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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南国有梦，与你有约



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期待着远离

喧嚣的美梦，哪怕只是片刻也好。

然而这样的“约会”，却是可遇不

可求。

想要宁静，但不可单调乏味；想

要亲切宜人，又不愿全无内涵；还不

能只是满足视听之娱，特色菜肴是否

有着足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味，越来

越“刁”的舌头自有严格的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北海脱颖而出，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南国梦”。

北海：南国有梦，与你有约
编撰_吕慈航 图片提供 _图虫视觉



“2020 网红城市百强榜单”中，北海赫然在列，毫无疑问，这座往昔相对低调的南方海滨城市，如今正自信地接受世人瞩目，迎接八方来客。

“朝沧梧而夕北海”，北海的名称古已有之，是其历史悠久的证明之一。古时的北海，很早就因盛产珍珠而被地处北方的权力中心所重视，后来，

它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于是其名不可能会被诸多史册忽略，接纳的四海来客也带来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外来文化，沟通融合之间，

漫长的历史也因此而熠熠生辉。如今它享誉四海，深厚的底蕴显然功不可没。

若是不愿深究，只想放空脑袋，享受“天然氧吧”般的惬意，那么北海的沙滩与岛屿又堪称自然馈赠，世间少有，看够了玩够了，还有大量优质

鲜美的海鲜可以一饱口福。

与北海相约，你想要的“梦”里几乎应有尽有。

逐浪而行

“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足见北海银滩作为北海王牌景区的地位。之所以被称作“银滩”，是因为沙滩均由优质石英砂构成，在阳光照

耀下，银光闪闪。“滩长平、沙细白、水温净、浪柔软、无鲨鱼”，因此北海银滩作为海滩的旅游体验极佳，有“天下第一滩”的美誉。

不过要说北海目前最著名的景点，还是非涠洲岛莫属。如果来了北海却不去涠洲岛，体验必然大打折扣，甚至若是条件允许，最好是在涠洲岛

小住两三日，才能达到最佳体验。



涠洲岛是广西最大海岛，却也是中国地质最年轻的火山岛。3亿年前，涠洲岛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与气

候变化，数以百次的基性火山喷发，形成了岛上地层主体，海水在海啸、海洋风暴的作用下日复一日地扑向海岸，终于形成了涠洲

岛如今多彩绚丽的海蚀、海积、海滩地貌。

在南湾鳄鱼山景区，基本上就可以把涠洲岛的美景精华“一网打尽”。总面积 3.8 平方公里的南湾鳄鱼山景区，包含了鳄鱼山、

五彩滩、红色广场、南湾海洋运动公园以及部分海域，典型的火山地质遗迹与海蚀微地貌景观，已然成为这里名声在外的金字招牌。



比起其他海岛或海岸普遍金黄沙滩与蔚蓝海浪的“标配”，涠洲岛的海滩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流光溢彩的绝美。

东部的五彩滩，因退潮后，海蚀平台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而得名，犹如浑然天成的印象派画作，与日出时的漫天霞

光相互映衬，不管是谁都很难不被如此壮美的自然手笔打动震撼；西部的滴水丹屏，海蚀的力量长期雕琢着悬崖峭壁，裸露着的岩层呈

现出红、黄、绿、紫、青五种清晰的颜色纹理，包覆岩体的藤蔓红花倒挂崖头，既柔和了奇险的轮廓，又丰富了色彩，“丹屏”之称恰如其分，“滴

水”则是因为岩层上长年涌动着水珠，不断滴落；观日落最好的地方，则是石螺口，比起岛上其他地方惊奇险怪的风貌，石螺口更凸显浪

漫气质，海滩形似螺口，又有各种海螺分布，清澈干净的海水又养育了涠洲岛生长最好、面积最大的珊瑚礁群，无论是为了满足观赏爱

好还是浪漫旅拍乃至婚纱摄影，这里都是数一数二的胜地。



人文洗礼

穿过一片芭蕉林和菠

萝蜜林，眼前赫然出现一

座白墙斑驳、高大雄伟的

天主教堂，这种漂流奇遇

般的体验让众多来到涠洲

岛的游客一定要来到盛塘

村的天主教堂“打卡”。

在清代，清政府认为涠洲岛孤悬外海，若不封

禁极易藏匿奸细，所以下令将涠洲岛“永久封禁”，

但到了清代同治六年，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已无力维

持严苛的禁令，对涠洲岛也“重开岛禁”，法国巴黎

外方传教会就趁此良机，派法籍神父上岛传教。

在天主教徒最多的聚居地盛塘村，传教士们与

教徒就地取材，用岛上特有的珊瑚石，耗费十年左

右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的教堂。

四周民居大多低矮，更显罗马式尖塔高耸的天主教

堂鹤立鸡群，一枝独秀。

原本除了周日做礼拜之外，这里平时无人，只

由一位老人看门。如今北海与涠洲岛声名鹊起，慕

名而来接受人文洗礼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厦门 - 北海

北海 - 厦门

厦门 08:10 10:10 北海 MF8793

MF8794北海 10:55 12:45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北海相关航线信息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老饕福利

