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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塔扇（白金遥控版）

车管家车载冰箱

OLAY 水漾动力密集水润面膜

cado 便携式加湿器

OLAY 轻透倍护隔离防晒液 40ML

原积分：24600

特惠积分 : 18000

原积分：28300

特惠积分 : 20800

原积分：6900

特惠积分 : 4800

原积分：33000

特惠积分 : 24000

原积分：6900

特惠积分 : 4800

更多积分商城惠兑请 点击此处

超值兑换

乐 享

活动时间：7月1日—7月31 日

积分商城防暑降温用品促销

http://shop.xiamenair.com/


超值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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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I 宜阁 光控静音无烟无
辐射全维光诱 USB 灭蚊灯

网易严选 磨砂感飞行员墨镜

雅兰幽兰藤席三件套

恒源祥疏影留香全棉凉爽被

ABS Rosie 遇水花开黑胶晴雨伞 80403040

原积分：5000

特惠积分 : 3800

原积分：7400

特惠积分 : 3700

原积分：22800

特惠积分 : 16000

原积分：21700

特惠积分 : 15100

原积分：3100

特惠积分 : 2100

积分商城防暑降温用品促销

活动时间：7月1日—7月31 日

更多积分商城惠兑请 点击此处

http://shop.xiamenair.com/


微信扫码预定美食

会员专享

乐 享









在长滩岛，看一场绝美的日落



在长滩岛，看一场绝美的日落
撰文、摄影 _ 若有所思 

主题旅游

悦 旅

多年以前，梁静茹在长滩岛举行了一场浪漫的婚礼，从此这个菲律宾的海岛，成了浪漫的代名词，

也成了人们去菲律宾旅行的首选之地。整座岛不过七公里长，却有一片长达四公里的白色沙滩，被誉

为“世界上最细的沙滩”。雪白的沙滩、碧蓝的海水、和煦的阳光使长滩岛成为著名的度假胜地。这

座小岛，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全年常夏的岛屿，平均温度在二十三到三十六摄氏度之间，不论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海里畅快地游泳。



主题旅游

悦 旅

那一天，在飞往长滩岛的飞机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俯瞰这座小岛，一眼惊艳。长滩岛的形状，像一个哑铃，

又像一把吉他。飞机在急速下降，我看着窗外的蓝色，

对自己说，我回来了。多年以前，我曾经和闺蜜来过一

次。记忆里的火烧云，微醺后的街头闲逛，深夜的沙滩。

虽然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在飞机落地的刹那，我依旧

记得那时闺蜜的笑，如同放大了般，在我脑海。

长滩很适合自由行，也适合度假。因为岛屿太小，不

会迷路。碧海、蓝天、白沙、椰林……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人在海滩边消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日。旅行和度假的

区别，在于节奏。睡到自然醒，慢悠悠吃个早餐，然后

随意逛逛，不用看时间，不用记得今夕何年。

等一场海边唯美日落

我在长滩住了四个晚上，在将离开的前一个傍晚，我

遇见了一场火烧云。这里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金黄的

日落，看那个巨大的夕阳，掉进大海。只是最后那一场

火烧云，在记忆里极其深刻。

那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毫无征兆。长滩岛著名的蓝色

风帆船，在夕阳里来来去去。其实很难用图片和文字去

形容那一场日落，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换着绚丽的色

彩。最美的时间，是太阳已经落下，天空的金色已经褪

去，突然间，像是将要熄灭的火被浇了一桶汽油似的，

五分钟之内，整个天空被烧成了火红色。落日之前，我

坐上了一搜螃蟹船，和小伙伴们坐在“螃蟹腿”上，看

一场海上日落。船缓缓的开，翘起小脚丫子，感受着风。

莫名的快乐，想要歌唱。



主题旅游

悦 旅

螃蟹船靠岸后，夕阳已经落下，很多人都会流连在此刻的沙滩上。风轻轻柔柔地吹着，这里的沙子极细，不会粘

在脚上，我索性脱掉鞋子走在沙滩上。而没有火烧云的傍晚，海边是金色的。孩子们在尽情玩耍，恋人们牵着手走路，

女人们熬着造型拍照，玩滑板的少年一跃而起。每一天，夕阳时分的长滩岛，总让人沉醉。

逛吃的白天与黑夜

白天的长滩岛游客不多，总是到了傍晚，才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这么多游客来。在长滩岛，白天和入夜后的沙

