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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红屋顶与蔚蓝大海的童话
  编辑：庄雯莎

想到青岛会想到什么？

是青岛的海？《恋之风景》的女孩和邮差骑着自行车在海边疾驰，南方人如我，到了青岛，会觉得北方的海比南方更苍茫；还是市南

区大片德式建筑的红砖尖顶？这里梧桐树枝桠繁茂，湿润的海风会在云雾里穿梭，时间都慢了节奏。

青岛，一座年轻而美丽的城市，斑斓迷人。这里依山傍海，山、海、城、景浑然一体，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交相辉映，是一幅美丽壮

观的城市画卷。

一天的时间虽然有些紧张，但在走马观花，匆匆忙忙间，亦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弥久而醇香的历史文化气息，当然了，还有啤酒和海鲜。



甜沫是一种以小米面为主熬煮的咸

粥，是青岛人早餐的首先。用新磨出来的

小米面儿加上新碾出来的棒子面（也就是

玉米面）熬出来的，再往里边加花生米、

豆腐皮丝，粉丝、菠菜叶，一样都不能少，

就叫了甜沫，以前再讲究一点的甜沫还放

上一点点核桃仁。豆腐脑的最大特点是豆

腐的细嫩以及柔软，故称豆腐中的脑；细

腻油滑，好吃不腻。当然还有北方特色的

煎饼果子，一个可以吃得饱饱的。

（一）青岛人早餐的讲究

来了青岛，记得要跟青岛

人一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腐

脑，一笼香喷喷的包子或是甜

沫油条，感受一下青岛人对早

餐的讲究。



海风迎面吹过来 ，

海浪一浪接一浪，击起

白色的浪花，看着海鸥

自由地翱翔在海面上，

大海好美。

青岛的栈桥就是一

个普通的观海平台，却

也是青岛的标志。有很

多人在喂海鸥，可以找

到出售面包的阿姨，5

块钱买 2 包，海鸥并不

怕人，会朝人飞过来，

还在人们的身边转圈飞，

似乎在表示亲近，啄手

上的面包动作飞快，不

一会就吃完了。

（二）感受碧海蓝天



到青岛来，一定要看遍八大关万种风情的欧式建筑，寻找你最爱的

那一抹色彩，蔚蓝的天空，淡远的白云，每栋神圣的天主教堂，建筑雄

伟霸气。漫长的岁月流逝，沉淀下的是厚重的文化和令人惊叹的艺术。

庭院、每条路都有别样的韵味！如果你俯瞰整个老城区，入目尽是

红瓦白墙，绿树蓝天，在阳光下美得令人刺目。

八大关是指以长城八个关口命名的八条马路，在这个景区可以看到

英、法、麦、德等 20 多个国家的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因此这里又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靠近景区，一阵香气扑面而来。放眼望去，一

排排的绿树，一座座红瓦房，文艺气息非常浓厚。蒋介石先生的故居就

在花石楼，茂密的树木把楼房团团围住，像站岗的士兵，但透过树木依

然能看到建筑的全貌，往下走不远就是海水浴场的入口处，这里真可谓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所以这里也最能体现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的特点。

青岛的迷人之处，离不开绵长蜿蜒的海岸线。燕儿岛山公园算是一

个小众打卡地。远离游客，即使是假日，也仍然能享受一份开阔和清净。

下车走进公园，穿过草地和林子，便渐渐听到浪声阵阵。燕儿岛山

公园的精华就在于它沿海岸线而建的木栈道。碧蓝的天空，纯净的海，

加上原木朴实的围栏装点着，完全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站在下山的

栈道上，便是最佳的拍照打卡位。

（三）邂逅红砖绿树



在青岛，有“晨栈桥、夜奥帆”的说法。每到夜晚，沿海一线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奥帆中心就成了一道流

光溢彩的丝带。漫步情人坝，吹着咸湿的海风，看着海中倒映的流光……这就是青岛最不能辜负的夜景。

如果要看夜景，还有一个绝佳地点，那就是观象山。青岛的城市坐标点就设在观象山上，这里曾被认为

是青岛观赏夜景最好的地方。观象山海拔 79 米，也是观赏青岛市容及海景的最佳处。夜登观象山，朦胧的灯

火照着朦胧的山色，面对这醉人的夜色，叫人怎能不爱它！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霓虹

灯下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着海

岸线高楼林立，一派繁华大都市

的景象。街头巷尾的啤酒屋里，

一切正酣。海鲜加上啤酒的香气，

是青岛独一无二的味道。

如果去青岛旅游，哪里可

以喝到不错的啤酒呢？

如果要去一个集中的喝啤

酒的地方的话，推荐台东七路。

那里有很多啤酒屋，比较有当

地氛围，瞅准看当地人去哪家

或者哪边人多，跟着去就没有

问题。在夏夜嘟嘟喝下一杯，

简直太爽快了。       

在青岛，你还会发现青岛

有一个特色就是啤酒装在袋子

里喝，是在店里啤酒桶中接来

的，俗称散装啤酒，新鲜、纯正，

很好喝。在哪有呢？夏天很多

小卖部和超市都有。晚上闲着

没事，你可以在住的地儿附近

居民区逛逛，一般就能找到。

简单地说，就是远离景点找当

地人去的地方。

（一）流光溢彩的夜景

（二）街头巷尾的啤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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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积分兑换白鹭积分
白鹭教您跨界攒白鹭积分

