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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感受冬天的梦幻与浪漫



哈尔滨：感受冬天的梦幻与浪漫
  撰文：时代树暴走

在没来哈尔滨以前，我只觉得这里只是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没想到因为它紧邻莫斯科，充满了异

国情调，还是世界冰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冬季，是她最漫长的季节，也是最迷人的季节，雪花悠然

飘洒，大江冰封横卧。雪中的哈尔滨就宛如童话世界般静谧唯美！这次，我终于可以亲眼看看她的美丽。



第一站，我会来到了哈尔滨的中央

大街，中央大街的建筑汇集了欧文艺复

兴风格、巴洛克风格等在西方建筑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夜色之中的大街更

为梦幻，充满了异国情调。徜徉在大街

上，正当我被万种风情的建筑所迷醉之

时，才发现脚底下的石头都很特别！中

央大街有一千多米长，整条街用叫做“面

包砖”的石材铺下来，这在中外道路史

上是极为罕见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的

工程也不是一般的“奢侈”。因为一块面

包砖造价就不低了，立方体的大理石砖

当时可以与居民月收入相匹配。据说，

那些经过近百年踩踏磨得铮亮的面包

中央大街，异国建筑的舞台

石，还能继续磨上两百年。

中央大街是条百年建筑艺术的步行街，但你也别错过小吃和俄罗斯特色商品，也有许多正宗的俄国餐厅，东北特色美食老昌春饼、

哈尔滨红肠、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等等，冰天雪地中吃雪糕的体验你想要吗？    

哈尔滨的纬度高，冬季下午 4 点天就开始黑，初次来到北方的我觉得这种感觉真是太神奇了，夜幕下的哈尔滨并不是劝人早早睡觉，

她用通明的万家灯火，打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俨然一个“东方小巴黎”。



主题乐园很多城市都会有，但来了哈尔滨必来冰雪大世界！虽然门票有点小贵，但冰雪大世界每年都要重新建设，“寿命”仅有几个月，你下

次再来就不是这个模样了。这里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雕刻的作品让你大饱眼福，在灯光的照射下十分的梦幻。

还没有到大世界里面的时候，会经过过一条大桥，桥上的柱子都仿佛在巴黎一样，漆金色加雕塑，梦幻极了，坐在车上，觉得自己仿佛就要

驶入一个童话世界里一般。这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冰之宫殿，巨大的冰柱融合了声光电，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旋律，冰柱的灯光会变换不同的颜色，

好像冰柱的灯光在跟着音乐律动一样，一秒带你进入奇幻多彩的童话世界。

“寿命”仅有几个月的冰雪世界



晚上，我们惊讶的发现自己就住在秋林

公司挨着的建筑里面。6 层的老房子没有电

梯，建筑外墙就和秋林公司的一样。  秋林

百货公司是一家卖特色食品的公司，十月革

命后，秋林公司总部迁至哈尔滨。在秋林，

你可以买到大名鼎鼎的红肠、大列巴，还有

小肚、月饼、果酒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秋

林公司下车后，可以在附近观赏到东大直街

上的三座教堂圣母守护教堂、耶稣圣心主教

堂、尼埃拉依教堂，其风格各异，有着别样

的异国情调。

与历史建筑的偶遇

此外，这里每年都会打造各式各样的滑梯，非常刺激，但是需要排队。你将充分感受严寒。左右是冰墙，下面是冰梯，真是冷

并渴望着。远看冰雪大世界就像迪士尼乐园一样，有着彩色的宫殿。里面大概有 4、5 座城堡，都有三四层，可是用冰堆砌起来已

经很难了。曾经看过电视上的取冰画面，就直接在江上切割然后钩上岸来，虽然没有机会亲自观摩这场盛事，但在现场还是看到了

切割好的原始冰块。对了，告诉你们一个小贴士，鞋子要穿暖和，羊毛的袜子、暖足贴一定是要的，鞋底一定要厚，因为那里都是冰，

走久了脚底就会慢慢受不了，毕竟一般人这个时候都在家里取暖呢。 



在哈尔滨的历史建筑群里漫无目的的走着，就在某一个转角，一个气势恢宏的教堂呈现在眼前，像是抹了奶油的蛋

糕，十分梦幻。鸽子们固定几分钟就会飞起来，一群鸽子就会贴着地面一圈圈地，绕着教堂飞起来，这里就是圣 • 索菲

亚教堂了，教堂内部现作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博物馆”使用。走进建筑内部，抬头看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标准的大穹窿，

