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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海上繁花



珠海：海上繁花
  编辑：罗元廷

珠海似乎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她不如广州喧闹，不如深圳匆忙，总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提起她，

人们便会联想到安逸的城市和悠闲的生活，她有着百岛之市、浪漫之城的美称，北纬 22度的海风，

夹杂着淡淡的海腥味，吹拂着爱情灯塔下相拥的恋人，这座城市，拥有一切浪漫的元素。



一段路，一片海，一生一世。很少有城

市的主干道被称为情侣路的，珠海就是这么

出其不意。沿着海岸线自然延伸的情侣路，

每日面朝大海，倾听着浪花与礁石的耳语，

一对又一对情侣徘徊在这里诉说着浪漫的誓

言，只愿爱情从这里出发。珠海市区里的海

滨浴场是一个享受阳光和海水的好去处，不

仅可以踩沙滩玩海水，还可以看到象征爱情

的灯塔。地中海式灯塔，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许多人来珠海一定要看的就是爱情的灯塔。

灯塔的隔壁就是爱情邮局了，爱情邮局装饰

有很多爱情相关元素：同心锁、爱情邮筒、

爱情阶梯、爱情树、爱情隧道、爱情速递等，

让人应接不暇。在情侣中路上依稀可见的日

月贝大剧院就在这座岛上，你得绕到侧面看，

才是最像贝壳的角度。

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中，外伶仃岛天生丽质，

以其石奇水美、优雅恬静、空气清新闻名遐迩。

该岛远离市井烦嚣，岛上四时花木葱茏，美不

胜收。登高望远，可见群岛星罗棋布；逐浪飞

舟，更觉波涛激荡、沧海横流。熏风丽日里，

伶仃洋上蔚蓝相接，海天一色。薄雾黄昏时，

霞绯映海，渔舟唱晚；云霓雨雾中，长洲岛、

太平山、青马大桥等香港景物时隐时现，恍如

梦幻的海市蜃楼。从珠海市区东部海岸向东南

眺望，茫茫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如彩练般凌

波飞舞，桥上车辆川流不息往来三地。一桥飞

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你可以选择乘船在夜色

里航行，窥探大桥的全貌，欣赏无涯的海水，

享受这座城市带给你的浪漫。

01>>
海的浪漫



珠海的诸多小岛散落在离岸的大海中，季节好的时候，有些小岛像裹着绿缎子的宝石，东澳岛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东