银行积分、消费积分、电力积分等

统统可兑换白鹭积分

Get 攒积分新姿势！

兑换渠道： 中信银行动卡空间 APP- 友鱼·积分

兑换标准：白金卡及以上卡别 25000 信用卡积分兑换 500 白鹭积分；

免年费白金卡及金卡 50000 信用卡积分兑换 500 白鹭积分

兑换渠道： 好兴动 APP

兑换标准：每 26 个信用卡积分兑换 1 白鹭积分

银行积分攒白鹭积分，刷卡积分享不停



   

兑换渠道： 厦门银行积分商城

兑换标准：每 20 个综合积分兑换 1 白鹭积分， 

每次起兑值最低应为 500 白鹭积分（即 1 万综合积分）或其整数倍

兑换渠道： “壹钱包”APP 或“平安口袋银行”APP

兑换标准：每 50 个万里通积分兑换 1 个白鹭积分，

每次兑换总量不低于 500 白鹭积分，

最小递增值为 100 白鹭积分 ,

月兑换限额 10 万白鹭积分

平安万里通，领先金融，无忧累积



   

兑换渠道： “京东金融”APP 

兑换标准：1 个京东钢镚兑换 10 个白鹭积分

每次兑换白鹭积分总量不低于 1 个钢蹦，单笔兑换限额（钢镚）1 万个，

单日兑换限额（钢镚）2 万个，月兑换限额（钢镚）10 万个

兑换渠道： “华润通”APP

兑换标准：25 个华润通积分可兑换成 1 白鹭积分，

250 个华润通积分起兑，

当月单个华润通会员兑换白鹭积分不超过 30 万华润通积分

京东钢镚兑换厦航积分，小积分带来大用处

无限场景积分通兑，就在华润通



   

兑换渠道：飞客茶馆会员登录飞客茶馆“飞米商城”

兑换标准：10000 飞客茶馆“飞米”即可兑换 500 白鹭积分

跨行业、多渠道、全方位累积白鹭积分

下一次出行的奖励机票就有着落啦

积小成多，为您的生活加分

兑换渠道： “电 e 宝”APP 

兑换标准：20 个国网积分兑换 1 白鹭积分，

200 个国网积分起兑，兑换增量的最小单位为 200 个国网积分

飞米换积分，带你探索世界，发现精彩

电力积分，聚少成多

http://www.flyertea.com/product-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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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生活生产秩序加快恢复，为了助力各地师生返校复学，厦航推出“青春校园行”学生专

享服务产品，通过多项定制化服务，为师生返校提供了安全优质的行程保障。

5 月 8 日 11 点 10 分，厦航 MF8193 航班从长沙飞抵天津滨海国际机场。50 余名来自中国民航大学的学生走下飞机。这是天津首

批组织“点对点”专属航班返校复课的毕业班高校学生。

在第一时间获悉民航大学毕业班确定返校日期后，厦航天津分公司立即与民航大对接，推出“复学复课”定制航班服务，最大可能减

少途中人群接触风险，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5 月 8 日，共计有 400 余名民航学子乘坐厦航航班从厦门、长沙、乌鲁木齐等 20 个城市飞抵天津返校复课。

全流程保障航大学子顺利返校



为助力高校学子返校，厦航杭州分公司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对接各大高校，收集学生返校复学的需求。5 月 6 日至 10 日，陆续保障了来自重庆、太原、

青岛、乌鲁木齐、成都、厦门等 21 个复学团队，共计 304 人。

为了让返回杭州的复学之路更加便捷、安全，厦航专门制定了“一站式”无缝连接的保障流程。航班落地后，早已等候在舱门口的工作人员便上

前指引，组织学生统一列队前往行李提取处。随后，工作人员对学生们进行相关返校乘车防疫要求讲解，并逐一发送行程单，检查杭州健康码。出机场后，

厦航工作人员再协助学生们搬运行李，组织大家有序上车。车上再次讲解疫情防控乘车的相关注意事项，一路护送学生返校。

返杭复学，“一鹭安心”



5 月 11 日上午，105 名朝气蓬勃的“内初班”、“内高班”新疆学子来到长沙黄花机场，准备乘坐厦航 MF8231 航班经西安中转返回吐鲁番。

他们已经在湖南学习、生活了三年，即将回到家乡参加中考和高考。

接到此次保障任务后，厦航湖南分公司多次与校方沟通对接，梳理各个环节服务流程，力求服务最优、流程最简，做好全方位的出行保障。

出发当天厦航在候机楼为学生们专门开辟了“师生复学值机专柜”和“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全程保障。在值机过程中，得知自己的座位和清

真餐食需求均已提前安排好，同学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厦航细致、贴心的服务受到了出行师生的一致认可。

繁华渐开，复学在即，厦航将根据各地复工复学的实际需求，持续推出多种定制化服务产品，积极助力广大学子顺利、安全的返校复课。

护航新疆学子“返校复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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