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航空白鹭会员专属杂志

842021 年 2 月号

主办 _ 厦门航空客运营销委 / 厦门航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第八十四期

新事News
厦航推出全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

品味TASTE
留下过年，为爱守护！
致厦航集团白鹭会员的一封信

勒个成都，茶酒当歌人生几何 

真情再延续  相伴再启航

悦旅

乐享

TRAVEL

Enjoy



真情再延续  相伴再启航











https://www.xiamenair.com/zh-cn/home.html
https://ffp.xiamenair.com/zh-CN/activity/20200413.html
















https://pay.jifen360.com/xiamenair/xm_airport.html






https://www.xiamenair.com/brandnew_CN/Vip/44701.html


勒个成都，茶酒当歌人生几何 



勒个成都，茶酒当歌人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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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发布的睡眠地图中，成都是中国

最晚入睡和最能熬夜的双料冠军。

似乎没有白昼暗夜的界限严明 , 这里的时间

都凝固在锅里腾腾而起的热气之上。

我喜欢成都，平淡又写实，繁华而写意，

松弛也活泼的人间聚像。

不须等到冰天雪地，也不须看路远马亡，

抬头便可见的是日子的悠远与梦想的朴素。

它像一个写满了自己名字的剧本，有开头

有中场，曲折起伏，却没有结尾。

让人向往，使人留念，再三驻足，再而复趋。

这是我第三次来成都，穿行至旧巷深处，

品百年流承的酒坊茶肆，探食色生香的街市小

铺，最惬意地感受着埋在这座城市骨子里的市

井烟火。这个一成不变、信仰生活的人间，细

致到空气中弥漫的辣椒面，街边随手支起的麻

将搭子，每一刻都是鲜活的，有过生命的跳动。



推开这个百年老茶铺的木

门，入眼是升腾着热气的老虎

灶。灶头烧着几把掺满水的壶，

洗净的茶杯整整齐齐地放在灶

台上。

拂去青烟，只见铜壶、铝

壶在烧得炙红的煤眼上沸腾，

凹凸不平地缝中盘踞着‘千脚泥’，

光漏过屋顶的天窗洒在灰白的

墙上，映着随处可见的老式画

报，黄色竹椅随意摆开，一张

张老旧的木桌旁坐满了茶客。

老虎灶旁是个大水缸，水

缸的四壁爬满青苔，水是井水，

由地下抽出，喝起来一股清甜。

放入茶叶，开水一冲，茶香就

出来了……

得兴的时候，茶馆老板迎

来往送间还会随手来一段花式

表演，“随机‘烫’死一名观众”，

拿着水壶的手一扬，便有一串

水珠在空中划出一道弯了几弯

的弧线，引得众人惊叹。

观音阁老茶铺 
来人间一趟，去茶馆被“烫”

仿佛遁入一场浮世绘，各具特色的彭镇老人、生财有道的一罐仙、多才多艺的茶馆老板……各色的人、

景、事通通被这老式穿斗房框，将这百年如一日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张历经沧桑的底片。

