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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面食悠香里，细品古都时光



“等闲识得东风面 , 万紫千红总是春。”

再没有比寻芳赏花，更适合春天的活动了。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所以姹紫嫣红，

开遍四海，总有一处是你的“菜”。

正是人间赏花时
编撰：吕慈航 图片提供 _图虫视觉



比起“天下第一幽”青城山，都江堰深处的虹口对大

众来说就要低调许多，但实际上，在成都人心中，虹口

花谷的地位并不低——如果没有去过虹口花谷，成都人

的踏春之旅就不算完整。

从都江堰出发，穿过玉垒山隧道，沿着白八路一路

上山，不到 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虹口花谷。坐落于虹口

国家森林公园内，春观百花，夏可漂流，秋赏红叶，冬

戏冰雪，一年四季都是浑然天成的乐园。

相比其他天然的赏花胜地，虹口花谷虽有人工规划

与建设，但胜在规划合理，成效卓著，繁多的花卉品种

几乎可保证花谷一年到头花开不败，但最为人称道的当

属“桃花坡”的“十里桃花”和全国最大的人工种植高山杜

鹃基地。

每年三四月，正是赏桃花与高山杜鹃的最佳季节。

花谷山坡上有一座凉亭，名为“月到风来”，踏入这诗意

盎然的亭子，从亭内眺望远方，就可以将成片的花海尽

收眼底。“桃花坡”上的桃花尽数盛开时，仿佛连绵不绝

的粉色绸带缠绕着起伏的山峦。

而多达 200 多个品种的高山杜鹃，也得益于较高的

地势和怡人的气候，呈现出其他地方人工培育的高山杜

鹃所没有的生机与姿态。所以与“十里桃花”相互映衬的

最美杜鹃花海，也是虹口花谷的招牌之一，四月初正是

观赏杜鹃的最佳花期，漫步花海，每一株都各具风姿，

芬芳馥郁。同时徒步登山，也是不错的健身选择。

都江堰·虹口花谷

TIPS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龙池镇虹口社区三组一号

开放时间：9:30-16:30

票价：40 元 / 人



也许看过李子柒的视频

后，不少人会对李子柒骑马

穿过花林，采摘辛夷花的样

子印象深刻。事实上，四川

绵阳九皇山的辛夷花也确实

是这时节西羌的独特风光。

由于辛夷花只生长在海

拔 1000 米以上，开花时每朵

都是九枚，对抗着地球引力，

朵朵都朝天挺立，有松柏之

姿，也不输桃李之艳。因此

盛放成林的辛夷花，并非随

处可见，也不容易被熙熙攘

攘的人流发现，但这遗世独

立的“高冷”和娇丽清雅的韵致，

却也是独一份的美好，足以

让无数庸脂俗粉黯然失色。

唐代王维有《辛夷坞》云：“木

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

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可

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了。

每年三、四月，辛夷花

在枝头累累盛放，大如斗碗，

小如茶杯，颜色从浅粉到深

绵阳·九皇山辛夷花

紫，依着坡势层层叠叠，仿佛由花朵构成的海浪，一浪接着一浪扑面而来，在这天地间永无止息。

山风吹拂下，纷纷扬扬落下的辛夷花在草地上也铺起一层天然的“花毯”，人道“落红不是无情物”，辛夷花

不仅外形绝美，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采下辛夷花瓣油炸或凉拌就是天然美食，还可入药用于祛风寒、

通鼻窍。

与辛夷花长年相伴的，是古老的羌族人。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九皇山辛夷花的美名，羌族文化也渐渐广为

人知。在九皇山景区，赏花之外，羌族婚礼与羌族刺绣展演也将让观者耳目一新。

厦门 - 成都

厦门 - 成都

成都 - 厦门

成都 - 厦门

厦门 07:35 10:25 成都 MF8401

MF8441

MF8490

MF8402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11:15  14:05 成都

成都 06:35 09:20 厦门

成都 11:40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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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桂溪镇

开放时间：8:00—18:00

票价：90 元 / 人

推荐路线：从成都东站 ( 成华区 )

乘动车前往江油市，在江油市转

乘汽车前往九皇山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提及“花王”

牡丹的美名，很多人会想起“洛阳牡丹甲天下”，但其实

真正让牡丹名扬四海的起点，是西安。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长安花”里，

牡丹雍容华贵的身姿定是少不了的。如今的西安，人们

也依然不忘让牡丹花在新的时代继续妆点城市与生活，

于是就建成了目前西北地区最大的牡丹观赏基地——阿

姑泉牡丹苑风景区。

20公顷的牡丹园区，以古泉山为中心，南依层峦叠

嶂郁郁苍翠的九华山，东西两侧有潭峪、皂峪，北面是

关中平原，宝泉寺、弥陀寺、阿姑泉、亚仙洞、钟馗宫

点缀其间。两谷相抱，两水环绕，森林覆盖率达 93%，

水源丰沛，草木丰美，为牡丹的生长盛放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自 1994 年开始，阿姑泉牡丹苑就从全国各地引进