红碑结构，巍峨宽敞，呈现一种清灰色，给人一种很古朴的感觉。



乘坐厦门航空，一起去哈尔滨过冬

具体航班时刻以官网发布为准，详情可咨询 95557

航线 航班号 班期航程时刻（当地时间）

厦门 - 哈尔滨

厦门 - 盐城（经停）- 哈尔滨

厦门 - 连云港（经停）- 哈尔滨

哈尔滨 - 厦门

哈尔滨 - 盐城（经停）- 厦门

哈尔滨 - 连云港（经停）- 厦门

MF8342

MF8093

MF8051

MF8341

MF8094

MF8052

厦门 18:45 - 哈尔滨 22:40

厦门 06:30 - 哈尔滨 11:55

厦门 10:55 - 哈尔滨 17:45

哈尔滨 07:20 - 厦门 11:45

哈尔滨 12:55 - 厦门 19:30

哈尔滨 18:50 - 厦门 00:20+1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

若是说到异国风情，还有一条老街值得推荐，老道外

有着中国保留面积最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街区。这些历

经百年沧桑的老房子，具有西洋的外表，里面却藏着中式

的庭院，是哈尔滨人独创的一种建筑形式。初到老道外，

这里还没有什么游人，却处处有着热气腾腾的美食，天空

中交错的电线，远处老建筑里的破窗户，这一切的元素让

我觉得好不真实，仿佛时间已经在这里停驻了很久。如今

走在老道外的靖宇街上，流连在巴洛克式建筑集聚的店铺

里，仿佛有种穿梭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错觉。

对于热爱着的它的人们来说，来这里感受市井生活，

感受建筑艺术才是最终目的。老道外的老，不仅仅体现在

建筑上，那些伴着哈尔滨人成长的老字号：老鼎丰、范记永、

张包铺、张飞扒肉…都在等着你一个一个去挖掘。

哈尔滨市古朴而又宁静的，老道外和中央大街的建筑

在用沉默的容颜述说着过往。哈尔滨又是闹腾的，无数个

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冰雪大世界的欢声笑语却从未停歇。

在哈尔滨的几日里，而诸多美好的回忆如同处处可见的冰

雪，永远冻结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消逝。这样一个充满异

国风情的城市，期待下一次与她的重逢。

去老道外，感受质朴的市井生活



“容乃大，和则兴”

客户交流暨产品推介会成功举办



“容乃大，和则兴”客户交流暨产品推介会成功举办

12 月 20 日，以“容乃大，和则兴”为主题的

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

客户交流暨产品推介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盛大发布

   



   



   



   

——  转场大兴机场   精彩未来可期  ——

2020 年 3 月 29 日
厦航将一次性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 航线网络更便利

● 五大“兴”系列产品

转场后，厦航集团每天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近 100 个航班，飞往上海虹桥、深圳、杭州、重庆、

香港、澳门等各大城市，到 2025 年厦航计划在大兴机场投入飞机超过 50 架，构建起从北京大兴机

场飞往港澳台地区、东南亚、东北亚的航线网络。

转场大兴后厦航不仅为旅客构建了更加通达便利的航线网络，还匠心推出五大‘兴’系列产品：

1、舒“兴”畅行（交通产品）

旅客选乘轨道交通、乘专车、坐高铁、坐巴士或是自驾往返，均可享受厦航旅客专属优惠福利。

经济舱旅客：享有“北京轨道交通 - 大兴机场线”8 折购票优惠

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厦航免费赠送大兴快轨商务舱车票

经济舱旅客：多面值定制专车抵用券

头等舱、商务舱旅客：专属专车抵用券



   

2、随“兴”畅享（服务产品）

 在“黑科技”云集的大兴机场，畅享从值机、安检到休息室

等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贵宾旅客可享预留心仪座位、行李

优先、贵宾休息室及贵宾专人引导服务。

3、乘“兴”畅飞（商旅产品）

商旅单位客户政策全面升级！商旅单位客户仅需与厦航、河

北航、江西航任一家公司签约即可成为厦航集团商旅客户，

享受集团优惠政策更有大兴航线专属商旅五重大礼包免费退

改、赠送休息室券、免费升舱……

4、开“兴”畅购（航线产品）

还将推出大兴进出港两舱多次往返套票、专属商旅套

餐、机票 + 旅游等产品。

5、全“兴”畅旅（酒店福利产品）

温德姆集团、金陵集团、开元集团、锦江集团、万

豪国际集团 10 个城市指定酒店带来低至 75 折的房

价、升级房型、入住赠送白鹭积分等诸多惊喜；在

Booking.com、Kaligo、同程艺龙平台预订酒店送超

值积分大礼包。

经济舱旅客：多面值定制泊车优惠券

头等舱、商务舱旅客：专属泊车优惠券，专享航班信息服务



   

