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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森”呼吸地图



春日“森”呼吸地图
  编辑：庄雯莎

宅在家里的日子，疫情一点点消散，春天也悄悄来了，一切都在慢慢恢复，

2020 年仍充满希望！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是时候逃离都市去感受大自

然了。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负氧离子浓度高、空气清新爽洁，森林始

终是人们向往的地方。阳光明媚，轻风拂面，壮观的林海既是观光赏景的理

想之地，也是休闲康养的良好去处，放眼祖国的大地南北，天山雪岭云杉林、

林芝古老柏树林、大兴安岭白桦林、长白山针叶林、海螺沟原始树林，绿波

起伏，震撼人心。“洗肺静心”“森呼吸”，让我们告别平日里的喧嚣嘈杂，奔

向山川林海，去亲近森林，回归自然，享受生态、追寻低碳，沉醉在那些清

幽宁静、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



森林氧吧千岛湖

千岛湖的初春，阳光刚从睡梦中醒来，温暖和煦。

第一次走进千岛湖，很难想象在这湖面之上还蕴藏着如此深厚的天然能源，不是很高的山上却是

古木丛生，即使没有华丽的色彩，褪下容妆，仅留下“空灵”之处引人遐想，却给人带来阵阵欢愉。

丰富的植物资源、形态各异的山

石、秀美曲折的溪涧、跌宕多姿的瀑布、

色彩斑斓的水潭，共同组成了地形复

杂多样、景致变化万千的森林游憩景

观，被誉为千岛湖的世外桃源。带着

心灵和身体，逃离雾霾和噪音，遁入

这清新的山野之中，只需要稍稍吸气，

便能感受到空气带着微甜从鼻腔缓缓

进入肺部，那是一种无比轻松的感觉，

让肺卸下负担，轻松运作。记忆里千

岛湖的春天，滋味是淡淡的清甜，有

空气的清甜，有芳草的嫩香，有那千

岛湖大鱼头汤的甜美，更有松花的清

香。此时山花烂漫，四月谷雨，听雨

声叮咚，觅千岛湖一处静坐，赏松竹

美色，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

茶香，只道是寻常。　



走在弯曲的小路上，周围都是密密的竹林，听着上方时不时传来小鸟美妙的歌声。空气中都是自然的味道，好像来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有一

种超脱凡俗的境界。

翠甲天下蜀南竹海

从宜宾坐车向着

东南方向走上六十多

公里，就来到了蜀南

竹海，之后就可以从

这里进入景区。第一

眼看到的就是一眼望

不到边的竹子爬过山

川，这些竹子整整覆

盖了五百多座山丘，

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地

方竹子的数量之多。

景区里面冬暖夏凉，

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

人们来到这里旅游。

这里的楠竹长得既密

集又粗壮，挡住了天

空以及太阳，就显得

山谷里面比较幽静，

非常有氛围。



蜀南竹海以前叫作“万岭菁”，据说是因为北宋的

一位诗人来到这里游玩之后，发出感叹美景的言论，之

后还在黄伞石上面写下了“万岭菁”这三个字，之后这个

名字传开了。整个竹海就像是一个“之”字的形状，简单

地说这个竹海就是竹子的海洋，整个景点有着七万多亩

地的竹海，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不仅仅有很多品

种的竹子，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草药以及名贵的菌

类，这里就好像是一个宝藏。这里是竹的世界，竹的海

洋，空气中饱含着竹的清香；一望无际的竹子连川连岭，

整整覆盖了五百多座山丘。这里的海拔高度 600 米至

1000 米，气温最低不低于零摄氏度，最高不超过 30摄

氏度，冬暖夏凉，十分宜人。一年四季都适于旅游。



天山地灵张家界

张家界之奇，在于它外围的山脉走势平缓，与别处

无异，而进入腹地，它展示给你的，就是无限的神奇、

险峻和清秀。电影“阿凡达”中震撼的悬浮山脉取景在天

子山。登山的游客成千上万，大家都是来一睹天子山的

风采。当你从山脚一步一步爬上山顶的时候，周身环视

群峰，奇峰罗列，拔地而起。早晨的天子山顶空气清甜，

没有城市中带有灰尘和汽油的味道。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天子山的山峰，重峦叠嶂却并不单调，石林山峰形状