滩，感觉是截然不同的。D-Mall 是长滩岛最著名的购物区，由横竖各 2-3 条步行街交错组成，各种各样的服饰店、

纪念品店，餐饮店，如迷宫似的。晚饭后

的闲逛，是很适合的。这里的餐厅汇集了

各国风味，有当地烹饪，日韩料理，西式

大餐等。所有的吃、喝、玩、乐、购，基

本都可以在 D-Mall 解决。一般 50 比索

就可以买一杯正宗又好喝的芒果冰沙。

穿过 D-Mall 便是一条主要的街道，

有很多当地人骑着摩托车穿过。这里的人

都很热情，看你拿着相机，会凹个造型喊

你拍照。夜晚的沙滩边，有各种各样的表

演，火舞是印象深刻的一种。也有很多人，

慵懒地抽着阿拉伯水烟聊着天。海边有巨

大的沙雕，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日期，可以

拍纪念照，给服务人员一些小费即可。晚

上沙雕上有燃蜡烛，还有专业的菲律宾小

弟给你打灯。我刻意去找了下多年前住过

的酒店，当时没有拍照，凭模糊的记忆搜

寻。虽然没有找到，但有些回忆，还是会

汹涌而来。一些熟悉的场景，总让人感叹

物是人非，时光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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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螃蟹船去跳岛

关于长滩跳岛游，最经典的线路，便是普卡海滩 + 水晶岛 + 鳄鱼岛了。普卡是长滩岛的第二大海滩，以闪亮的普卡贝壳闻名。这些贝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风

行一时的饰物原料，收集贝壳是当时岛上的主要产业。只是如今的普卡沙滩，没有了那些漂亮的贝壳，但也没有太多的游客，适合找一个遮阳伞躺着。海滩上只有稀

稀拉拉的游客，有一些人泡在海里，传来一阵阵打闹嬉笑声。我躲在一棵树下，把无人机升高，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这片海滩。金黄的沙滩，蓝绿的海水，弯曲的海滩，

蓝色的小船，这是多美的画面。望着椰子树投在地上的影子，仿佛谁也不用想起，在这个阳光海岛放空自己。

水晶岛离长滩岛不远 , 坐螃蟹船约三十分钟就到了。当地最有名的是两个天然的溶洞，洞里面的水很清澈，当阳光洒下，洞内像布满了水晶亮闪闪。去溶洞的路

很不好走，有的需要弯下腰走过去。溶洞里面的浪很大，我鼓起勇气跳下海里，跟着海浪一起起伏，那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是有时一个浪打来，全身尽湿，我和

小伙伴面面相觑，一起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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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岛是外形酷似鳄鱼的岛屿，这个岛附近

的海域，特别适合浮潜。海水不仅清澈见底、透

明度高，而且水下珊瑚保存完好，热带鱼也的种

类和数量不尽相同。

如果可以，我还愿意去许许多多次长滩岛。

那里有绝美的日落，还有一片慵懒的度假时光。

Tips

1. 菲律宾是一个小费制国家，每天离

开酒店时要在床头放 20 比索的小费，如果

去按摩小费是 100 比索。

2. 整个长滩岛分为 S1、S2、S3 三区。

S1 的沙子最细软，S2 位于中心地带，商

业区大部分集中在这里，S3 较为偏僻，不

过沿海岸线可以走完整个沙滩。

3. 在当地打车或者是包船去跳岛、浮

潜，要先与对方谈好价格和时间。

厦门航空北京—福州—卡利博航线

带你领略长滩岛的魅力

MF8677   北京 06:45—福州11：30—卡利博 14:30

MF8678  卡利博 16:00—福州 19:00—北京 00:10 +1

每周二、四、六执飞，以上均为当地时刻，详情请咨询 9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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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长滩岛度假吧，还有额外积分大礼！

