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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有两幅面孔。一副面孔带着淡泊的眼神，隐匿在高山云雾之间，让这里古朴神秘、蕴

藉万千；另一幅面孔带着热烈的笑容，奋进在城市振兴的道路之上，让这里机器轰鸣、车水马龙。十堰，十堰，

你这年轻又古老的双面之城！



国人口中出现十次“上海”，或许也不会蹦出一句“阿勒泰”，

但如果人间的故事只发生在外滩，未免多少有点束缚了人类文化最

宏阔的那一面。在中国广袤无垠的国土之上，有些“远方”注定只能

去阿勒泰找寻，有些“诗意”注定只能在阿勒泰迸发。

阿勒泰，这个位于中国新疆北部的小城，与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蒙古三国接壤，你知道的，文化碰撞的地方，总便于人们去

找寻诗与远方。这一座北方的边城，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并不熟

悉，但当你走进它，便一定会爱上它。

在金庸笔下，张三丰是张无忌的师公，他须发尽白却精神矍铄、睿智沉稳又不默守陈规。作为一位旷达超脱、适性得意的道家武

学宗师，张三丰似乎已经是武当派的正气与侠义精神的化身，而武当派所在的武当山，也成为不少人心生向往的“神秘武林”。

走出武侠的世界，回归现实的人生，武当山的存在也并非虚妄，而是“确有其山”——它真实地坐落于湖北省十堰市的丹江口市。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圣地，明代被皇帝封为“大岳”“治世玄岳”，被尊为“皇室家庙”。

山间的十堰



武当山供奉的是真武大帝，也就是玄武大帝，盘古之子，炎黄二帝之父。元末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集武当拳技之大成，创立了武当内家拳，武当武术，

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于是，神学与武学，便在这里成为吸引无数游人前来观瞻的两个磁极。武当山也因此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这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胜景数不胜数，而其中又以天柱峰为核心风景。