了400余种名贵牡丹与芍药，总计4万余株，不仅品种多、

规模大，最令人称奇的当属苑内的几十株百年树龄的牡

丹“花王”，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观。虽经百年风雨，但这

些高达两米的牡丹树依然挺拔健壮，每株花开五十朵以

上，紫红粉白的花朵艳丽非凡，完全不输周围的“年轻后辈”。

每年 4月中旬开始，牡丹苑的牡丹就开始陆续开放，

简直可以让古泉山改名“牡丹山”。百花争艳又引来 30余

种鸟类栖息，形成天然的鸟语林，花鸟共生，诗意如画，

“赏花何须去洛阳，阿姑泉边牡丹香。古泉山麓多异彩，

无限风光在画乡”。

西安·阿姑泉牡丹苑

厦门 - 西安

厦门 - 西安

西安 - 厦门

西安 - 厦门

厦门 06:40 09:50 西安 MF8247

MF8217

MF8248

MF8218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10:45 13:40 西安

西安 11:15 14:05 厦门

西安 14:45 17:30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西安相关航线信息
TIPS

园中有观花接待厅及山庄宾馆，

可食可宿。

开放时间：9:00-17:00

票价：30 元 / 人



说到武汉的春日，樱花已经

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樱花时

节，江城武汉除了武汉大学和东

湖的樱花，武汉的“后花园”——

木兰故里黄陂的樱花也是一绝。

木兰花谷景区里面占地 3000

多亩，东依木兰湖，西靠木兰山，

距离武汉市中心仅一个多小时的

车程。花谷之名，离了花肯定是不

行的。一入景区，就可见落英缤纷，

如世外桃源。花谷里面桃花42亩，

樱花 48 亩，桂花、石榴、山楂等

等均在二三十亩左右，还有柿子、

柚子、橘子等果树，每年至少有

十个月花果芬芳，春意不断。如

今的时节，海棠、紫玉兰、白玉兰、

日本野樱、红叶碧桃等开遍山谷，

光是桃花就有粉红、嫩白、火红

数种姿态，航拍之下花谷一片五

彩斑斓，在其中闭上眼旋转跳跃，

就如置身天堂般的惬意舒畅。

武汉·黄陂木兰花谷

TIPS

花谷中准四星湖畔酒店可提供

食宿与休闲养生设施，附近则

是防空防震科普体验馆，赏花

搭配科普，也是此处别出心裁

的设计。

开放时间：8:00—17:00

票价：80 元 / 人

厦门 - 武汉

厦门 - 武汉

武汉 - 厦门

武汉 - 厦门

厦门 06:45 08:50 武汉 MF8487

MF8337

MF8338

MF8488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08:55 10:50 武汉

武汉 12:00 13:40 厦门

武汉 15:15 17:00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武汉相关航线信息



￥150 起，踏青赏花航线特惠开售！



￥150 起，踏青赏花航线特惠开售！

大好春光，你准备到哪里踏青呢？还在犹豫的朋友看过来，小白鹭为你推荐这些城市，机票价格低，飞行时间

短，赏樱花、游古寺、登仙山……统统满足你！

4 月的青岛，微风不燥，春光正好。中山公园、居庸关路、三明南路，都能寻觅樱花踪影，和心爱的人去淋一

场樱花雨吧 ~

青 · 岛

旅游贴士
★适合游玩天数：3-5 天

★交通：厦门 /福州 /泉州直飞青岛，

约 2.5 小时

★行程推荐：

Day1：栈桥—小鱼山—居庸关—小

麦岛公园

打卡经典景点，领略青岛“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魅力。

Day2：中山公园—太平山索道

赏千株樱花盛开，顺便搭乘易烊千

玺主演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

的同款索道。

Day3：崂山仰口—天苑观景台—太

清宫

登顶“海上第一名山”，看云海奔腾，

游道教仙观。

★美食推荐：鲛鱼水饺、辣炒蛤蜊、

海菜凉粉、排骨米饭

厦门-青岛

600 元起 650 元起

福州-青岛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四季皆美。如果遇上春雨微斜，泛舟漓江更有诗意，江面上烟波浩渺，两岸群山若隐若现，仿佛被轻纱笼罩。

