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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的枫叶



寻找最美的枫叶
编辑：庄雯莎     图片：加拿大 BC省旅游局

“生活中缺少枫叶还有什么意义。”说起加拿大人对枫叶的热爱，大到国旗中央的火红枫叶，小至各种工艺

品以及用具餐垫上的枫叶标志，都彰显着国人的枫叶情结。秋季是和“枫叶之国”加拿大坠入爱河的季节。整个

秋天，加拿大的枫叶如打翻的染色盘般，红的、黄的、橘红的、褐色、金黄的色彩掩映在碧水蓝天之间，空气

之间弥漫寒意，纷纷白雪点缀山头，呈现出了绝美的油画景致。

在枫叶国玩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是徒步，或是划船，或是自驾，又或者搭乘小火车。



说到赏枫，自驾无疑是大部分人首选。老司机们

最开心的是，我国的驾照也能在加拿大使用！

枫叶大道名声在外，是加拿大著名的一条赏枫路。

但它其实并不只是一条路，它是连接多伦多、蒙特利

尔、渥太华、魁北克的 40 号、417 号和 407 号三条

公里。枫叶大道总长 800 公里，沿途穿越峡谷、河流、

山峦和湖泊，红枫处处，景致非凡。

尼亚加拉大瀑布是“枫叶大道”的西部起点，尼亚

加拉河水从断崖上倾倒而下，场面极为震撼。每年 9

月，枫叶衬托着尼亚加拉大瀑布，从此揭开初秋的序

幕。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受瞩目的城市，这里拥有傲人

的城市风景线。这个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在秋天更是

令人陶醉。

自驾赏枫



驾车从多伦多市区沿 400 号公路北上，就到了加拿大情侣最钟爱的蜜月湖——

马斯可卡湖。诗情画意般的隐世天堂阿岗昆省立公园，依山傍水，枫叶倒影染红湖面，

仿佛仙境一般。

沿着省立公园继续北上，就到了渥太华。两岸如画的丽都运河连接圣劳伦斯河

和渥太华河，城堡般的国会大厦矗立在国会山麓，俯视渥太华河。枫叶包围着的国

会大厦，更显壮观。

继续行驶 200 公里，就到了“北美小巴黎”蒙特利尔。著名的皇家山公园，站在

山顶可以俯视蒙特利尔全景和圣劳伦斯河。秋天，枫叶遍布整座山谷，这便是加拿

大的枫叶之美。

“枫叶大道”的最后一站就是历史悠久的魁北克城，全球景色最佳的赏枫之城就

是魁北克。枫叶将整个城市渲染得格外浪漫。

一路上，湖光山色与枫林相辉映，驾车自由穿行在这条公路上，山川连绵起伏，

一旦踏上这条公路，便会完全沉浸在如画的风景里，期待每一次转弯的惊喜。

推荐地：枫叶大道



位于安大略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距离多伦

多不远，所以成了安大略最受欢迎的赏枫地。每到秋

天，多会有许多人前去露营赏秋。

这里最佳的游览方式是者划船，信步走在公园湖

畔的森林里，满眼火红绚烂，醉人秋色美不胜收。搭

乘游船畅游在清澈宁静的千岛湖上，秋天的千岛湖枫

景优美，充满英式风情的建筑小城堡，会让你觉得好

像走进了北欧童话小镇一样。

乘游船畅游千岛群岛，是秋季最写意的赏枫行程，

整个水域就像是个美丽的世外桃源，绚烂的枫叶满天

飞舞，俯拾皆是旖旎风光。两岸的湖光山色一览无余，

热烈浓艳的红叶倒映在湖面上，仿佛一团火焰直直烧

进水中，灼目耀眼。

推荐地：阿冈昆省立公园

游船赏枫



火车在加拿大历史悠久，火车能够让您深切领略

加拿大，这是其他交通方式都无法胜任的。

倚靠在宽敞的座椅上，休闲地欣赏眼前滑过的一

幅幅乡村美景，体验一次身心放松的旅程， 没有哪

种交通方式能像火车一样让您如此轻松自在。

而加拿大的赏枫景点众多，若干条火车观光路线，

赏枫体验更是与众不同，如果有些厌倦自驾赏枫的朋

友，一起乘坐加拿大的观光游览火车去赏枫吧，在列

