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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看话剧、赏芭蕾，白鹭会员低至 8折购票

大师云集的音乐盛世

足尖精灵的曼妙舞姿

沁入人心的艺术之旅

尽在闽南大戏院



闽南大戏院的演出，白鹭会员都享有专属折扣

持白鹭卡至闽南大戏院售票厅购买自办演出 280 元及以上票价可享：

白鹭黑钻卡、白鹭白金卡 8 折

白鹭金卡、白鹭银卡 8.5 折

白鹭普卡（含联名卡、成长卡等）9 折

（该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同时享受）



11 月

11 月

11 月

美杰三重奏与未来之星音乐会 11 月 15 日 19:30

11 月 28 日 19:30

11 月 29 日 15:00/19:30 

11 月 29 日 19:30

【妈妈沙龙小剧场】绘本剧

《歪歪兔迷幻岛大冒险》

声声不息 · 不止古典

赵越、郭虹旭、何亮辰、胡浩

跨界美声专场音乐会

月份 名称 演出时间

闽南大戏院最新排期一览



闽南大戏院最新排期一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12 月

黄滨与盛原 携手演绎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

上海芭蕾舞团 “镇团之宝”《白毛女》

永恒的经典——北京交响乐团中外名曲系列音乐会

首部孟小冬传奇剧传《冬皇 - 孟小冬传》

上海芭蕾舞团 经典版《天鹅湖》

“邂逅德奥经典”潘畅大提琴独奏音乐会

12 月 20 日 19:30

12 月 8-9 日 19:30

12 月 27 日 19:30

12 月 11 日 19:30

12 月 30-12 月 31 日 19:30

12 月 13 日 19:30

12 月 4 日 19:30

12 月 5 日 19:30

12 月 12 日 19:30

12 月 18-19 日 19:30

《曼洛丽塔·陈》《安魂曲》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野草》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

薛颖佳钢琴独奏音乐会 

路遥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

陕西人艺年度话剧《平凡的世界》

月份 名称 演出时间









天津，不经意带给你的惊喜



天津，不经意带给你的惊喜
  编辑：罗元廷

天津是一个将中西文化完美演绎的城市，600 多年的沧桑岁月，造

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



01>>
东方与西方碰撞

天津之眼，全称天津永乐桥摩天轮，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

海河畔，是一座跨河建设、桥轮合一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

功用。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是天津的地标之一。到

达最高处时，周边景色一览无余，甚至能看到方圆 40 公里以内

的景致，被誉为“天津之眼”。

相对应的另一个地标点“五大道”并非正式地名，实应为六

大道，即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和马场道，

后成流传甚广的俗称。因为这里曾经是英租界，遗留的众国各式

风貌的建筑变成了最亮的风景线。首推马场道及睦南道，道路不

宽，却坐拥 300 座小洋楼，背后都有着一段历史，著名的或是

鲜为人知的，细寻就里，惊喜更多。意大利风情街是近年天津最

热门的景区之一，地方不大，却值得走走逛逛，连不少电影如《南

京！南京！》《非常完美》也曾在此拍摄。在意大利老租界里，

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曹禺故居、李叔同故居、袁世凯及冯国璋

的府邸等旧居，建筑仍在，味道稍变。许是入驻的酒吧、西餐让

这里有失一分宁静，但饕餮爱好者品味其中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西开教堂是天津市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天津教区