原汁原味的老式茶铺格局与风情，述说着几代人的故事与回忆，也述说着川西坝子地道的茶铺之魂。摆

不完的龙门阵，说不完的传奇事，观音阁不需要迎合复古或刻意做旧，它就是故事本身。



在烟火成都，凡人都化身饮食男女，未留意间，便与食物

调了一次情，不知是我们吞获了食物，抑或是食物俘虏了我们。

光色鲜亮的成都，食物是最风情的美貌。

古时候，一些旅店会将鸡毛拔下来给无钱投宿的旅人取暖，

这样设施简陋专供穷人取暖的旅店，被称为“鸡毛店”。现在的

鸡毛店大多是中餐馆，餐馆的大小一般称为场子大小。里面人

头耸动，似乎有些杂乱无序，却藏着四川老味道，一泼油辣子，

一盆串串香。

通透的橱窗设计，自选式点单下筷，人均 50rmb 超高性

价比，像极了人民食堂的升级版，热闹又实惠，群众在里头吃

得不亦乐乎，拍手称绝。

无论是椒麻香辣、口感筋道的辣子鸡，还是蒜香味浓、肥

而不腻的蒜泥白肉，抑或是朴实大碗、家常温暖的筒骨汤，这

里充斥着家乡的辣，四川的辣，成都人实实在在的辣味人生，

真真印证了这家店的 slogan“率性而活，无辣不欢”。

即便生活一地鸡毛，也不能委屈了向往讴歌前进的胃呀。

鸡毛店
生活一地鸡毛，味蕾讴歌前进



关于鸳鸯楼的名字的由来，网

络上众说纷纭，无从考究。但可以

确认的是 ——

40年前，成都并无“鸳鸯楼”之名，

它只是附属于川大家属区的一栋普

通居民楼而已。

40 年后，这里被称为成都闹市

里的“小香港”。穿楼而过，一面是

现代的繁华都市，一面是一眼见底

的“港风怀旧”，吸引无数路客前往

破译这座城市的生活密码。

这是一座以“之”字剪刀梯连接

了两栋住宅楼的老红砖建筑物，两

栋独立的楼房，各有 6 层楼，每层

楼有十几户住家。楼梯呈“之”字形，

上下楼层，转折行进。站在其中，

好像一个深井，抬头一看，王家卫

电影里的压抑美学，扑面而来。

陈旧的外墙，窄小的楼梯过道，

满目疮痍的门窗，打电动的小游戏

厅，凌乱的家具，发灰的墙壁，低

头切菜的居民和行色匆匆、上班下

班的工人。

斑驳的阳光透过七色的窗户纸

打在颊上，仿佛遁入时光隧道，老

成都的记忆瞬间清晰起来，时间或

许在这里生了锈，却也抵不住它承

载过的那些温暖的故事，一起长大

的小伙伴和无数人从青春到迟暮的

时光……

有人说，鸳鸯楼的烟火气，集

合了繁华与寂寥，现代与古旧。就

像成都人“集伙中有矛盾，矛盾中又

有市井生活”的真实人生。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鸳鸯楼

也会华丽落幕，这里上演的人间百

媚和花样年华，终将成为曾与它共

存的代代老成都心底那根留守旧时

光的风筝线，在回忆与现实间不断

拉扯。

这是我第三次来成都，依旧很

喜欢这个融合了历史、文化、时尚

和烟火的人间。在这里，日光是温

柔的，像被定格一般；道路交错着，

人来人往，却又悠闲无碍，如白日

间唱一曲清歌从容。 

我喜欢成都，再一再二再三。

鸳鸯楼
世间百媚千红，留守花样年华



厦门 - 成都

厦门 - 成都

成都 - 厦门

成都 - 厦门

厦门 07:30  10:40 成都 MF8401

MF5080

MF8490

MF8442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12:45  16:05 成都

昆明 09:00 11:40 厦门

昆明 15:20   17:50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成都相关航线信息



留下过年，为爱守护！

致厦航集团白鹭会员的一封信



   

留下过年，为爱守护！致厦航集团白鹭会员的一封信

亲爱的白鹭会员：

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有些人把归途变成逆行，支援抗疫，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把期盼变成坚守，留下过年，

为爱守护。

自疫情发生以来，厦航集团全力以赴做好疫情科学防控工作，助力复工复产；我们首推白鹭驰援卡和白鹭尊医

礼，为医务人员提供专属礼遇；我们推出真情延续计划和携手跨越计划，与千万白鹭会员携手同行，一路相伴！

而今，在这个特殊的春节，我们依然为您守护，与您坚守。

您说：“春节回家，让我幸福，而留下过年，是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是的，家，是年味十足，是翘首以盼。

而家，也是齐心协力，是国泰民安。

有爱，就有家。为此，厦航集团推出“为爱守护”计划，在此新春岁月，白鹭俱乐部携手合作伙伴们为留下过

年的您们带来有礼有爱的别样年味。大型新春互动游戏“红包拜年”、海量积分回馈、跨界礼遇助您欢度新春、牛

年大吉；积分商城丰富兑换带来精选年货、好礼狂欢。愿您不管在哪，都能以爱为家。

相聚，等春来。相守，就现在。2021，让我们一路相伴，再启新航。

白鹭俱乐部

2021 年 1 月 29 日



   

积分商城
年货狂欢 年味十足

厦航联名信用卡
邀您留下过年 刷卡有礼

精选年货，狂欢惠兑。超 80 款精选年货，积分低至 1230 起，快来兑换吧。

民生厦航联名信用卡
新客户可享最高 8000 白鹭积分、贵宾休息室券及最高达 1500 元优惠券大礼包



   
广发厦航联名信用卡 

 新客户激活卡片并绑定支付宝或微信后，任意消费一笔，可获赠 2000 白鹭积分

中信厦航联名信用卡
幸福时光，好礼随行

农业银行联名信用卡 
舒适商旅，行程无忧



   
招商银行联名信用卡 
便捷生活，美食五折

兴业厦航联名信用卡 
厦航将携手兴业银行开展“留下过年 为爱守护”联合活动，带给您新年大转盘献上新春好礼，共同走进企业送上新春祝福！

万事达世界卡、世界之极信用卡 
境外消费，最高可享 23000 白鹭积分



   

