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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座好吃的城



长沙，一座好吃的城
  编辑：庄雯莎

对于长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但是只要谈到吃，大家总会异口同声地叫好。而如果当你计划着去长沙，询问老长沙们有啥

地方值得去玩时，所有人都像是约好了似的给了统一的回复：玩什么？来长沙就是吃美食的啊！

长沙，这座吃不厌的美食之城，将包容大度融入城市的血脉之中，似乎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美食家。上百种口味的粉面早餐，味道四散

的街边小吃，以及口味火爆的宵夜，每一种简单又丰富的味道，都能让人感到满足与快乐。

十步一粉面、五十步一奶茶，再走百步就是口味虾，来到了这里，你最该先了解的，一定是它的味道。



都说湖南人的早上是被一碗米粉唤醒的。光是湖南米粉，就分有长

沙米粉、常德米粉、衡阳鱼粉、永州卤粉等八大门派。而长沙米粉以扁

粉为主，汤头则是大骨清汤，会偏清淡一点。

长沙人的嗦粉，不像广东人喝早茶那般讲究。满满的市井气息透露

着这里是一家人满为患的粉馆，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热火朝天地坐

在这个空间里享受自己面前的那碗粉。

长沙米粉 >>

唤醒长沙人的一天

下午的时间太过漫长，似乎就是为了吃点满足嘴巴，又不至

于吃撑的食物准备的。长沙的小吃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你们

尝过了长沙独有的茶颜悦色，吃过了甜糯甜糯的糖油粑粑，被长

沙的凉菜挑花了眼，被捆鸡辣爽了嘴，一定会爱上这座城市的。

臭豆腐：作为一个“有味道”的城市，长沙的味道，大多时候

都来自一种街头小吃——臭豆腐。长沙臭豆腐，又叫臭干子，是

臭豆腐界最为著名的“IP”。黑色的方块豆腐，中间灌以火红的辣椒、

透白的蒜汁、琥珀色的香油，单颜色搭配就胜其他地区的臭豆腐

一筹。

糖油粑粑：喜欢甜粘食的朋友们，这道美食决不可错过。它

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粉和糖（白糖、红糖、蜂蜜兑水而成）在经过

油炸至金黄色，糯软爽口，甜而不腻，一元一个，虽然价格便宜，

但也是长沙人民常吃不厌的一种小吃。

湖南小吃 >>

不垫点肚子下午的时间怎么熬



在中国人吃辣的世界观里，总是川湘在争霸。

那么，湘菜有多辣？看看这两道知名的湘菜代表：

在鱼头上大概倒了两整罐剁椒的“剁椒鱼头”，还

有一不小心就能做成辣椒炒辣椒的“辣椒炒肉”。

湘菜的特点就是重油重辣，而且还辣得很

有层次。比如，以“酸辣鸡胗”为代表的酸辣，以“辣

椒炒肉”为代表的咸辣，以“酱椒鱼头”为代表的

酱辣，甚至，还有一味“苦辣”。汪曾祺在《吃

食和文学——苦瓜是瓜吗？》里是这样说的：“据

我所知，最爱吃苦瓜的是湖南人。有一盘炒苦

瓜——加青辣椒、豆豉，少放点猪肉，湖南人

可以吃三碗饭。”

长沙人的一天，没有一顿湘菜那是不完整

的。不同于一般人对餐厅装修、服务的各种要求，

懂吃的人似乎更爱去一些角角巷巷里寻找美味。

他们对餐厅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吃。

而来到长沙，你会发现这里最神奇的地方

在于，你随便进一家人多的湘菜馆，只要你能

吃辣，都会觉得，味道不错，好吃，下饭。长

沙的网红店壹盏灯、炊烟时代、伍厚德堂，是

适合旅游的，湘菜做得又精致，又有长沙特色。

询问了一些当地人，他们吃炒菜很少选择这些

网红店，很多在小街里的店味道也都很好，地

道的当地人吃的。还有湘西烤串也很好吃。

湘菜 >>

一天不吃辣椒日子是没法儿过的



长沙骨子里有一股“娱乐精神”，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娱乐之都”。入夜后的长沙，街上的人比白天还多，而且更加随意放松，长沙的“五一商圈”是全

