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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都记得



山河都记得
撰文：方凤燕

安徽为何被称“皖”？古“皖国”在哪儿？皖公又是谁？

作为皖文化的发源地，潜山有你想要的答案。

TIPS

天柱山：江淮第一山

去潜山，天柱山不能不看。其以“雄、奇、灵、秀”著称于世，与黄山、

九华山并称为“安徽三大名山”，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天柱归来不看峰”。

历史上，天柱山曾被汉武帝封为南岳，这座“古南岳”如今拥有新

的身份——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

地。景区内的炼丹湖，为我国第三大高山平湖，可媲美长白山天池。

天柱山游步道被称为“中国山岳景区第一路”，因多云雾，游人可

体验“登天之旅”，看“云中天柱”。



是在秋日里一个晴好的午后，抵达的潜山。潜山在哪儿？可能有人

答不上来。潜山是个怎样的地方？如果问当地人，他可能会这样描述自

己的家乡——这里是安徽称谓发源地，大乔小乔的老家，京剧鼻祖程长

庚故里，门口就是张恨水研究所，自幼看三国听黄梅戏长大。总而言之，

潜山是皖国古都、安徽之源、二乔故里、京剧之祖、黄梅之乡……潜山

被称为安徽之源，此言不虚。历史记载，公元前 540 年周大夫皖伯曾封

地在，此地遂称“皖国”，安徽省简称皖，盖源于此。“皖国”之境，此山为“皖

山”，此水为“皖水”，青山绿水两相宜，历史上的潜山，曾吸引了无数文

人流连于此。“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唐时白居易赞曰的

天柱山，便在潜山境内；“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

坐石上以忘归”，北宋王安石口中的“物我两忘”之地，说的也是这里；南

宋张同之盛赞的“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说的还是这里。



我不是大诗人，写不出流传千古的句子，也达不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但潜山之行于我，仍

是一次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个秋日，当我以一个过客的姿态踏上这片热土，我知道有些情缘便从

此结下了。

抵达第一晚，耳中听着韵味十足的黄梅戏小调，舌尖品着鲜香浓郁的潜山在地美食，好几个

瞬间，我恍若身在故乡。故乡在湖北，北倚大别山，南临长江，毗邻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县，从

小也是听着黄梅戏长大的。而潜山地处大别山东南麓，长江下游北岸，和我的故乡可谓山水相依。

也因如此，这里让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没有什么比乡音和食物更能勾起人的情绪，连接人的

情感。我于潜山，是初次到访，却莫名像是相知多年。

未到之前，我对潜山的所有认知，都

只停留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搜集来的资料

以及别人的旅游攻略里。走进这里，才发

现这座皖西南的古朴小城，传统与现代交

融，山水之美与人文之盛相得益彰，担得

起那样的赞誉。

潜山是古老多元的，从其境内多处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可见一斑。潜水

河畔，5000 多年前的薛家岗文化遗址，

是人类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代表，那些破

土而出的陶器、石器，无不向世人展示了

远古时期中国皖西南土地上曾经璀璨的文

明。矗立在潜山市博物馆的 1700 多年的

东晋太平塔，是安徽境内保存最完整、年

代最久远的古塔之一，登上塔的最高处，

远眺群峰峥嵘，风光无限。

而在天柱山脚下，有着 1500 多年的

三祖禅寺，是中国禅宗文化发祥地之一。

它的辉煌地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纷至沓

来，就是例证，仅北宋一朝，就有林逋、

王安石、苏东坡等到此游寺读书，养性修

身。寺后的山谷流泉，水光山色，浑作一体，

尚存黄庭坚题刻。



神奇与独特，古老与年轻，厚重与秀美，还体现在潜山的传统技艺上。始于汉末的

潜山桑皮纸，千古绝技传承至今，有了它，故宫书画文物修复的难题迎刃而解。百米龙窑，

千年古陶，迄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的痘姆陶艺仍独树一帜，引得国内外诸客慕名前来。

深得皖江文化浸润的潜山弹腔，也在本土艺人的执着坚守中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特色。