早 在 1994

年，武当山的古

建筑群就入选

《世界遗产名

录》，这里有古

建筑 53 处，建

筑面积达 2.7 万

平方米，古老悠

久的文明滋养了

这片土地，古老

建筑带来穿越历

史的荣光。在众

多的古建筑里，

紫金城与朝天宫

等地又最受瞩

目。紫金城于明

成祖永乐十七年

（1419）敕建，

是环绕天柱峰顶

端修建的城墙，

金殿被围在其

中，这是明成祖

朱棣按照自己居

住的“紫禁城”，

为真武大帝在人

间修建的“玉京”。

朝天宫则是传说中天庭与人间的分界线，古时朝山进香的人走到这里，就认为是走进了天界，因此，他们都要在这里先

礼拜后再继续登金顶。武当道教认为，这里是神仙云游观视人间的最低界线，也是凡人登临的最高境地。朝天宫原为一座四

合头庙宇，主殿供奉玉皇大帝和真武大帝等神塑像。朝天宫实际也经历过众多磨难、屡毁屡建，现终于作为武当山一处联合

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得到精心保护。



作为一座道教名山，

神秘的山林之景与古朴的

建筑之美交相辉映，让自

然与人文融合得恰到好

处。玉虚岩、紫金城、朝

天宫、琼台中观、榔梅祠、

玄帝殿……每一个景点都

似乎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能

力，让人走出凡俗，获得

片刻精神上的安宁。



走出“武当山”，进入“人间的十堰”，我们或许会忽然想起它“车城”的身份——

这是十堰喧闹与现代化的那一面。作为卡车之都，汽车工业助力并见证了十堰

的腾飞。在1969年时，十堰还是郧阳地区下面的一个镇，叫十堰镇，二汽落户，

使得十堰一飞冲天，十堰从一个农业小镇，成为鄂西北工业重镇。

人间的十堰

● 郧阳三合汤

因其起源于万历年间的郧阳而得名，三合汤是三种主要食品组合而成，因此叫

做“三合”。当地还流传“天下香客朝武当 必吃万历三合汤”的说法。一碗正

宗的三合汤中都含有红薯粉、牛肉片以及小饺子。

● 清蒸翘嘴鲌

杜甫在《峡隘》一诗中写到“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称赞的便是翘嘴鲌。

丹江口翘嘴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鱼腹部白而有光泽，肉质鲜嫩，

以清蒸的方法烹饪，能最大程度保留其原汁原味。

● 瓦块鱼

十堰市郧阳区最具特色的名菜，因鱼块似土瓦而得名，主要食材有青鱼、淀粉等。

瓦块鱼有清蒸、炸烩两种吃法，风味各异。清蒸瓦块鱼色白、味鲜；焦炸灌汁

瓦块鱼色黄、肉嫩。无论采用何种烹调方式，均是色、香、味、形俱佳。

Tips >> 十堰美食知多少



在现代化的推动之下，十堰的面貌非常“青春”、十

分“摩登”。城市间大厦林立、道路宽阔、车水马龙。华

灯初上之时，霓虹灯晕染着夜色，一派不会因夜晚来临

而停止散发活力的模样。形形色色的路人在道上穿行，

他们是十堰的主人，是建设十堰最小却最重要的单位，

也正是因为有他们，十堰不被机器的冰冷气息掩盖，成

为有烟火气、有温度的城市。

十堰是“东风车”的故乡，更是十堰人的故乡，十堰

是人间的十堰，更是人民的十堰。工业发展的同时，十

堰仍然保持了山川秀美的绿色生态。这里风光旖旎，物

产丰饶。三千里汉水浩浩汤汤、八百里堵河清澈蜿蜒。

闻名遐迩的“中国水都、亚洲天池”丹江口水库，是南水

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每年向北方送水 130 亿立方米

以上，惠及京津冀豫沿线 1亿多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

“北方水缸”。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闲暇之时，丹江口水库风景区、

十堰人民公园、同心广场公园是他们

最爱去的地方。丹江口水库风景秀美、

碧水蓝天，令人心境开阔；十堰人民

公园的植物观赏区的牡丹、芍药园和

动物园中活泼可爱的动物，吸引了不

少十堰人尤其是小朋友的目光；同心

广场公园设计新奇，是年轻人最爱打

卡的地方……十堰人的参与使十堰有

了“喧闹”的那一面，这一面也总是如

此感动人。

泉州 - 十堰

十堰 - 泉州

泉州 08:35   十堰 10:55 MF8995 周二、四、六

周二、四、六十堰 11:40   泉州 13:50 MF8996

航 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厦航打造“山海同席”新闽菜



福建风土，七帧知味。5 月

1 日，厦门航空为旅客全新打造

的“山海同席”新闽菜正式上线。

立足福建的群山碧海，依托当

地丰饶的物产，厦航空厨团队

凝练闽菜七大风味，定制经济

舱、商务舱菜品，让旅客透过

舷窗俯瞰山海的同时，亦享受

山海孕育的美味，体味一方水

土文化。

厦航空厨走访福建全省，

提炼出“山海同席”定制菜单，

将闽菜以“和醇、香辛、馥郁、

甘冽、上清、陈年、厝里”七

种味型进行重新梳理定义，通

过更为新颖而国际化的诠释，

将闽菜风味传递给旅客。在接

下来的一年中，厦航空厨计划

逐步将七种味型呈现于旅客餐

桌，而首开这一闽菜之旅的是

极具特色的“和醇”风味。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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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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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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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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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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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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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
新
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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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醇是什么滋味？

“和”是食材与风味间的交融，“醇”是味道气味纯正，香气悠长且有层次。菜品的主料、辅料、调味

料互相借力，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在闽菜中“和醇”风味的菜式很多见，正如闽菜中的名菜佛跳墙，聚集鲍鱼、