大小各不相同，有名副其实“移步换景”的感觉，若与做

工精致的山林盆景相比，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登上六

奇阁楼顶，一览众山小，颇能体会影视作品中“五指峰，

母子峰，南天一柱，神鹰护鞭”的感觉。

有山有水一直是张家界的特色，最为出名的是金鞭

溪水。溪水在沟壑中从山顶流淌下来，一路上的溪水清

澈透明，沟壑载着水流时宽时窄，时缓时急，像是体验

人生的五味杂陈。溪水中的鱼儿灵动活泼，跟着溪边小

道上的人们游动嬉戏，时不时有游客脱下鞋袜下水感受

明净冰凉的溪水，站在鱼群旁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沁

人心脾。

然而这样的美景在张家界绝不是昙花一现，四十多

公里长的金鞭溪，自西向东山水交映。相对于天子山的

峰峦叠嶂的宏伟，金鞭溪就更像一幅优雅的画卷，这样

的一个“世外桃源”，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仿佛置身于仙

境，一去生活中的疲惫。



玩转大兴！厦航在大兴航线班期、

优惠服务攻略



   

2020 年 3 月 29 日起，

厦门航空进出北京航班全部转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

体验智能科技的便捷，

感受人文舒适的关怀，

享受流畅安全的出行，

期待与您在大兴相遇！



   

厦航在大兴有哪些航班？

备注：往返算为一班

航  线

厦门 -大兴 每日 6班

每日 6班

每日 2班

每日 2班

每日 2班

每日 1班

每日 1班

每日 1班

每日 1班

福州 -大兴

杭州 -大兴

泉州 -大兴

长沙 -大兴

深圳 -大兴

大兴 -重庆

大兴 -三亚

大兴 -海口

班  期 



   

可以享受哪些优惠和服务？

交通补贴  舒“兴”畅行
厦门航空将为乘坐多种交通方式往返大兴机场的旅客推出接送机优惠券、轻轨车票等交通补贴优惠产品，

提供“门到门”的组合运输服务。

空车联运
厦航特别推

出“安全出行计

划”，与滴滴公

司合作推出“机

票+专车”产品，

为购买一定舱位

的旅客定制推出

100 元、200 元

等不同面值的滴

滴专车抵用券，

为您安全出行保

驾护航！



   

空轨联运
如果您购买了厦航大兴航线机票，可在厦航APP、官方微信和M网站以 8折优惠购买快轨大兴机场线

单程车票（含商务单程车票）。更有购买头等舱、商务舱即可免费获赠快轨大兴机场线商务单程车票的活动

等您解锁。

真情服务随“兴”畅享
厦门航空大兴精品航线推出“天际酒廊”“天际茶道”“天际咖啡”“天际悦读”等“厦航天际”系列

客舱特色服务，“五色五行养生餐”空中美食，地面精彩礼遇服务，为您创造更多美好飞行体验。



   

商旅尊享乘“兴”畅飞
厦门航空为多次往返大兴的商旅单位客户提供免费退改、免费贵宾休息室、免费升舱、商旅积分奖励、

礼遇金卡等五重礼包，做您身边的商旅管家。此外，白鹭会员乘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还可享受额

外积分奖励，尽享会员专属礼遇。

缤纷优惠  开“兴”畅购
大兴机场不仅是网红打卡胜地，还是购物消费的天堂。厦门航空携手联盟商户，推出购物优惠活动，一

张大兴登机牌尽享多种专属优惠，为您开启缤纷畅购之旅。



厦航正式转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



厦航正式转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
   

3 月 29 日起，厦门航空进出北京航班将全部转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是国内唯一一家一次性转场的大型航司。