身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南部沿海渔场，北海的海鲜优质管饱，鱼虾蟹蚌，

一应俱全，是老饕们心照不宣的“海鲜菜市场”。

如果需要饭后甜点、午后消闲或是宵夜，那么北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择——

糖水。

当地以海为生的疍家人，大半生都在船上讨生活，一上岸就要抓紧难得的休

憩时间摄取糖分，于是疍家人家家户户都会熬制糖水，糖水的沁甜就是疍家人家

的味道。

“今晚去华侨饮糖水喂！”在侨港糖水街舒舒服服地吃碗糖水，是北海人的休

闲，也是游客们满足馋虫的必选项。



各银行积分兑换白鹭积分全攻略！



各银行积分兑换白鹭积分全攻略！
关于银行积分，本篇将有您可能不知道的干货，小编将带您解锁银行积分的又一妙用，「银行积分」兑换「白

鹭积分」，奖励机票不用愁，航空好礼随心兑！

 兑换比例：

17500 交易积分 = 500 白鹭积分

 兑换渠道：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信用卡 - 积分换购

中国银行缤纷生活 APP- 积分 365 商城

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 特色服务 - 积分兑换

 兑换比例：

金普卡：30 信用卡积分 = 1 白鹭积分

白金卡：20 信用卡积分 = 1 白鹭积分

 兑换渠道：

农行掌上银行 - 信用卡 - 乐玩积分

农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 - 积分换礼

农行官网 - 信用卡 - 积分换礼

 兑换比例：

白金卡及以上：25000 积分 = 500 白鹭积分

免年费白金卡 / 金卡：50000 积分 = 500 积分

 兑换渠道：

中信银行动卡空间 APP- 友鱼·积分

 兑换比例：

商旅白金卡：20 信用卡积分 = 1 白鹭积分

世界卡 / 无限卡 / 钻石卡 / 臻享白金卡 / 臻尚白金卡：25 信

用卡积分 = 1 白鹭积分

 兑换渠道：

广发信用卡中心官网 - 积分专区 - 更多增值服务兑换

服务热线：95508



 兑换比例：

50 信用卡积分 = 1 白鹭积分

 兑换渠道：

兴业银行好兴动 APP

服务热线：95561

 兑换比例：

20 厦门银行综合积分 = 1 白鹭积分

每次起兑值最低应为 500 白鹭积分（即 1 万厦门银行综合

积分）或其整数倍。

 兑换渠道：

厦门银行积分商城

服务热线：400-858-8888

兑换自营贵宾休息室行李额、惊喜定制、酒店和旅游产品

兑换机场商品、积分商城丰富礼品等多种奖励

兑换厦航集团合作伙伴航司奖励机票、厦航集团奖励升舱

白鹭积分用处多多



2021 年 4 月 25 日 -6 月 30 日，白鹭会员可特惠兑换奖励机票，超多航线低至 5 折起！

2021 年 4 月 25 日 -6 月 30 日，运动户外、好车伴侣、时尚箱包等 50 款畅销户外踏青

好物，优惠兑换低至 6 折起！

航线惠兑  低至 5 折

商城好物  超值兑换

近期热门优惠



厦航连续 7年获评年度“最佳航空公司”



厦航连续 7 年获评年度“最佳航空公司”

5 月 19 日，第七届 CAPSE 航空服务奖公布，厦航连续 7 年夺得年度“最

佳航空公司”桂冠。在同期发布的《2020 年度航空公司服务测评报告》中，

厦航空乘服务、机上广播、机上餐饮、行李服务、客服与票务、航班不正

常保障 6 项指标在内地全服务航司中排名第一。本次评选基于 78 万份旅

客的真实点评，数据覆盖 147 家航司、446 家机场、16143 个航班，厦航凭

借高质量服务脱颖而出。

2020 年民航遭受疫情重创，厦航有力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率民

航之先推出多项防疫便民举措：实行过站航班全面消毒、境外航站防疫测

温与入境旅客核酸双检测，推出“健康申报万能码”，为医务人员量身定

制“白鹭驰援卡”“白鹭尊医卡”，为旅客提供新冠肺炎保险服务等。

在全国疫情防控态势积极向好的情况下，厦航深入研究制定《服务质

量全面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顾客感知质量测评维度，设置 422 条服

务提供能力评价指标，促进服务提供能力稳步提升；升级服务质量管理系

统，优化投诉管理流程，全面分析服务短板，促进服务改进提升；全方位

升级休息室服务品质 ; 建设行李服务中心，打造“行李 +”服务产品，此外，

推出“天际瑜伽”、提供“厦航农庄”寿宁高山茶、使用“云端·绿色客

舱”系列竹浆用品，打造可持续发展客舱新场景。凭借疫情期间的优质服

务，厦航获评 CAPSE 疫情期间内地净推荐值最高航司。



5 月 10 日“中国品牌日”之际，厦门航空受邀参加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 2021 年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全新发布“厦航空厨”

品牌。作为厦门馆的“镇馆之宝”，厦航展区设计兼具航空元素与时尚感，在首度公开发布“厦航空厨”品牌的同时，还展出

了近年来企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举措及“厦航天际”系列服务。

新食代赋能新业态 “厦航空厨”品牌全新发布



“厦航空厨”（Chef XiamenAir）作为厦航

全新打造的自有品牌，本着探索健康新食尚的

理念，致力于为更多人带来引领趋势的、可持

续的新式食品和餐酒服务。品牌口号“Revive 

your taste ！”，代表着厦航专业而富有人文情

怀的空厨们，不仅可以激活你的味蕾，更能带

你拓展品味的边界，与“帮助更多的人行走天

下”的厦航企业使命一脉相承，“厦航空厨”

也将让更多人带着新鲜活力的味蕾漫游世界。

新食代赋能新业态

厦航展区“山”系列鸡尾酒让不少参观市

民跃跃欲试。这款鸡尾酒以福建武夷茶山为灵

感，取福建地缘文化，以多种茶为基底，将山

风、晚霞和明月三种诗意带入美酒，给旅客唯

美体验。这系列出自“天际酒廊”服务，厦航

在 2020 年凭此摘得“中国酒单大奖最佳航空

酒单奖”和“中国酒单大奖二杯奖”。

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这是中国自有品牌应

有的文化自信。厦航将始终如一，推动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创新，让中华文化从客舱

走向世界，做旅客漫漫人生路上的忠实旅伴。

万米高空也有诗意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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