——  集团统一常旅客计划  ——
2020 年 3 月 29 日，厦航白鹭俱乐部、河北航冀鹰俱乐部、江西航赣鄱俱乐部的常旅客账户将自

动合并，三航会员体系实现统一化！

< 统一积分单位 >

·三家航司会员享用统一的白鹭俱乐部电子账户；

·原河北航、江西航会员账户信息将合并至白鹭账户。

< 统一会员身份 >

·三家航司享用统一的白鹭俱乐部 5 级会籍服务；

·原河北航、江西航贵宾会员等级对应至白鹭俱乐部，
享受业内领先的贵宾会员服务。

< 统一服务体系 >

·三家航司会员享用统一的积分累积和兑换单位；

·原河北航、江西航会员积分按 1:1 平移至白鹭账户。



   

< 更多航线网络 >

·享受三家航司近 500 条航线 , 以及天合联盟航班可
达全球 1150 个目的地；

·三家航司将统一在北京大兴机场运营，会员可享空
地联动、便捷出行、贴心服务。

< 更多服务权益 >

·享受更丰厚的贵宾服务权益，如免费升舱服务拓至
更多航线，体验至臻出行；

·尊享对应级别的天合联盟服务礼遇。

< 更多合作伙伴 >

·尊享更广泛多样的合作伙伴累积积分，包括银行、
酒店、租车、旅行网等；

·拥有集团商城、奖励机票等更多兑换产品。



   

厦航特别推出贵宾快捷升级活动，三航会员若在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乘坐三航总定级航段达到 15 次（含）以上，

其中北京进出港航班达到 6 次（含）以上，2020 年 4 月 1 日即可喜提银卡，体验众多贵宾权益！

为感谢会员多年以来的信赖与支持，厦航携手众多大品牌，为白鹭会员送出多种惊喜福利 ~ 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渣打银行、富邦华一银

行推出开卡积分大礼包；赫兹租车、租租车也有多重租车特权 ~ 此外还有飞客茶馆、华润通、京东钢镚、国网商城推出的积分惊喜，

多行业联合回馈，精彩应接不暇 ~

两份惊喜大礼



   

——  “天际”家族闪亮登场  ——
2016 年厦航推出了“天际酒廊”，开创了国内民航业专业机上酒水服务的先河。2019 年“天际阅读”和“天际茶道”

先后上线，让旅客在万米高空尽享阅读和品茗时光。

接下来厦航还将陆续推出，“天际咖啡”、“天际绅士” 和 “天际美学” ，集齐六大天际服务，召唤空中至尊体验。



厦航首届 SDGs 行动者城市穿越赛开赛 



厦航首届SDGs行动者城市穿越赛开赛
   

12 月 22 日，中国“小年”冬至当天，160 余组 800 多名热情洋溢的参赛者，肩负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任务，

齐聚在厦门白鹭洲音乐喷泉广场。上午 10时整，随着响亮的开赛鸣笛从筼筜湖心破空而出，首届厦门航空SDGs行动

者城市穿越赛火热开赛。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陆浩、中国绿化基金会负责人罗佳佳等嘉宾莅临赛事现场助阵。



本次主题穿越赛历时 6小时，参赛者根据临时接收到的任务地图，合理规划路线，穿越整个厦门岛。

除了以传播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设置的 13个比赛任务点，白鹭洲赛事主会场也进行了可持续发展主题的

相关布置。除设有赛事相关的热身、团队装饰、补给站等互动区域外，还专门设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垃圾分类小

知识、公益项目介绍等内容的展示及互动。

厦门航空SDGs行动者城市穿越赛是厦航继联合梦想主题航班后，为推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量身定制打造

的又一主题公益 IP。本项赛事也是厦航在自身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之余，带动更多企业、组织、个人

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一大重要举措。



   

厦航榜样登上央视，惊喜改造传递感动

12 月 7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秘

密大改造》中，厦航客舱保障员伊兰芝作为

行业模范，被选中作为家装改造对象，收获

了一场温馨而感动的意外惊喜。而伊兰芝在

节目中展现的敬业爱岗的精神，也收获了全

网的一致点赞。

十年如一日的平凡坚守和不断创新，

伊兰芝为万千旅客打造了洁净的“空中之

家”，然而日夜颠倒的繁忙，使她在家庭生

活中常常缺位，对家人充满了愧疚与遗憾。

节目的最后，伊兰芝看着修葺一新的

家，和身旁的丈夫儿子，拉着设计师孙建华

的手频频道谢，热泪盈眶。“真实、走心、正能量”成为节目播出后网友点评的关键词。节目组用精心的设计传递出对一线工作者的敬意，

也用艺术的画笔为伊兰芝重塑了一个温馨的新家。

爱温暖了“小家”，也将照亮“大家”，伊兰芝以匠心为万千旅客打造了温馨的旅途，她的爱也将传递给全体厦航员工，每个家庭，传

递给每一位乘坐厦航航班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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