉的人，在清澈与

蔚蓝的大海包围中，也难免不情愿地割舍下工作的萦绕，向儿子描绘起某个遥

远的海岛上的旧日时光，那里的沙滩细白，海水温暖，小船荡漾在二十年的回

忆与现实之间。

海岛上的游客大多是当日往返，夜晚海岛就重回静谧。月亮出奇的大，

没有任何阻挡，银色的月光如瀑布般倾泻下来，照亮了渔船与码头的轮廓。风

迎头送来海水的咸味。向远处望去，看到波涛汹涌的翻滚，一浪急切地追着一

浪。我知道那白色的浪花下面是黑色的礁石，扎得人踩不下脚。这里既不合适

冲浪，也不能游泳。潜水也看不到什么鱼，有的不过是石头缝里长着的水草，

还有被海水冲得七零八落的贝壳。



主题旅游

悦 旅

而我们又是来做什么？从一个海岛，来到另一个海岛上，过着半真实半

梦幻的生活。当你从一个巨大的虚幻里出来，的确很难分辨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我想起了在巴厘岛的日子，有什么比巴厘岛更不真实呢？人造的白沙海滩，奢

华的酒店，体贴优雅的服务，笔直高耸的椰树，阳光下的小憩和海浪上冲浪的

身影。一切都符合中产阶级的想象：一派自然之景。仿佛那就可以实现人们最

单纯的梦想，远离复杂而拥挤的城市与人际关系，拥有“简单而又最经不起推

敲的快乐。”

没错，只要你对于某些因为过于一致而产生的不自然继续视而不见，

一切都会很完美。你不会注意到所有的餐馆提供的是同样的食品，pasta、

pizza、salad；所有的巴厘岛人都训练有素，包括 70 岁的老妇都可以说一口

流利的印度尼西亚风格的英语；无论男女老幼都穿着热带风情的 Batik；全岛

都在卖充满了东南亚气息的精油肥皂。

眼里充斥着热带海岛的元素。或许你不会再看到其他的东西，因为其他

的景物不会构成我们对于巴厘岛的想象，反而会妨碍它原本和谐与一致。但是

偶尔总会这样或那样突兀的细节闯进来打扰你，我坚信我在巴厘岛一处纪念品

卖场里看到了画有云南东巴文字的茶垫。或许有另一种可能，上面什么文字都

不是，只是游离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古怪的图案，满足着游客关于异域想象力。

然而如今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似乎来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岛上，似乎什么

都很原生态，我坐着拥挤的客船来到岛上；吃饭得忍着恶心，接过油腻得令人

发憷的勺子；这里的贝壳类的工艺品都是当地的孩子亲手拼贴起来，廉价而粗

糙。这里没有优雅的海滩，你会惊悚地看到孩子们抱着黑色橡胶做成的救身圈

在肮脏而发臭的区域里游泳，不远处就有垃圾与粪便。我真的能够进入一个对

于洁净、舒适没有特别概念的“自然”的世界吗？



主题旅游

悦 旅

厦门航空开通青岛—福州—雅加达航线

航 程                      航 班                        时 间                           班 期  

青岛——福州——雅加达          MF821           14:10-16:10-17:55-22:45                  每日 1 班

雅加达——福州——青岛         MF822            07:05-13:50-15:40-18:05                每日 1 班

到最后，除了从 Lonely Planet 以及一系列其他地理类书籍里得到的刻板描述，我对这个国家几乎

形成不了完整的印象。我对“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偏好仍然一无所知。海岛

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想象呢？“他们”的谦逊与友好是原本如此，还是仅仅是对外国人表现出来

的疏离而客套的态度？当然，我并不需要承担人类学家的使命，也并非来挖掘真相，或许我的眼睛早已背

叛，早于我的意志在回避真实的细节。

在雅加达，我看到了关于一座岛屿所有的可能性。

以上均为当地时间。如遇航班调整，以实际执行航班为准。



【一触即发 鹭享豪情】白鹭俱乐部高端会员
趣味射击活动成功举办！



   

一触即发 鹭享豪情
白鹭俱乐部高端会员趣味射击活动成功举办！

4 月 13 日，厦航白鹭俱乐部趣味射击活动在突击
联盟厦门射击俱乐部举办。60 位厦航白鹭俱乐部
高端会员、大客户代表现场体验了充满竞技性、
娱乐性、挑战性的全新军事竞技运动。

实力对决 排位开赛

嘉宾分 3 组进行了趣味竞赛体验，他们的专心致志与热血激昂，

对射击运动精神做了完美诠释与演绎。来自特种部队、武警特战及专业

射击运动队的教练们一对一为厦航贵宾们进行射击教学和安保。

APSC 移动竞技射击挑战

射击运动新兴潮流，为贵宾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射击体验。



   

射箭挑战

怀着“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情壮志，屏气凝神中直穿一切。

实弹挑战

心里透着热，眼里闪着光，胆量与见识并增，真枪实弹，绝不手软。

英雄登场 不得无“礼”

经过实力的较量、激烈的角逐，谁是最终的“枪王之王”？斩获本

次比赛的奖品？丰厚的白鹭俱乐部积分大礼包、突击联盟射击卡、厦航

787 飞机模型、建发游艇价值尊贵出航礼是最棒的士气鼓舞，是最好

的荣誉加冕！







世界权威机构发布航企品牌价值榜单：

厦航增速全球第一



   

世界权威机构发布航企品牌价值榜单：
厦航增速全球第一

4 月 8 日，世界权威品牌价值评估公司 Brand Finance 发布 2019 年全球航企品牌价值榜单。达美航空以 101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首。厦

门航空第二次上榜，超越了国泰航空、荷兰皇家航空等众多世界知名航企，位列榜单第 30 名，以 69.6% 的高增长率，成为榜单中品牌价值增长最快、

名次提升最多的航空公司。

Brand Finance 成立于 1996 年，是当前世界顶尖的品牌咨询机构之一，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其年度品牌排行榜是全球唯一获得 ISO 官方认证

的权威榜单，获得全球各大商业机构追捧及认可。

最新发布的《Airlines 50 2019》榜单综合了企业财务数据、盈利能力、品牌实力等指标因素，对全球航空公司的品牌价值进行评估。中国内陆

航空公司共有 8 家上榜，其中厦航的名次较去年提升 12 名，来到榜单的第 30 名，品牌价值增长 69.6% 至 11 亿美元。国内三大航中，南航以 45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 6，东航、国航分别位列榜单的第 7 名和第 9 名。

近年来，厦航持续加强国际品牌推广，多项品牌跨界合作带来强势品牌曝光，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与联合国的合作在

全球备受关注，国际声量显著提高。



   

帮扶“摆摊奶奶”
厦航乘务长被赞“最美空姐”

三年前，年轻的厦航乘务长

王媛媛与 80 岁的摆摊奶奶李秋

花相识，从此，李秋花是王媛媛

的“厦门奶奶”，王媛媛是李秋

花的情感依靠，给老人带去许多

温暖。4 月 9 日，《海西晨报》

一则题为《摆摊奶奶和最美空姐

的半路祖孙情》报道引发热议，

新闻当事人王媛媛成了人们口中

“人美心更美”的“最美空姐”。

从偶然相识，到萌生“祖孙情”，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王媛媛一

直坚持帮助和陪伴老奶奶。正如

网友所说的那样：“行善易，但

坚持行善不易，这就是新时代应

该点赞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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