转场当天，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北京大兴机场监管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北京分公司等单位领导莅临现场参观检查，并

与首飞机组合影留念。



大兴机场内，旅客可体验到自助值机、

自助托运、无接触过检、刷脸登机，只需

一张身份证、一张脸就可以顺畅“通关”，

真正实现“无纸化出行”。利用北斗导航

系统建立的行李定位系统，可以从行李放

上传送带起对行李进行定位。后期，厦航

旅客将可以通过手机 APP 随时追踪自己

行李的实时位置。

无纸化、自助式，“快”人一步
大兴机场位于京南，从南方和华东

方向进出大兴机场的航班，空中飞行时

间可节约 15-20 分钟。跑道距离停机

位很近，飞机无论从哪一条跑道起降，

所需的地面滑行时间都能最短，可节省

15-20 分钟；空中加滑行共计可节省约

40 分钟。大兴机场独特的指廊设计使

旅客过检后可以在 8分钟内步行到达任

一登机口。机场内设有国际中转大厅，

国际转国内和国内转国际航班均仅需

60 分钟，可分别节约时间 1小时和 30

分钟。登机快，起飞快，落地快，中转快，

使旅客真正能体验到“快”人一步。



借助京津冀地区城市轨道、高速公路、机场专线等组成的快捷交通网络，旅客可以便捷往返大兴机场与市区，其中搭乘大兴机场

线快轨从草桥站到机场仅需19分钟。作为在草桥城市航站楼设立唯一综合服务柜台的航司，厦航在草桥站可为高端旅客提供临时值机、

座位预留、售票改签、航延处置、现场引导等各类服务，让旅客体验到无缝隙的一体化服务。

厦航将为乘坐多种交通方式往返大兴机场的旅客推出接送机优惠券、轻轨车票等交通补贴优惠产品，提供“门到门”的组合运输服务。

转场当日，厦航也携旗下河北航、江西航合并常旅客计划，统一会员礼遇，共享“白鹭俱乐部”权益。

打造北方总部 未来覆盖近 20 个航点 
根据此次转场计划，3月29日至5月2日，厦航在大兴每天将有44个航班，覆盖厦门、福州、泉州、深圳、杭州、长沙、重庆、海口、

三亚等9个航点。5月3日新航季启用后，厦航将在大兴机场夏航季运营每日54个航班，冬航季每日66个航班，航线网络将覆盖厦门、

上海、深圳、杭州、长沙、重庆、福州等近 20个航点。

到 2025 年，厦航集团计划在大兴机场投入运力超过 50架，重点打造北京大兴至福建、华东、西南等大流量航线的空中快线，构

建从大兴机场飞往国内主要城市、港澳台地区，辐射东南亚、东北亚的空中网络。



全师凯旋！厦航接最后一批福建援鄂医疗队回家

3 月 31 日，厦航执飞 5个福建医疗队返程包

机任务，共搭载 727 名医务人员返回厦门、福州，

这是福建援鄂医疗队最后一批返程的队员，至此，

福建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任务。同时，厦航旗下的河北航空也执行一个航

班，运载河北援鄂医疗队最后一批共97名队员返程。

这一天，也是厦航集团在接英雄们返程当中，包机

量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天。

客舱内以“英雄归来，一‘鹭’花开”为主题

进行了特别布置，机组人员的口罩上都贴着爱心标

识，表达对厦航人医护人员的感谢和敬意。“各位

旅客你们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本次航班由武

汉飞回厦门。我们如约来接你们了，定把你们一个

不少地安全带回家！”机长通过客舱广播向医疗队

员致敬。

客舱中，乘务员为医务人员们送上一份写有旅

客祝福的《家书》，这些祝福，都是来自厦航官微、

厦门航空报微信公众号等各个平台征集而来，除了

贴到客舱内，还精选了部分留言制作成明信片，送

给医务人员。同时，还送上厦航特制的“最美逆行者”

徽章，以及厦航“白鹭驰援卡”和“白鹭尊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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