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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魔幻山城的无限可能



从“3D”到“5D”，再到“8D”，重庆的未来估计是“nD”——让人完全无法预知的无限可能。

千面山城，光怪陆离，穿行其间，是对全身感官的彻底考验与洗礼。

如今的超高人气让重庆在被提及时总会被加上“网红”的前缀，然而这欠缺深度的形容实在无法概括重庆内涵之万一——虽然“魔都”已

是上海的别称，但重庆“魔幻山城”的声名在外，说是另一个“魔都”大概也恰如其分。

在重庆，有轻轨穿楼房、屋顶停车场；有辣椒满盘、红油沸腾；有时尚潮流、个性前沿；但也有悠久传统、岁月静好。重庆的每一面，

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大菜”。

重庆：魔幻山城的无限可能
编撰_吕慈航 图片提供 _图虫视觉



老重庆的印记·山城步道

磁器口、解放碑、洪崖洞等地，早已成知名“网

红”打卡点，人潮涌动已是常态，此外各处热门名胜，

也自不必说，于是喧嚣之外，若还有什么可以承载

寻求抚慰的疲惫身心，老重庆人的首选就应该是山

城步道。

因为重庆是山城，所以从古至今的重庆人，走

出了数条盘山而成的步道，与其他城市里大多平平

无奇的步道不同，重庆的山城步道有很多上下坡的

台阶，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梯坎”。若能天天在这

样的步道上走个几小时，健身效果怕是比去健身房

还管用。

众多步道中最长、最具特色的是全长 1748 米

的第三步道。抗建堂、菩提金刚塔、第一水厂塔、

古城墙、仁爱堂、厚庐石库门、山城巷等独具老重

庆风味的历史景点，都由第三步道串起，在石板坡

段，还修建了一条可观江景的悬空栈道，于是这里

也是拍摄重庆风光的热门取景地。

山城步道，在发展日新月异，人气居高不下的

重庆都市中，依然留存着最原始质朴的老重庆时光。

哪怕酷暑来临时，重庆成了“火炉”，山城步道的层

层绿荫也将为重庆人保住可贵的清凉。



原本的黄桷坪辖区，在改革

开放后依然保留着 20 世纪 60 年

代老工业区的落后样貌，影响市容。

2006 年，著名油画家、四川美术

学院院长罗中立教授提出了采用涂

鸦艺术手段美化临街房屋立面，给

黄桷坪的老旧街道注入时尚活力的

创新思路。如今，黄桷坪涂鸦艺术

街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辖

区，起于黄桷坪铁路医院，止于

501 艺术库，全长 1.25 公里，总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是当今中国

乃至世界最大的涂鸦艺术作品群。

若要比历史传统或前卫时尚

的内涵，这些都不是涂鸦的强项，

而在完全不缺人气景点的重庆，黄

桷坪涂鸦艺术街能杀出重围并有一

席之地，便要归功于它的人文关

怀——为了解决黄桷坪辖区的民生

问题而生，结果不仅让辖区居民的

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也为游客带来

全新体验。正因不需计较内涵或追

溯渊源，黄桷坪涂鸦艺术街带来了

最轻松的观光体验，无论拍照还是

闲逛，都能在随心所欲中找到彰显

自我的快意。

老街也“赶时髦”·黄桷坪涂鸦艺术街

涂鸦本是一种自觉随意且个性的艺术行为，要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象征物，听来不可思议。但在重

庆，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在专业规划下利用涂鸦，实现了老区新貌，焕然新生——黄桷坪涂鸦艺术街。



山城夜景“一网打尽”·九街壹华里夜景公园

入夜后的魔幻山城，势必要比白天更加多彩迷人，若是来重庆不过夜，恐怕体验至少大打折扣。不过重庆本身就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再加上山

城坡多路陡，地图导航很多时候形同虚设，要看全夜景难度不小，这时九街壹华里夜景公园就是一个相对友好的选择。

九街壹华里夜景公园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福寿路，是南山上最佳的夜景观赏点，也是重庆唯一可以同时看到渝中、南岸、九龙坡、巴南和大渡口区

等主城 5区夜景的夜景公园。沿着漫山步道缓缓攀登，还有“心屋剪影”“摩登透明吊椅”“森林巨型鸟窝”“巴厘岛鸟巢”“星空泡泡屋”等景点。



“网红”的强强联手·千厮门大桥 + 洪崖洞

如果不想走马观花式地看夜景，要有针对性地体验，那么非洪崖洞不

可——不少人看来，没来洪崖洞的夜景打过卡，简直等于没到过重庆。

与之相近的“网红”大桥——千厮门大桥，作为拍摄洪崖洞夜景的好位

置，人气也一同居高不下，如何将二者拍出最好的角度，也成了诸多摄影

师与爱好者们热衷的课题。



厦门 - 重庆

重庆 - 厦门

厦门 - 重庆

重庆 - 厦门

厦门 07:55 10:45 重庆

重庆 08:15 10:30 厦门

MF8261

MF8472

MF8491

MF5061

厦门 13:30 16:20 重庆

重庆 14:00 16:20 厦门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厦门航空重庆相关航线信息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潜力无限的“新晋”·鹅岭二厂