北京 - 福州 - 卡利博航线已起航

一起去菲律宾长滩岛度假吧！

长滩岛，情歌天后梁静茹举办婚礼的地方；

在这里你可以漫步沙滩，

感受碧海蓝天，

看晚霞将大海染成金色 ,

也可以扬帆出海、深海潜水，

与大海亲密接触，

探寻海洋深处的美



   

或是在星罗棋布的度假村和酒吧，

享受海鲜饕餮、特色 SPA、

听着驻场艺人的吉他，

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

即日起乘坐北京 - 福州 - 卡利博航线

航班适用舱位，

还可领取额外积分大礼！

提前在厦航官网、厦门航空 APP、厦航官方微信

报名参加【精彩新航线 额外积分礼】活动，

可在原积分累积规则基础上，

最高额外获得 3000 积分奖励！

额外积分明细

北京 - 卡利博航线

福州 - 卡利博航线

别忘了在乘坐航班之前报名参与哦！
我要报名

http://ffp.xiamenair.com/zh-CN/newline/20190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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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粽不同 厦航开展端午节空地特色服务活动

6 月 7 日端午佳节，厦航配餐部联合地面服务保障部、空中

乘务部在厦、福、泉、津四地头等舱休息室和 MF8101 厦门至北

京的航班上,空地同步开展“以食增色·与粽不同”端午节特色活动。

厦航白鹭空厨团队寻味厦门、福州、泉州、天津四地端午美食，

精选各种食材研发出契合地域特色的粽子，在贵宾休息室推出风

味独特厦门沙茶肉粽、色碧清香福州花生蜜枣粽、油润不腻泉州

烧肉粽、香甜嫩滑天津红枣甜粽，四地不同风味粽子汇聚厦航，

为旅客送上与众不同的节日美食。

在 MF8101 航班上，白鹭空厨现身客舱为旅客献上冰爽清凉

的绿豆甜粽。活动穿插端午小知识趣味问答，对参与问答的旅客

准备厦航定制点心小礼品，还有龙舟竞渡、粽子飘香、应时应景

的手拍，旅客纷纷现场与空厨、空乘合影互动，让厦航独具中华

气质“以食增色，与粽不同”的端午特色活动定格此刻。



   

关爱留守儿童 公司工会举办爱心结对活动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厦航

工会持续推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关心关爱厦门市留守儿童身

心健康，在厦门航空培训中心举办

“爱心助力 童享蓝天——巾帼文

明岗爱心姐姐结对活动”，与来自

同安区和翔安区的 30 名留守儿童

一起庆祝“六一”。

活动中，来自厦航巾帼文明岗

的 30 名“爱心姐姐”与来自同安

和翔安的留守儿童们一一结对，小

朋友们为姐姐们系上红领巾，姐姐

们为小朋友们送上厦航飞机模型。

随后，“爱心姐姐”们带着小朋友们参观模拟机，“跳舞”的模拟机让小朋

友们既兴奋又好奇。

厦航 737 机型师刘化宝教员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妙趣横生的飞行知识课，刘

教员用童真的话语和动画片演示教小朋友们如何安全乘机，如何成为一名飞行员。

厦航配餐部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美味营养又童趣横生的儿童餐，精致可爱的

卡通造型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他们也伸出自己的小手，把好吃的喂给陪伴自己

的“爱心姐姐”们。

午餐后，“爱心姐姐”牵着小朋友们，送他们坐上回家的班车，分别时，小

朋友们依依不舍，不停地与姐姐们挥手告别。本次活动圆满完成，小朋友们在厦

航培训中心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也为他们的蓝天梦插上了小小的翅膀，希望孩子

们更加快乐地享受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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