主教座堂。1916 年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包括天主教

总堂和大教堂。整个建筑为法国罗曼风格，平面呈长十字形，正

面和后部耸立高大塔楼三座。整体建筑呈“品”字形。楼座以黄、

红花砖砌成，上砌翠绿色圆肚形尖顶，檐下为半圆形拱窗。正厅

为三通廊式。教堂每日早晨举行宗教活动。逢星期日及天主教节

日，早晚皆有宗教活动。东方与西方文化在天津碰撞，产生了新

的火花。



天津古文化街，位于天津南开区东北隅东门外，海河西岸，北

起老铁桥大街（宫北大街），南至水阁大街（宫南大街）。南北街

口各有牌坊一座，上书“津门故里”和“沽上艺苑”，长687米，宽5米，

系商业步行街。这里在古代是祭祀海神和船工聚会娱乐之场所。现

已修复的古文化街包括天后宫及宫南、宫北大街。每年这时都举行“皇

会”，表演高跷、龙灯、旱船、狮子舞等，百戏云集，热闹非常。

02>>
传统与现代交织



现今天后宫已成为天津民俗博物

馆，介绍天津的历史变革，陈列着各种

民俗风情实物。皇会是因清乾隆皇帝下

江南时曾游此会而得名。传统的演出场

所在天后宫前的广场以及宫南、宫北一

带。古文化街建成后，每逢农历三月

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吉日）在此举行

盛大的皇会，表演龙灯舞、狮子舞、少

林会、高跷、法鼓、旱船、地秧歌、武

术以及京戏、评剧、梆子等。天津古文

化街现在属津门十景之一。

说起天津的传统建筑，不得不提到

瓷房子。这座“瓷房子”是天津市赤峰道

一座用多件古董装修而成的法式洋楼，

由瓷房主人张连志亲自设计。它位于天

津市和平区赤峰道 72 号，是一幢举世

无双的建筑。瓷房子的前身是历经百年

的法式老洋楼，今生则是极尽奢华的“瓷

美楼奇”，被人们称为一座价值连城的

“中国古瓷博物馆”。传统与现代在天津

交织成一曲美妙的乐章，令人沉醉。



把煎饼果子当成天津人早点的代表应该

毋庸置疑。舀一勺绿豆面儿摊在铛上，磕个鸡

蛋，快速摊匀翻转，把馃子或果篦放上，抹上

面酱、辣酱，撒上葱花儿，浓浓的面香和鸡蛋

的香气早已经把食客诱惑得饥肠辘辘了。小小

的煎饼果子彰显着天津人对饮食的讲究和早点

文化。锅巴菜也是天津人喜欢的早点，是独具

特色的路边小吃。用绿豆面如摊煎饼一样在饼

铛上摊成薄饼，再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浇上事

先做好的卤汁，卤汁和北京的豆腐脑有些相似，

再按个人口味加入腐乳汁、韭菜花汁、蒜汁和

芝麻酱汁，就着烧饼和果子，别提有多香了。

南市食品街上聚集了百家名店，集各种风味于

一体。既有正宗天津名菜和风味小吃，又荟萃

全国各大菜系特色菜品；既有久负盛名的宫廷

御膳，又有乡土风味的农家便饭；既有清真大

菜和素餐，又有各式西餐西点，被誉为“津门

十景”之一。

03>>
美食与味蕾相遇



厦门 - 天津

福州 - 天津

杭州 - 天津

厦门 07:40  10:25 天津 MF8275

MF8033

MF8175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福州 11:35  13:05 天津

杭州 11:35  13:05 天津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天津相关航线信息



厦航白鹭俱乐部高端会员

华为超旗舰产品品鉴会圆满举办



   

厦航白鹭俱乐部高端会员华为超旗舰产品品鉴会圆满举办

10 月 18 日下午，厦航携手华为、厦航中免共同举办华为超旗舰产品品鉴会，活动现场为 30 余名白鹭俱乐部高端会员带来

厦航精品航线及冬航季新航线、华为全场景黑科技超旗舰产品品鉴及中华香礼表演，为高端客户提供一场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的

美妙体验。此外，现场来宾还享受华为手机超优惠购机福利及丰厚礼品赠送。



   

企业文化交流  携手共同奋进

活动中，厦航与华为向来宾分享了企业文化与近年发展历程。厦航在今年开辟医护人员、医疗物资的空中运输生命线，执行

海外撤侨、复工复产等重要航班任务，推出“白鹭驰援卡”“白鹭尊医卡”践行党和国家尊医重卫的倡议号召，在这场新冠肺炎

疫情的历史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令社会满意的“厦航答卷”。同时在 7 月厦航连续 31 季度被旅客票选为内地服务“最佳航空公司”，

8 月成立北方总部，打造行稳致远新引擎；9 月发布“京闽空中快线”，构建京闽空中快速通道，全力打赢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

展双胜利。

  华为福建终端业务部也分享了华为企业文化与发展历程。面对近年较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华为一直致力于把数字世界

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充分彰显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

精彩产品分享  感受科技魅力

在精彩的产品分享环节，厦航向来宾们推介了“京闽空中快线”品牌航线、冬航季新开航线及贵宾会员服务产品等，综合展

示了厦航便捷舒适的旅行体验，进一步加深高端会员对厦航精品航线及优质服务的了解。

华为讲师为来宾解码华为超旗舰产品 HUAWEI Mate Xs 5G 鹰翼式折叠屏手机，专业摄影师现场分享华为手机“专业模式

拍大片”，手把手带领来宾们感受华为的黑科技，来宾们充分感受到华为超旗舰产品智慧匠心的非凡魅力。



   

中华香道表演  品鉴传统文化

中尼两国香文化交流大使、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交流大使现场展示中华香礼、隔火熏香及茶艺古筝。三场表演为现场塑造了

更加轻松自在的氛围，来宾们从视觉、嗅觉、听觉到心灵都获得了美好的享受。



   

专属优惠抽奖  尊享高端福利

欢乐抽奖环节送出华为 55 英寸智慧屏、华为运动手表、厦航臻梦乳胶按摩枕等好礼，将本场活动气氛推到高潮，也燃起了

来宾们的购买热情。

HUAWEI Mate Xs 5G 折叠屏手机目前在市场上货源紧缺，每台市场售价高达 1.9 万元左右，厦航为白鹭贵宾会员争取到

一定数量的现货，同时提供现场购机尊享 16999 元优惠价格及运动手环赠礼，专属福利深受现场来宾热烈追捧。

未来，白鹭俱乐部将进一步以常旅客为核心提升营销服务能力，满足高端客户的多样化增值服务需求，继续通过多方合作，

强化业务协同，实现多赢，以服务推动厦航集团新零售，打造利润新增长极。



厦航连续 32季度获评内地“服务最佳航司”



厦航连续 32季度获评内地“服务最佳航司”

10 月 15 日，CAPSE 发布《2020 年第三季度航空公司服务测评报告》，厦航连续 32 季度获旅客票选，成为内地服务“最

佳航空公司”。本季度厦航综合得分 4.02，比行业平均水平高 6.1%，其中地面综合、机上综合得分连续 14 个季度排名第一。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厦航持续深挖厦门地面服务保障潜力，在厦门站创新推出座位随心选、登机口升舱、

一鹭优先达等九项“地面畅享”服务，极大的丰富了旅客的多元化出行选择。同时，为满足不同旅客出行需求，推出 “白

鹭尊师卡”“全学飞”“全福飞”等客票产品，以及“飞要耍大牌”品牌商户合作优惠；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一周年之际，

推出“京闽空中快线”，30 余条航线链接八闽大地与京津冀城市群，旅客可尊享航班免费无限次改期、灵活变更航点等服务，

畅享大兴机场、厦门机场、福州机场厦航专属地面快捷服务。

下一阶段，厦航各部门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将持续为旅客新消费新需求输出新产品，提供更有温度的服务，

提振旅客出行信心，帮助更多的人行走天下，推动服务质量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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