澳岛，最吸引人的要数沙滩。东澳岛有南沙湾、大竹湾、小竹湾三个沙滩，尤以南沙湾为好，享有“钻石沙滩”美誉。沙质

洁白细腻，海水清澈见底，沙滩平缓宽阔，海浪多而不大，适合进行各种海上娱乐活动，是遛娃、玩水、发呆的好去处。

如果想玩点更刺激的，还可以尝试沙滩上的运动项目，摩托艇、香蕉船、水上沙发刺激到飞起。

02>>
海的童真



坐落在珠海横琴的长隆海洋王国有

着诸多世界之最名称：世界最大的海洋

主题乐园，全球首创大型游乐设施与珍

贵动物展区结合的独特设计，有着亚洲

第一台飞行过山车，轨迹是全球最长的。

海洋王国里有鲸鲨馆、企鹅馆、北极熊

馆、白鲸馆……让你和海洋动物能有一

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珠海长隆不仅是

一个动物园，也兼职游乐园，向你的心

脏强度发起挑战。在游乐园里，鹦鹉过

山车、冰山过山车、激流冲浪、海盗船、

海底互动船这几个都是不可错过的游戏。

长隆海洋王国可以说是珠海的必到之处，

不管是家人出行、亲子游还是情侣和朋

友结伴出游，在这里一定能唤起你心底

的那份童真，留下让你难忘的回忆。



珠海是一座滨海的城市，同时又是一座移

民城市，珠海的美食融汇了本地特色农家菜和

海鲜，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菜系，又吸取

了澳门的葡式做法，让珠海美食独具一格。

湾仔的海鲜一条街，是生猛海鲜的聚集

地，琳琅满目随便你挑选。吹着海风的夜晚，

吃到一顿美味的海鲜大餐，是一件倍感幸福的

事情。在珠海没有太多潮汕牛肉火锅，但遍地

都是生蚝火锅。当天运来的横琴湾生蚝，都是

点好单在门口现开的，十分新鲜。从产地到客

人嘴里的时间决定了海鲜的味道，所以在珠海

吃的生蚝，简直不能更鲜嫩了。

03>>
海的滋味



叠石、金悦轩、益健、新

海利、食神、得月舫等是本地

的老牌海鲜酒楼，深海鱼档、

桂山鱼港、新亨乐则是年轻人

喜爱的海鲜大排档，在这些地

方，人均 50-100 元就可以吃

到很不错的海鲜，尤其还能吃

到一些酒店里不太能吃到的特

色海鲜，如鱼生（粤式）、海

胆刺身、狗爪、各种海螺、新

鲜紫菜等。俗话说“钱多酒楼走，

嘴刁大排档，吃货钻市场，食

神攀钓船”。如果想要更极致

和接地气的体验，就去渔船上

吧，和渔民一起出海，在船上

现钓起来的鱼那可是最新鲜不

过。一口沸水滚个汤，放点葱

花放点盐，完全不需要特殊烹

调，便是最简单直接的美味。

厦门 - 珠海

珠海 - 厦门

厦门 09:15  10:40 珠海 MF8559

MF8560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珠海 11:35  13:05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期

每日

每日

厦门航空  厦门 - 珠海航线



广发积分支持兑换白鹭积分，新户还送 4000 分！



   

广发积分支持兑换白鹭积分，新户还送 4000 分！

想兑换免费机票快乐出行，

还差一点积分怎么办？

厦航携手广发银行给你支招啦！

前往广发银行积分商城—积分专区—航空旅程

用广发信用卡积分免费兑换厦航白鹭积分

积分即时入账，

助你随时无忧出行！



   

兑换标准

广发商旅白金卡：

每 20 信用卡积分兑换 1 白鹭积分

广发世界卡、无限卡、钻石卡、臻享白金卡、臻尚白金卡：

每 25 信用卡积分兑换 1 白鹭积分

同时您还可申办广发厦航联名信用卡，

计积分每笔消费自动兑换为白鹭积分，

助您积分转换更省心！

( 计积分消费种类详见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官网—积分服务—积分规则）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以客户填表时间为准 )

新客户成功申请广发厦航联名信用卡（普卡或金卡）

在发卡 93 天内（含）激活卡片，并绑定支付宝 / 微信 3 天后完成任意一笔消费，

次月月底前可获赠 4000 厦航白鹭积分及价值 500 元厦航优惠券大礼包！

1、兑换前请先申办白鹭会员卡，并在申请兑换白鹭积分时输入本人的白鹭卡号。

2、信用卡持卡人仅可向本人白鹭会员账户兑入白鹭积分，500 白鹭积分起兑。

3、系统将会对持卡人首次兑换时的白鹭卡号自动绑定，一经绑定，不能修改。

4、更多兑换细则及疑问，详见广发银行官网或致电广发银行客服 95508。

广发积分兑换白鹭积分活动细则

立即申办

http://95508.com/zctHF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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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发布“京闽空中快线”品牌航线
9 月 25 日，厦航成功举办“京闽空中快线”发布会，正式推出品牌航线，并配套推出大兴通套票、

北京航线交通补贴产品、贵宾会员产品、贵宾休息室服务产品、“飞要耍大牌”登机牌购物优惠活动，

与现场来宾一同感受咫尺间的无限“京”彩。

“我们将以福建、北京为核心基地，进一步加大运力投入，不断完善航线网络，积极助力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打造为世界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全方位推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和厦门高素质高颜值

经济特区建设。”厦航副总经理黄国辉与现场来宾分享到。



厦航推出的“京闽空中快线”品牌航线，是进一步落实国家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福建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

越的具体行动。

作为特邀嘉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孔越提出，“厦航‘京

闽快线’将在北京与福建、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友谊和合作的空中桥梁，

进一步密切京闽两地的联系，加强两地的功能定位”。还有“网红教授”——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潘维廉现身发布会现场，与现场来宾幽默互动，

和主持人畅聊他与厦航的“不解之缘”，对大兴机场的“情有独钟”。

厦航乘务员们用美轮美奂的表演，为大家展示了带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天

际”系列服务。

白鹭腾飞，星耀华夏。厦航“京闽空中快线”发布会，见证了厦航

继续开拓前行的决心、继续把精尊细美的体验带给更多旅客的贴心、用

最好的服务陪伴旅客每一次出行的诚心。厦航将与旅客携手开启这一段

翱翔天际的旅程。



厦航集团发布白鹭尊师卡，10重礼遇致敬全国教师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上，奋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教”两条战线上，守护亿万学生身心健康，支撑起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厦航集团推出白鹭尊师卡，将关心关爱教师落到实处，这也是厦航积极贯彻党