车运行途中欣赏色彩更替秋叶变换。

加拿大的落基山脉，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一块宝物。

而秋季的到来让这呈现了不可方物的极致美景。当郁

郁葱葱的森林逐渐变了颜色，满目橙色至深红，点缀

着耀眼的金色枫叶。

赶在冬季来临之前，踏上加拿大落基山之光的末

班车，从低纬度的温哥华和坎卢普斯，到高纬度的班

夫和贾斯珀，色彩的层层变换。

火车赏枫



亚加华峡谷位于苏必利湖畔东岸，一到秋天，这里便迎来了最美好的时节。如果你的时间充裕，可以在著名的枫叶之都苏珊玛丽登上火车，驶入

180 公里层林尽染的红枫画卷，探寻峡谷底部的绝美枫姿。

这段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铁路线穿梭在高架桥与山水之间，鲜红、橙色和金色的枫叶与湖光山水融为一体，让人感觉置身于画中。您能感受到加

拿大著名的七人画派是如何获得灵感，从而创造出不朽艺术杰作的。

推荐地：落基山脉、亚加华峡谷



汤卜朗山是魁省最大的省立公园，也是当

地最著名的赏枫胜地。距蒙特利尔约两小时车

程。海拔 875 米的汤卜朗山，山脚下一个明镜

似的湖。深秋时节，山峦延绵重叠，层林尽染，

湖水掩映，美不胜收，人行其间，宛如融入画中。

湖畔是充满欧式风情的度假村，里面有旅馆和

饭店。

如果是徒步旅行爱好者，则可以步行爬上

山峰。走在山中的林间小路上，贪婪地呼吸着

新鲜的林中空气，看着小松鼠蹦蹦跳跳在林中

觅食，那时的感受就是回归自然，就是人与自

然融为一体。

山间赏枫



航班信息：

航线 航班号 班期航程时刻（当地时间）

厦门 -温哥华

温哥华 -厦门

MF805

MF806

22:00-18:40

01:20-05:10+1

46

57

而魁北克城周边的圣安妮大峡谷同样是山间赏枫的绝佳地。这

里的美景三分在秀、七分在险，嶙峋的百丈高崖已是壮观，激流穿

插于峡谷之间，又有漫山红叶，与瀑布相互辉映，宛如一个精心修饰、

娥娜多姿的自然盆景。

走在峡谷间的吊桥之上，听着轰鸣的水流，看着吊桥、峡谷、

流水、枫林，美景天成，让人震撼不已。

推荐地：汤卜朗山、圣安妮大峡谷 



办中信厦航联名卡，2000 白鹭积分、星

巴克等惊喜派送中！



   

贵宾会员品香习静，共赴美好香席之约！

11 月 9 日，人间香事——中华香文化讲座暨香席品鉴活动在厦门白鹭洲厦门保利艺术空间成功举办，近 40 名厦航白鹭

俱乐部贵宾会员在中华香席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香学家陈建民老师的带领下，体验一席为美感、为生活而铺设下的心灵飨宴，

在香的芬芳中，结交新友，品味文化，休憩身心，共同探访清新雅致的芳香世界。



   

活动开始前，厦航客运营销委王涛副总对长久以来支持厦航的贵宾会员表达了深深的感谢，并分享

了厦航的经营情况、2019 年以来的营销产品及服务亮点，他表示，厦航营销委推出的丰富多样的营销

产品和服务举措，正是致力于让旅客实现全方位便捷旅行体验。



   

听一场中华香文化讲座
香者，知其香，养其德，道也。

中华香学源远流长，为世人称颂。中华香文化的发展

演进在陈建民老师口中娓娓道来，宋代是一个芳香四溢的

时代，香文化步入市井，成为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清

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许多与香有关的景象。到了明代，品

香成为文人重要的艺文活动，他们会在家中特别规划品香

专用的空间，称为“香室”，在香室内点上一炉清香，有

助修道念佛与禅定，或邀请好友品香习静，称为“香席”。

陈建民老师还比较了“日本香道”与“中华香席”的不同，

“香道”礼仪繁缛，程序复杂，常人难以理解，而“香席”