Kaligo
 每消费 10 元获赠 5-15 白鹭积分

Booking 
 每消费 10 元获赠 7 白鹭积分

旅游合作伙伴
邀您花式酒店打卡 
就地过年亦精彩



   
Trip.com 

每消费 7 元 /8 港元 /1 美元获赠 4 白鹭积分

同程艺龙
 每消费 15 元获赠 8-10 白鹭积分

金陵连锁酒店 
 最高可获 800 白鹭积分奖励



   
厦航酒店

入住厦门航空金雁酒店、厦门航空宾馆、泉州航空酒店可享 1000 积分

厦门香格里拉大酒店 
入住尊享 500 白鹭积分

开元酒店
入住可获赠 150-600 白鹭积分



机场商户积分结账
白鹭积分当钱花，机场结账立享 7 折

Booking
每消费 10 元获赠 7 白鹭积分

购物狂欢
留下买买买 优惠又贴心

   



厦门万象城 
 白金卡、黑钻卡尊享厦门万象城白金和黑金卡服务礼遇

突击联盟
白鹭会员消费累白鹭积分，享专属会员礼遇

休闲娱乐
春节就该放松自在

   



   

康丝曼、秀身坊、婵悦美疗、都都美容等
 首次消费享 3 折优惠及消费满额获白鹭积分奖励。

农业银行积分商城 

兑换渠道：

1、农行掌上银行—信用卡—乐玩积分；

2、农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积分换礼

积分通兑
好事成对 大吉大利



   
广发银行积分商城

兑换渠道：广发银行官网—积分商城—积分专区

厦门银行积分商城
 兑换渠道：厦门银行官网—积分商城

首旅如家积分兑换 
兑换渠道：首旅如家 APP- 权益 - 如玉 - 兑分



   捷豹路虎、别客汇、中石油昆仑积分商城 
 1、捷豹 +APP/ 路虎 +APP

2、“iBuick”APP 或“别客汇别克俱乐部”公众号
3、“中油好客 e 站”APP 或“中油好客 e 站”公众号

平安万里通积分兑换
兑换渠道：壹钱包 App

华润通积分兑换
 兑换渠道：华润通 App



   

飞客茶馆积分兑换
 兑换渠道：点击下方图片

Keep 
达人力荐的运动社区

商城好货
积分兑好物 有礼有爱有年味



   

严选好物 
新春好礼，积分来兑

腾讯视频 
刷剧神器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厦航推出全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



厦航推出全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

“您要鸡肉饭还是牛肉面？”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千篇一律无法选择的经济舱飞机餐。但其实，经济舱飞机餐也能让人充

满期待这次，厦航把“选择权”交到了你的手中。

2 月 1 日起，厦航全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厦航飞享家正式上线，每周持续上新。厦航专门为广大经济舱旅客打造了“心

选库”供行前选餐，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常规飞机盒饭。不仅兼具健康时尚与创意，而且还将不断上新扩容让美味不重样，让旅

客们打破沉闷，在旅途中也能好好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



重磅新品  美味体验

“超鸡好呷堡”：“好呷”是闽南语里的“好吃”，广受全球喜欢的越南三明治 Banh Mi 的灵感与厦门传统味道——沙茶的

碰撞，带给您一场中西结合，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的美味体验。

经典美食料理：厦航经典餐盒，搭配美味热食，不同时刻，不同体验，每“食”每刻都有您熟悉的专属味道。



便捷选餐  快速查询

旅客们可以通过厦门航空 APP 和微信公众号便捷选餐。厦门航空 APP 入口：服务大厅—> 特色服务—> 美食预订—> 经济舱

选餐。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底部预定栏服务大厅—> 特色服务—> 美食预订—> 经济舱选餐。选餐完成后，可在厦航 APP/ 微信

公众号 - 我的订单中的“美食订单”中查询订单信息。

厦航飞享家将不断拓宽至更多航线，将更多美味体验带到旅客的身边。打破沉闷，选择旅客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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