桂 · 林

旅游贴士
★适合游玩天数：3-5 天

★交通：厦门 /福州 /泉州直飞桂林，

只需 2 小时哦 ~

★行程推荐：

Day1：象山景区—榕杉湖—东西巷

城市之间，皆是山水，记得与象鼻

山来一张大合影 ~

Day2：龙脊梯田—金坑大寨梯田

搭乘缆车，在空中俯瞰灌水后的梯

田，犹如条条银丝带在地上堆叠。

Day3：兴坪古镇—竹筏游漓江—阳

朔西街

乘竹筏赏烟雨漓江，夜宿阳朔，体

验西街热闹的夜生活。

★美食推荐：桂林米粉、啤酒鱼、

桂林三花酒

厦门-桂林

550 元起 400 元起

泉州-桂林



虽是四月，但在北海已能感受到夏天的气息。北海老城中，桃红色的三角梅盛放，让黑白色的骑楼街瞬间有了活力。

北 · 海

旅游贴士
★适合游玩天数：2-4 天

★交通：3 月 28 日起，新增厦门 -

北海、天津 - 福州 - 北海航线，每

日一班 ~

★行程推荐：

Day1：北海老城—北海银滩—侨港

风情街

逛骑楼老街，到沙滩上赶海，晚上

吃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

Day2：鳄鱼山火山公园—盛塘天主

教堂—贝壳沙滩

漫游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

之一的涠洲岛

★美食推荐：花蟹粥、猪脚粉、炒

鱿鱼、糖水

厦门-北海

490 元起 850 元起

天津-北海



春天来西安，不仅要寻访历史古迹，还要赶赴樱花之约。位于乐游原上的青龙古寺，樱花如云如雾，记得在树下悬挂许愿绳，

期盼事事顺利，喜乐平安。

西 · 安

旅游贴士
★适合游玩天数：3-5 天

★交通：厦门直飞西安约 3 小时。3

月 28 日起，还将新增青岛 - 西安、

泉州 - 西安航线！

★行程推荐：

Day1：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

场—大唐不夜城

深入了解西安历史，感受这片土地

的历史积淀

Day2：青龙寺—钟楼、鼓楼—回民

街—西安城墙

上午到唐代古寺，看樱花绽放；晚

上到小吃街，寻觅西安味

Day3：华清宫—兵马俑

世界有名的文化遗产，看看秦始皇

的“私人手办”

★美食推荐：臊子面、牛羊肉泡馍、

肉夹馍、西安凉皮

青岛-西安

380 元起 590 元起

泉州-西安



如果你还没有买到心仪价位机票也不用烦恼！ 3 月 30 日厦航推出特惠预约功能，提前预约出行航班，指定心仪价格，确

保出行心如所愿！

预约方式：

厦门航空 APP- 服务大厅 - 特惠预约

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 - 服务 - 服务大厅 - 特惠预约

https://www.xiamenair.com/zh-cn/


沙县小吃飞上万米高空，厦航带你巡味八闽美食 



沙县小吃飞上万米高空，厦航带你巡味八闽美食

4 月 3 日起，万米高空也能吃到正宗的沙县味了！厦航将沙县小吃

经典品类加入美食心选库，今天旅客在厦航福州始发的两舱航班上已经

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沙县小吃，重温拥有 1600 多年历史的传统美食魅力。

以“国民美食”沙县小吃为起点，后续厦航还计划持续推出“巡味八闽”

系列机上美食，让更多旅客“身未至，心已往”，让八闽美食继续引领

风骚。

“民以食为天，沙县小吃非常受欢迎”，3 月 23 日，正在福建三明

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走访沙县时说到，并勉励大家继续发展小

吃产业，写好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厦航作为福建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在

2020 年就派出厦航空厨团队前往沙县调研，与沙县小吃传承匠人进行技

术交流学习。经过多次的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良，已将多款原汁原味的沙

县小吃带上云端。

蒸饺、扁肉、拌面、炖罐，被称为是沙县小吃的“四大金刚”，厦

航 4月 3日推出就占了两样经典。沙县的招牌炖罐“姬松茸炖猪软骨”，

精选名贵姬松茸和上等黑猪肉，以“旺火烧沸，小火慢煨”，将姬松茸

的鲜美与土猪肉的肉香充分融合，醇厚滋补，暖心暖胃。以菠菜汁做皮

的蒸饺绿意盎然，口感劲道，咸鲜可口。精选福鼎槟榔芋制成的芋饺，

嫩滑清香，软韧有嚼劲，还用爽脆贡菜搭配海虾米作为肉馅，添加几分

福州特色。水晶烧麦皮薄馅多，晶莹如玉，搭配浓香四溢的土猪肉馅让

人欲罢不能。南瓜饼金黄诱人的酥脆表皮，包裹着甜糯细滑的红豆，外

酥里嫩，唇齿留香。沙县小吃最耳熟能详的当家品种“飘香拌面”，还

有客家菜经典“金线莲番鸭汤”作为夏季清补圣品，也于 4 月 6 日起登

上厦航两舱。

此外，更多具有道地文化风味的品类也将加入厦航“飞要好好吃”

经济舱免费选餐的行列中，让旅客来往八闽大地时，多角度感知美食文

化底蕴，也让八闽风味插上翅膀，各美其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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