国十大夜间最堵商圈之一，可以说是长沙当之无愧的夜间CBD。而坡子街和解放西这两条街，是长沙夜生活的代名词，一个是美食小吃一条街，一个是

著名的酒吧一条街。一入夜，这两条街才刚刚醒来，长沙人民过起夜生活都不用睡觉的。

宵夜 >>

是夜晚的灵魂所在

在长沙人夜生活中最不

可以缺少的宵夜就是口味虾

了，又叫作麻辣小龙虾。最地

道的老长沙口味虾，只余钳子

和虾尾，吃虾之前，先吮吸虾

尾的前端，带着紫苏和蒜蓉味

的汤汁顺着虾皮上涌，香辣的

滋味灌入口中，自舌尖传递全

身，而后化作汗珠自额头渗出。

偶有一两滴红油汤汁自嘴角俏

皮地溢出，顺着皮肤一路滑到

了下巴。

特别是在夏天，几斤啤酒

配上口味虾别提有多爽了。每

条街上都有小龙虾，味道都不

差。最推荐的店是老梅园大虾

城和老长沙龙虾馆，但是这两

家店都很火爆，排上一个小时

是家常便饭。



1、湘菜代表

剁椒鱼头，辣椒炒肉，嗦粉，臭豆腐。

2、岳麓书院

北宋时期创立，是长沙文化底蕴的重要

根基。

3、茶颜悦色

2013年成立，在长沙商圈每走100米

就有3家分店，目前只在长沙开门店。

4、娱乐之都

2017年，长沙成为国内首个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的城市。

5、夜生活

长沙的“五一商圈”是全国十大夜间最堵

商圈之一；著名的夜生活代表是两条街，一

个是美食小吃一条街“坡子街”，一个是酒吧

一条街“解放西”。

6、湘楚文化与长沙精神

曾国藩：恰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

得蛮。

7、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

长沙人；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十大将中就有

六人来自湖南，两人来自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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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新航线，来一场惬意的夏季之旅
暑期将至，大家都安排好出行计划了吗？纠结目的地选择的你不用再苦恼啦！

七月厦航即将新增多条航线！快跟着小白鹭看看都有哪些吧！众多目的地，总有一个你想去打卡的！

福建始发

始发地 / 目的地

厦门 - 中卫 周 2、4、6

周 2、4、6

厦门 16:00-19:30 中卫
中卫 20:20-23:30 厦门

厦门 08:00-11:30 兰州
兰州 12:20-15:30 厦门

厦门 14:00-17:45 长春
长春 18:30-22:25 厦门

福州 16:20-19:55 哈尔滨
哈尔滨 13:15-17:00 福州

福州 08:45-10:55 郑州 11:55-15:00 海拉尔
海拉尔 15:45-18:55 郑州 19:55-22:00 福州

福州 07:00-08:25 南京 09:25-12:45 嘉峪关
嘉峪关 13:30-16:45 南京 17:45-19:10 福州

厦门 10:30-12:20 南京 13:20-16:35 海拉尔
海拉尔 17:25-20:40 南京 21:40-23:30 厦门

厦门 11:00-13:15 郑州 14:15-17:00 哈尔滨
哈尔滨 18:00-20:55 郑州 21:55-00:10 厦门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厦门 - 兰州

厦门 - 长春

福州 - 哈尔滨

福州 - 郑州 - 海拉尔

福州 - 南京 - 嘉峪关

厦门 - 郑州 - 哈尔滨

厦门 - 南京 - 海拉尔

班期航班时间



   

华南 / 华东 / 华中始发

始发地 / 目的地

长沙 - 长春

周 2、4、6

长沙 09:40-13:10 长春
长春 14:00-17:35 长沙

杭州 10:15-13:15 银川
银川 14:00-17:00 杭州

杭州 16:40-19:50 中卫
中卫 20:35-23:30 杭州

杭州 15:05-18:35 海拉尔
海拉尔 19:20-23:05 杭州

长沙 15:00-19:05 满洲里
满洲里 19:50-23:55 长沙

长沙 08:00-12:00 海拉尔
海拉尔 12:50-17:00 长沙

上海虹桥 08:20-11:15 南宁
南宁 12:05-14:45 上海虹桥

深圳 15:25-16:55 福州 17:45-20:15 大连
大连 18:45-21:30 福州 22:20-23:50 深圳

上海虹桥 15:50-18:35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 19:25-22:05 上海虹桥

杭州 07:15-08:50 武汉 09:55-12:15 西宁
西宁 13:00-15:15 武汉 16:15-17:40 杭州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杭州 - 银川

杭州 - 中卫

杭州 - 海拉尔

长沙 - 满洲里

长沙 - 海拉尔

上海虹桥 - 呼和浩特

杭州 - 武汉 - 西宁

上海虹桥 - 南宁

深圳 - 福州 - 大连

班期航班时间



   

华北 / 东北始发

始发地 / 目的地

大连 - 兰州
大连 11:30-14:20 兰州
兰州 15:10-17:40 大连

青岛 10:55-13:10 西安
西安 14:15-16:30 青岛

青岛 22:25-00:20 哈尔滨
哈尔滨 07:45-09:55 青岛

大兴 06:50-09:05 海拉尔
海拉尔 10:00-12:15 大兴

大连 08:10-09:30 天津 10:30-13:00 西宁
西宁 13:50-16:00 天津 17:00-18:00 大连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每日 1 班

青岛 - 西安

青岛 - 哈尔滨

北京大兴 - 海拉尔

大连 - 天津 - 西宁

班期航班时间

航班计划实时变动，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看完这些新增航线，是否有令你心动的城市呢？是被誉为中国版“摩洛哥“的中卫？还是有着呼