海参、花胶等等食材，其中海有海味，肉有脂香，通过醇厚的汤底，完美融为一体。

和醇Blend

代表菜品 Signature Dishes

七种风味 和醇为先

老萝ト煲肋排
闽南黑萝卜 | 闽北花猪肋排



香芋封肉

漳州豆花粉丝

肉汁扣肉 | 福鼎槟榔芋

古早风味 | 香醇卤汁



酱油水黄鱼 
家烧酱油水 | 宁德大黄鱼

香菇肉燥饭
阿嬷印记 | 古法熬制



// 闽菜怎么品？

为让更多 Z 世代青年能够认知和喜爱闽菜，厦航空厨首创香气、鲜度、醇厚、

回味四个维度来衡量闽菜味型，并设计了每个味型的风味卡，关联大众生活中熟悉的

风味印记，具象化的表达味觉，给予旅客关于闽菜滋味的“想象索引”。

激发联想 诠释闽菜



“山海同席”闽菜星级菜单由厦航空厨主理，闽菜大师吴嵘监制。多年来，厦航一直以弘扬闽菜文化，向

世界推广福建风土人文为愿景之一。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首家上榜米其林指南且连续两年蝉联米其林一星的

高端福建菜餐厅主理人吴嵘，与厦航是不谋而合的。此次双方合作，既是对闽菜风味、闽菜食材和闽菜文化的

又一次探索拓展，也是共同为福建美食文化的弘扬推广出一份力。

5 月 1 日起，乘坐厦门航空经济舱和商务舱的旅客，即可体验到“山海同席”星级品质闽菜。未来，厦航

空厨将持续与闽菜大师拓展多元合作，让更多的人感受闽菜魅力，这一程飞越山海，于云端山海同席。

传承革新 传播闽菜



行李减重换积分  厦航首推“轻装出行”行动



行李减重换积分  厦航首推“轻装出行”行动

4 月 22 日，结合第 53 个世界地球日活动主题，厦门航空在业内首推“轻装出行”行动，倡导旅客通过减少

出行行李重量，以实际行动参与低碳飞行，共同为地球减负。

“轻装出行”行动将行李减重与当下年轻人追求轻生活的趋势相结合，是厦航为旅客提供亲身践行绿色出行、

减少出行碳排放的创新性公益项目。旅客可以通过“厦门航空”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和 M 网站等官方

平台以及自助值机短信链接，在距离航班计划起飞前 3 小时报名免费参与活动。使用报名界面的“轻装”计算器，

还可直接测算行李减重后航程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操作简单、内容直观。



为了鼓励更多旅客选择轻装出行方式，厦航结合历史旅客乘机行李数据，将轻装行李标准设置为

10公斤以内，并特别设计低碳用户激励方案。凡报名参与活动并成行的旅客可获得10白鹭积分，符合“轻

装”标准的旅客在获得乘机白鹭积分的基础上，将再额外累积 10% 积分奖励。行程结束后，旅客将收

到一份可分享的“绿色出行成绩单”，记录本次航班减碳数据、当日减碳排名。此外，随着旅客活动

参与次数的累加，将点亮不同等级的“绿色卫士”徽章。

据数据统计，一个航班平均每人少带 1 公斤行李，可累计减少碳排放量 18 千克，相当于为地球

多种一棵树。厦航精心设计多项增强旅客绿色公益参与感的“小心机”，希望通过激发更多旅客自主

分享传播，带动和影响更多旅客改变出

行习惯，减少旅行一次性消耗。世界地

球日当天，厦航还组织了空地主题活动，

介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吸引更多

人加入绿色出行的队伍中。目前，“轻

装出行”行动将率先在厦航厦门始发航

班上线，未来将逐步扩展至厦航所有航

班，年度减碳排行榜、年度绿色礼包等

功能也将陆续上线。

一直以来，厦航积极探索绿色出

行创新，已先后上线碳中和航班，推出

碳中和机票，推广电子登机牌，同时，

积极开展联合梦想主题航班活动以及

SDGs 城市穿越赛，向社会推广普及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内涵。未来，厦航

将持续创新绿色项目，提供可持续飞行

指南，带动更多旅客从“减少一件行李、

减少一张登机牌、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

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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