更像“茶席”，怡然自在，有助放松身心。

一场香学讲座，来宾们逐渐领略到香学的魅力，好像

走进了一扇香学文化的大门，门内景致盎然，引人入胜。



   

赴一场美好香席
香飘渺短暂，轻盈纯净，关乎精神和心灵。宋代时，

品香文化达至高峰，焚香与点茶、插花、挂画并称生活

“四艺”。这种嗅觉的美好体验，超脱了凡俗琐事，从

鼻端达至内心。

来宾们分四席入座，每一席在一位香学老师指导

下，品鉴由陈建民老师精心挑选的优质沉香。来宾们近

距离观察老师使用传统“非烟香法”出香，不必烟雾缭

绕，也可以细闻其香。

品香后，大家纷纷交流关于香味的看法，对于部

分来宾关于沉香如何形成，如何分辨优劣，如何正确品

鉴等问题，老师们也都作出了耐心的解答。现场氛围轻

松自在，各位来宾从嗅觉到心灵，都获得美好的享受。



   

美食推介   欢乐抽奖   愉悦交流   点赞服务
配餐部为本次活动精心搭配了各式茶歇，来宾们在习香、吃饼中悠然度过下午时光，配餐部对厦航美食商城进行

了推介，来宾们纷纷扫码抢美食优惠券。

欢乐抽奖环节让本场活动到了气氛最高潮，抽奖送出白鹭俱乐部 5000 积分及养智造办琉璃香插。厦航工作人员

与嘉宾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现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这场别开生面的香席盛宴，深受到场嘉宾们的好评。

2019 年以来，厦航针对厦航高端客户已先后举办了天际酒廊品鉴活动、客户联谊交流会、高端私享游艇会、趣

味实弹射击、中期策略理财讲座、小小飞行家亲子探秘之旅、残奥冠军侯斌励志讲座，致力于推进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体系建设。



冬春新航季 厦航新开 15 条国内外航线



冬春新航季 厦航新开 15 条国内外航线
   

10 月 27 日，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厦门航空将陆续新开 15 条国内外航线 , 新开曼德勒、克拉克等航点，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

便捷旅客出行。

15 条新开航线中，国内航线 8 条，分别为厦门 - 衡阳、福州 - 井冈山 - 重庆、福州 - 连云港、福州 - 武汉 - 重庆、长沙 - 虹桥、青岛 -

长沙 - 海口、青岛 - 福州 - 南宁、深圳 - 宁波；国际及地区航线 7 条，分别为厦门 - 曼德勒、泉州 - 宿务、泉州 - 克拉克、北京 - 香港、

哈尔滨 - 福州 - 吉隆坡、哈尔滨 - 福州 - 雅加达、青岛 - 大阪。

后续，厦航将继续优化和改善航线网络，为旅客提供  更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



厦航工会大讲堂邀请残奥会冠军侯斌开讲
   

“今天我讲的不是侯斌，而是中国人的故事，是中国人为国争光的故事！”10 月 18 日下午，厦航邀请残奥会冠军侯斌为厦航 260

多位常旅客和员工代表做主题励志演讲，大家被侯斌不断挑战、不断突破的历程深深感动。厦航工会主席康志阳表示：“侯斌的奋斗历程，

与厦航‘诚信、坚毅、和谐、精进’的价值观同频共振，一脉相承，激励我们共同前行奋进。”

一个 9 岁的孩子，是如何克服困难重新站起来？又是如何以一条腿跨越了 1 米 92 的高度蝉联三届奥运冠军，成为 2008 北京残奥会

火矩手、2022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的？侯斌从小学四年级时，用一年时间练会一首歌给自己带来的信心开始讲起。两个小时，他用诙

谐幽默的语言，讲述了坚持梦想，不断挑战、突破自我的成长历程。身材高大的侯斌，两小时坚持用一条腿站立演讲，激情饱满，金句频出，

赢得了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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