中央“让教师真正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号召的一项重要举措。

9 月 10 日，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厦航集团推出“白鹭尊师卡”，为全国教师奉上 10 重专属礼遇，感恩祖国园丁们的

辛勤与付出。



“白鹭尊师卡”将向全国教师免费提供，尊师卡持卡人可享受每年 2 次免费升商务舱机会，以及额外积分奖励和积分有效期延长服务，

还可享受价值 1000 元优惠礼包，可用于预定机票、购买机上餐食、行李额、集团商城购物等服务，此外还有酒店房费优惠。希望将更好的礼遇，

送给辛勤的教师。

 教师节当天，厦航客运营销委及厦航培训部优秀教员代表一行来到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尊师情、敬师礼”赠卡交流座谈会，并

为师生们带去厦航特色书包、保温杯、厦航飞模等礼物。座谈会上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优秀教师分享特殊教育的心得理念，传递师爱共同奋进，

同时双方就航空出行服务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合作开展交流。来自厦航的优秀教员走入课堂，为特殊学生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课，

并与学生互动赠礼，传递厦航人的关爱。



9 月 8 日起，厦航本部及福州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天津分公司、河北航、江西航等分子公司在厦门、福州、南昌、石家庄等地，积极

联合当地学校开展形式丰富的赠卡仪式，共庆教师节。厦航还为福建援疆教师在福州、厦门机场举办现场赠卡及欢送仪式，同时在空中客舱

举办了主题航班活动，感谢对口支援教师克服困难，不远万里赴新疆开启教书育人事业。教师节当天，厦航还举办多个主题航班活动，为全

国教师送上节日祝福及尊师卡惊喜。

除了此次发布的“白鹭尊师卡”，此前为致敬“最美逆行者”，早在 2 月 17 日，厦航集团就推出了“白鹭驰援卡”，向疫情期间援鄂

医务连续三年送免票、送金卡，成为民航首家为驰援湖北医护人员提供贵宾礼遇待遇的航企。同时向全国医务人员赠送赠送“白鹭尊医卡”，

提供 10 重专属礼遇。未来，厦航将一如既往地持续发力，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护各项工作前提下，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服务，同时也将

积极承担国企责任，为在抗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作者提供更多专属礼遇，感恩他们的付出和奉献。



“全福游·有全福”主题飞机起航，姚晨点赞厦航
9 月 16 日上午，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主办、厦航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一封来自福建的邀请函”——

福建文旅主题飞机启动仪式正式开幕。

福建省政府副省长郑建闽，省政府副秘书长赖碧涛，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吴贤德、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吴立官、厦

门航空副总经理黄国辉、福建旅游形象大使姚晨等嘉宾莅临出席。这是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厦门航空，对五湖四海的八方来客发出的

诚挚邀请，欢迎大家来到有福之地——福建。



福建是全国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份，“福”字也成为福建旅游业发展的亮丽风景。打造“全福游·有全福”

品牌是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清新福建”品牌的深化，凸显了福建文化的独特内涵，

进一步扩大福建文化和旅游影响力。此次“全福游·有全福”主题飞机，空地联合宣传福建省旅游资源，让“全

福游·有全福”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福建旅游形象大使”姚晨上台分享并推介了一些关于福建旅游目的地的游玩体验，同时欢迎大家常来

福建游玩。现场，姚晨向旅客代表赠送了“全福游”航旅卡，希望将这一份“福”气传递出去。姚晨对厦门

航空赞赏有加，说乘坐厦航的

体验非常好，每次都感觉特别

舒心，她回福建也一定让工作

人员购买厦门航空的机票，今

年厦航转场北京大兴机场，她

的选择依然是厦门航空。

随着与会嘉宾共同上台，

点亮“全福游·有全福”主题

文字的启动台，此次“全福游·有

全福”福建文旅主题飞机启动

仪式宣告圆满成功，活动全程

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中 午 12 时， 首 架“ 全 福

游·有全福”福建文旅主题飞

机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平稳起

飞，目的地为北京大兴。在国

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文化和旅游产业逐渐复苏，游

客的出行需求旺盛，全国各地

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以期拉动

消费，福建有望迎来一波旅行

消费高峰。厦门航空持续深化

航线网络，为福建旅游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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