涌向重庆的人潮不可计数，除了普通观光客和各路

爱好者，难以忽视的还有各大影视剧制作组。不如说，

他们与重庆形成了经典的互相成就关系。重庆为他们提

供了无尽的灵感与取景地，而他们也通过成功的作品，

将重庆的诸多景点推向大众视野，于是不只老牌常青的

名胜，“新晋”的潜力股也如雨后春笋，未来可期。

典型代表便是鹅岭二厂。这个被《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带火的新晋“网红”景点，尤其被众多文青所青睐，

于是如今它成了鹅岭二厂文创园。因为鹅岭二厂的前身

是重庆印制二厂，曾经是西南印刷工业的彩印巨头，如

今因为带着锈蚀颓废感的废弃工业风格，此地对文青产

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斑驳的旧墙内外，被无数年轻

人的创意与梦想重新照亮。



夏日最佳旅游地推荐！

看到第一个就想出发！



夏日最佳旅游地推荐！看到第一个就想出发！
这个夏日

你想好去哪玩了吗？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

9个夏天最适合去的旅游地

赶紧来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地方吧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

国保存最完好的草原，它

被称为牧草王国。

用“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来形容

这个风光旖旎的大草原是

最贴切的言语。

内蒙古·呼伦贝尔



霍城是世界薰衣草八大产地之一，每到夏天，这里方圆十里都是随风起舞的紫色花海，连空气都笼罩着薰衣草的浓郁

芳香。

每个来到霍城的游客，没有不被浪漫的紫色花海所俘获，但薰衣草的花期只有半个月左右，想要看这浪漫至极的仙境，

就要选对时间来哦。

新疆·霍城



如果你觉得青海湖和大柴旦翡翠湖太大众，那就来这个人更少、湖更绿、景色更美的茫崖翡翠湖吧！

它宛如一颗洒落在大西北的翡翠，镶嵌在洁白的盐矿上。当你漫步在细长的盐桥上，近处是波光闪闪的盐湖，远处是

连绵起伏的雪山，恍如人间仙境，令人心驰向往。

青海·茫崖翡翠湖



扎尕那，是隐藏在雪山里的秘境。

它拥有纯净的天空，连绵巍峨的山峦，

苍茫的雪山，新鲜的空气，是传说中甘

南的“最后一座桃花源”。

这里有群山包围的藏寨，有着最淳

朴善良的村民，每个角落都是浓浓的藏

族风情。

这里是每个摄影师的拍摄天堂，四

季都很特别，有绿意昂扬的春天，油菜

花盛开的夏天，五彩斑斓的秋天，洁白

无瑕的冬天。

甘肃·甘南



中卫，一个位于黄河边上的

沙漠城市，不仅有雄奇的西北风

光，还兼具秀美的江南景色。

这里有着一条堪比 66号的

公路，笔直的公路向远处延伸，

贯进大西北的黄沙之中。自驾驰

骋在公路上，就能感受到大西北

的狂野。

宁夏·中卫



壶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1000立方米/秒的河水，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形成”

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概。

山西 / 陕西·壶口瀑布



青岛曾上榜国内最具幸福感城市之

一，这里夏日均温 20° C，是避暑的不

二之选。

在这里，你不用出国，就能感受

20 国的异域风情，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来到了哪个欧洲小镇，每一个画面都

美得摄人心魂。

山东·青岛



丽水有着“江南最后秘境”

之称，电视剧《花千骨》就是

在这里拍摄取景的。

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

云和梯田，它被誉为“中国最

美梯田”，建在千米的高山上，

每当清晨日出时，常有云雾缭

绕其中，宛如蓬莱仙境般，美

得动人心弦。

浙江·丽水



霞浦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

更成为许多资深摄影师长期驻扎的摄影胜地。

这里有独一无二的滩涂风光，尤其是出海捞鱼苗的季

节，林立在海中的竹竿、沉淀在大海的渔网，使海滩变得

更美，随手一拍都能成为数一数二的风光大片。

租车旅游的白鹭会员们

可以获得租租车特别出行福利

福利一：白鹭会员通过活动链接进行租车，享每消费

满 10元赠送 3白鹭积分，最高可享800白鹭积分。

福利二：白鹭会员可免费办理国际驾照翻译认证件，

每成功办理一本享 100 白鹭积分奖励。

看完这 9 个旅游地

你对哪个最心动呢？

赶紧安排上吧！

福建·霞浦

https://www.xiamenair.com/zh-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Q3MzQ2MA==&mid=506573543&idx=1&sn=3431eafe1f7cbbd26023dbbf1314b615&chksm=3d2dadfc0a5a24ea466ac78e8cefd5829bd1953198d2a5c0fccd1804234de2a5227b9783793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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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敬驰援 致凯旋”项目荣获 CAPSE 创新服务奖