这一切的一切，是潜山的骄傲，也是这片土地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TIPS

山谷流泉文化园

这里的摩崖石刻多达 400 余处，既是考证 1200 多年间有关历史的天

然档案馆，又是直接瞻仰古代名家文采、书法的天然博物馆。其中书法大

家黄庭坚的真书手迹，为罕见之品。



山是本色水是源。

如果说山岳是一个地方

的脊梁，那么河流就是

她的血脉。天柱山以巍

峨峥嵘、雄奇险峻的气

势，见证着潜山所有的

光荣与梦想，而发源于

大别山深处的潜水河，

日夜流淌，滋养着潜山

的子民和生灵，从昨天

流向明天，从过去流向

未来。山河在望，潜力

无限。

一座城，有它的故

事与回忆，风骨与柔情，

所爱与希冀。每次出行，

都是匆匆，不能步量

每一片山川，也无法阅

尽每一幅美景，但我记

住了这片土地，记住了

守望着这片土地的山与

河。春秋时期，此地称

“皖国”，今天她的名字

叫潜山。

TIPS
潜山地处皖西南中心，临长江黄金水道，沪渝、济广、岳武 3条高速

穿境而过，正在建设的合安九高铁也在此设立了高铁站。

市区距离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约 3小时车程；距离天柱山机场和长江水

运码头均仅有 50公里，1小时车程便可直达。



厦门 - 合肥

厦门 - 合肥

合肥 - 厦门

合肥 - 厦门

厦门 07:25  09:20 合肥 MF8111

MF8759

MF8112

MF8760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18:35  20:20 合肥

合肥 14:50  16:45 厦门

合肥 21:45   23:40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合肥相关航线信息



北京大兴航线五大专属产品来袭！



   

北京大兴航线五大专属产品来袭！
北京的秋，吸引了无数人趋之若鹜

北京的雪，更是如此

去听听雪落下的声音

去故宫感受梦回紫禁城

去打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年底行程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北京大兴航线五大专属产品来袭

畅享免票、积分有礼、双倍累积、快捷升级、美食惠兑

厦航给您“兴”意十足



   

“兴”动飞：999 兑机票
999 积分 = ？

它可以是一张机票，一场旅行，一次“兴”动！

注：参与本次活动的会员需提前在线报名。更多细则详见报名页面。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乘坐 4 次厦航集团北京大兴机场航班，

即可享 999 积分任意兑换一次厦门航空或河北航空国内航班单程机票！

立即报名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activity/h5/join.html#/?actNo=XDF_2020


   

“兴”礼遇：助力定保级

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白鹭会员乘坐厦航集团北京大

兴机场航班，可额外获赠最高 3000 定级积分！

注：参加获赠额外积分活动要记得报名哦。

立即报名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activity/h5/join.html#/?actNo=DXSX_HD


   

“兴”累积：一飞双航段

2020 年 7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 , 白鹭会员乘厦航集团国内航班 K 舱及

以上舱位，在正常累积的定级航段基础上，可额外获赠一倍定级航段！加速

升级、助力保级！

温馨提示：只适用于市场方为厦航集团（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

空）且由厦航集团实际承运的国内航班，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航班。K 舱及

以上舱位含 F/J/C/D/I/W/P/Y/H/B/M/L/K 舱。



   

“兴”升级：快捷升贵宾

温馨提示：消费金额仅指北京航线机票的基础票价，不包含燃油附加费、

税费、其他产品或服务费用。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白鹭普卡会员达到以下条件，就可以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快捷升级为白鹭银卡贵宾，享受银卡贵宾专属服务权益！



   

【贵宾礼包，升级享】
只要您在 2020 年成功升级为厦航白鹭银卡、金卡、白金卡、黑钻卡贵宾会员，

每次成功升级一次即可获赠一份甄选权益。白鹭黑钻会员保级成功可享甄选

黑钻卡升级礼包权益！

您可以通过以上按钮直接甄选

也可以通过厦门航空 APP/ 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

白鹭俱乐部 - 我的特权进入甄选礼包页面

立即甄选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activity/h5/giftSelection.html#/


   

“兴”美食：7折积分兑

使用方式

拥有美食天堂之称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无论是地道的北京味儿，还是正宗的川味，

亦或是东南亚美食体验，甚至冰爽醇香的奶茶，

北京大兴机场所有餐饮商户均可白鹭积分结账，

12 月 31 日前，可享 7 折尝美食！

温馨提示：活动期间白鹭积分结账单日最高抵扣100000积分。

出示厦航 APP 电子钱包积分消费二维码 输入交易密码扫码兑换



厦航荣获环球旅讯“2020 中国旅游业

抗击疫情杰出贡献奖”及“最佳智能营销奖”