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亦或是美食遍地的兰州？如果你还是没决定好，那就继续跟着小白鹭，

一起看看这些城市有哪些值得去的景点吧 ~

宁夏中卫，一个依傍着黄河与沙漠的小城市，容纳着河流、戈壁、荒漠、绿洲、原野等广袤丰富

的地貌。这里可以满足了人们对浪漫的所有幻想。你可以骑着骆驼在沙漠散步，你可以在绿洲湖

畔来场野奢下午茶，你可以在 66 号公路上一路向前。中卫，一个混搭着梦幻与写实的中国版摩

洛哥。

中国版“摩洛哥”  中卫



   

这里有中国最美的夏天，蓝天白云下牛羊成群结队；这里民族风情浓厚，你可以摔跤、骑马，感

受驰骋草原的快意；这里异域情调浓郁，你可以漫步街头，感受北方小城的魅力。这里就是——

海拉尔。

草原上的璀璨明珠  海拉尔



   

来兰州，在甘肃省博物馆感受中学历史书上的”马踏飞燕“，穿越丝绸之路；站在黄河第一桥“中

山桥”上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登上兰山公园，在三台阁眺望城市，感受星光

在城市中蔓延。

看完这些城市介绍，快跟随我们的新航线，来一场惬意的夏季之旅吧！

美食打卡地  兰州



厦航与厦门市卫健委、厦门弘爱医院签约仪式

暨高端会员健康管理沙龙圆满举办



厦航与厦门市卫健委、厦门弘爱医院签约仪式
暨高端会员健康管理沙龙圆满举办

2020 年 7 月 4 日，厦航与厦门市卫健委、厦门弘爱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深化资源合作 , 为高端客户打造健康领域服

务圈层。同时，厦航携手厦门弘爱医院为近百名厦航与弘爱贵宾会员带来一场健康管理沙龙，特邀应敏刚院长为来宾分享健康

管理，邀请援鄂医护人员分享抗疫历程，与嘉宾们共度了一个充满健康理念和满满感动的下午。



为进一步发扬光大驰援精神，体现社会责任担当，厦航与厦门市卫健委、厦门弘爱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各自优势，促进航空商旅和医疗

健康深度合作。

在现场，三方共同回顾起疫情初始，厦门市卫健委积极组织、迅速集结包括厦门市弘爱医院在内的 300 多名援鄂医疗队成员“逆行”湖北，与时

间赛跑，和病魔较量，保卫大家的健康与安宁。随着白衣天使们陆续凯旋，厦航集团响应党中央关于“把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措施落到实处”的要求，

面向 4 万余名援鄂医务人员，连续三年赠送免费机票，同时发放“白鹭驰援卡”，还向全国 1300 多万医务人员赠送“白鹭尊医卡”，通过最真挚的

服务礼遇向医务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     

厦航与厦门卫健委、弘爱医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影响力，优势互补，开启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的崭新篇章。

签约合作  携手共赢



2020 年初，疫情当头，多少抗疫英雄不惧风雨，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役之歌。弘爱医院援鄂护士李美萱正是这样的“逆行天使”，在现场，

李美萱护士为在座嘉宾带来了令人动容的抗疫心路历程分享。她们冒着极高的被传染风险、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病毒展开了无数次的殊死较量，

日夜不歇将患者从死神的手中解救出来，体现了医护工作者崇高无私、甘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真实的故事感人肺腑，在座各位深受感动和鼓舞。

逆行天使  抗疫分享

在精彩的健康养生讲座环节，由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弘爱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应敏刚为现场嘉宾分

享如何做好个人及家庭的健康管理，详细讲解如何保持健康以及避免健康误区，让嘉宾们能以健康快乐的身体共度高于繁华的人生滋味，以豁达开放

的胸襟镌刻健康养生的格调生活。

养生讲座  再话健康



活动发布了厦航·弘爱最新健康护航产品，厦航携手弘爱医院为白鹭会员提供专属优惠折扣。7 月 31 日前，白鹭会员使用白鹭积分兑换厦门弘

爱医院贵宾门诊服务、门诊陪同服务、体检服务可享受 8 折惠兑。厦航白鹭黑钻、白金贵宾会员前往厦门弘爱医院最高享体检费用 85 折优惠。让白

鹭会员们在医疗设备齐全、技术水平一流的弘爱医院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服务！

 在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来宾中的幸运者收获了厦航提供的奖励机票、白鹭积分，以及弘爱医院准备的贵宾体验券、贵宾门诊服务体验券等健康

好礼。参加活动的来宾有厦航黑钻会员、优质单位客户代表以及弘爱医院高端客户，他们表示今天的活动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收获了感动，对后续厦

航服务充满了期待。

未来厦航将与厦门市卫健委和厦门弘爱医院继续深化合作，进一步拓展医务营销产品，共同推动全民健康意识，共建医航健康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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