7 月 5-6 日，CAPSE 2020 年度航空服务奖创新服务案例以云直播形式现场揭晓 CAPSE 创新服务奖榜单。厦

航关心关爱援鄂医务人员及全国医务工作者的“敬驰援、致凯旋”项目从全国各民航实体申报的 217 个案例中脱

颖而出，一举获得“2020 年度 CAPSE 创新服务奖（抗疫篇）”第一名，在行业内赢得优秀口碑。



荣膺嘉奖  行业高度认可

       CAPSE 创新服务奖是航空服务奖的一个重要奖

项，由 CAPSE（民航旅客服务测评）主办，旨在表彰民

航业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服务创新，从 2017 年 CAPSE 航空

服务奖颁发此奖项以来，树立了民航创新服务典型、促

进民航业交流学习，推动了民航服务的创新发展。

     获得“2020 年度 CAPSE 创新服务奖（抗疫篇）”

第一名的荣誉是对厦航集团在抗疫中的突出表现及尊医

重卫真情服务的高度认可及肯定。

彰显大爱  履行国企担当

       在 2020 年疫情阻击战中，厦航党委第一时间传

达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响应党

和国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号召，履行

国企社会责任，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

     厦航集团全面落实厦航党委决策部署，真诚关怀

每一位旅客、衷心尊重每一名勇者、全力守护每一道防

线、尽心践行每一次嘱托，坚持不断航，运输防疫物资，

执行医护人员包机，成为“逆行天使”最坚实的运输后盾。

      2 月份，厦航第一时间对接国家及各地卫健委，

在卫健委指导下全行业首推“卫、医、航”三方携手模式，

同时厦航党委果断决策，在行业内率先为驰援武汉的 4.2

万名医务人员特别定制“白鹭驰援卡”并“连续 3 年 送

最美逆行者免费机票”以致敬“最美逆行者”，紧接着

为全国所有医务人员送上“白鹭尊医卡”，以 10 重礼遇

致敬全国所有白衣天使。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权威媒

体主动对厦航集团的抗疫工作和尊医重卫的服务举措进

行热烈的宣传报道，全平台阅读量超过 9000 万人次，全

社会网友积极评论点赞，上万名援鄂医务人员、各地医

务人员和广大网友与厦航官微互动发表感人至深的抗疫

故事和祝福感言。

2020 年 9 月 8 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厦航党委从全国 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奋战在

一线的众多集体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项最高集体荣誉。

致力实现高质量服务营销

未来，厦航将不断深化会员忠诚管理、服务体验升级、

精准贡献提升、积分生态健全、品牌价值提振，打造优

质会员品牌，持续提升智能营销水平，践行“帮助更多

的人行走天下”的使命。



厦航成都航班全面转场天府国际机场

6 月 30 日上午 11:58，厦航 MF8402 航班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并于 14:17 平稳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标志

着厦航圆满完成天府国际机场首航。

厦航作为首批一次性转场天府机场的航空公司之一，转场平移了原在双流机场的所有航线航班，在天府机场每日运

营 6 条国内航线、22 个航班，航点覆盖杭州、长沙、厦门、福州、泉州等国内城市。厦航还进一步优化了在天府机场的

航班时刻结构，为旅客出行带来了更多便利。

本次天府转场的首航由厦航颜值担当“联合梦想号”执行，这架拥有全球唯一联合国官方确认的特殊涂装飞机，是

厦航推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空中形象大使”。首航活动以“鹭翔天府，蓉兴厦航”为主题开展，带领旅客感受

天府之美，中华之韵。在具有浓厚四川特色的主题客舱之中，旅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由厦航空厨制作的四川特色风味美食，

还能获得具有成都文化特色的首航纪念品。



同时，在转场初期，厦航还制定发布了天府转场初期错走机场旅客的客票豁免政策，还在双流机场保留了服务柜台，

为错走机场旅客提供乘车引导和退改签服务。为了带给旅客更多出行权益，厦航推出了“空 + 车”出行补贴，商务舱多

次往返套票、会员快速升级、往返程赠积分以及线下积分优惠兑换等活动。

未来，厦航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福建、

四川及中西部地区广大旅客带来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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