厦航连续 32 季度获评内地“服务最佳航司”
11 月 26 日，环球旅讯峰会及 DTA 数字旅游奖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现场揭晓 2020 年数字旅游奖榜单。厦航关心关

爱援鄂医务人员及全国医务工作者的“敬驰援、致凯旋”项目从全国近百个旅游、航司送选案例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2020

中国旅游业抗击疫情杰出贡献奖”及“最佳智能营销奖”，也是唯一在抗击疫情及数字营销两方面同时获得殊荣的企业，在

行业内赢得优秀口碑。

荣誉实至名归 行业高度认可

“DTA（Digital Travel Awards）数字旅游奖”由环球旅讯主办，在旅游服务行业中极具影响力。每年的评选中，来

自全球及中国的航空公司、酒店、OTA、景区及旅游局、邮轮等中高层管理者专家组成的顶级奖项评委团队，从众多参评

单位中选出优秀案例。获得“2020 中国旅游业抗击疫情杰出贡献奖”及“最佳智能营销奖”的荣誉是对厦航集团在抗疫中

的突出表现及尊医重卫真情服务的高度认可及肯定。



履行国企责任 彰显厦航大爱精神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参与创建的航空公司，厦航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响应党和国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的号召，贯彻总书记疫情防控指示精神，履行国企社会责任，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厦航集团全面落实厦航党委决策部署，

真诚关怀每一位旅客、衷心尊重每一名勇者、全力守护每一道防线、尽心践行每一次嘱托，坚持不断航，运输防疫物资，执

行医护人员包机，成为“逆行天使”最坚实的运输后盾。

2 月份，厦航第一时间对接国家及各地卫健委，在卫健委指导下全行业首推“卫、医、航”三方携手模式，同时在行业

内率先为驰援武汉的 4.2 万名医务人员特别定制“白鹭驰援卡”并“连续 3 年送最美逆行者免费机票”以致敬“最美逆行者”，

紧接着为全国所有医务人员送上“白鹭尊医卡”，以 10 重礼遇致敬全国所有白衣天使。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权威媒体对厦航集团的抗疫工作和尊医重卫的服务举措进行热烈的宣传报道，

全平台阅读量超过 9000 万人次，全社会网友积极评论点赞，上万名援鄂医务人员、各地医务人员和广大网友与厦航官微互

动发表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和祝福感言。

两张小小的卡片，将厦航人的社会责任践行与医者博爱无畏的心紧紧相连。厦航创新的尊医重卫真情服务模式，引领

全社会尊医重卫热潮，彰显国企责任和社会大爱，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中央“把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措施落到实处”的号召。



11 月 25-28 日，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在厦门举行。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的节日，也是厦

门的盛事，活动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广。

作为本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官方合作航空品牌，厦航携手中国电影家协会，以“金鸡啼晓”为概念，特别打造“金鸡闪耀，

帧影鹭岛”主题航班，并在 11 月 24 日 MF8118 北京大兴至厦门航线上正式启航，打造沉浸式的主题体验。

“金鸡时间”开启 厦航真情服务再展风采



客舱以金鸡奖为主题进行了精心布置，每一位旅客都收到了由厦航特别准备的防疫礼包、巧克力礼盒、联名纪念徽章

等定制礼品，让旅客大呼收获感满分。为两舱旅客特别提供的金鸡特调鸡尾酒——“绯霭”，由经过 12 年陈酿的芝华士搭

配上武夷山的正山小种作为酒基底，将东方茶韵与西方陈酿的味道进行完美融合，给旅客带来秋风高、枫叶红、朝霞起的诗

意感受。乘务员为旅客带来的手语舞《星辰大海》也获赞频频。

除了特别定制的主题航班，厦航还开辟金鸡奖专属值机柜台，由服务好、业务精的业务骨干负责现场手续办理，以顺

畅的一站式服务大大缩短了现场办理时间，为金鸡奖嘉宾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以厦航地面高端服务品质，展现厦航作为厦

门市“烫金名片”的良好形象。

从 2017 年金砖会晤圆满落幕，到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再到金鸡势起，长期落户，备受金砖、金

鸡等国际重量级盛事青睐的厦门，城市价值节节攀升。厦航将以优质、高效、细致的空地服务，为金鸡奖系列活动提供全方

位保障，在提升公司品牌的同时，为推广中国电影发展，传播厦门城市魅力增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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