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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从画中来，也从童话中来



新疆：从画中来，也从童话中来
编撰_许凌馨 图片提供 _厦航国旅白鹭摄影俱乐部

冬天的新疆，是西北的冬日童话，是雪域的壮丽史诗，它美得纯粹静谧、大气磅礴。

摄影 _曾若虹



新疆的美，有着 166 万平方公里的可能。草原与荒漠共生，雪岭与戈壁相邻，只有踏

上这片土地，你才知道造物主有多偏心。辽阔丰富的地域让这里并存着生机与萧瑟，无一

处不是风景，无一时不让人心动。而世人也热衷于延续这份偏心，将太多浓烈的夸奖给了

新疆，特别是给了新疆的春夏秋。而今天，我更愿意写写新疆的冬，这个寒冷而绵长的季节，

却蕴藏着最纯净且惊艳的美景。

新疆的美需要营业一年四季，我知道春日的新疆山花烂漫，艳冠群芳；我知道盛夏新

疆的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我也知道深秋的北疆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而新疆的冬，堆峦

叠嶂峰奇绝，银装素裹玉镶嵌，这片土地即使是冬天也依然满腔热情地展示自己的美。喀

纳斯河如玉带般在冰川雪岭下蜿蜒而过，阳光在晨雾弥漫的禾木村雪地上泛起耀眼的波光。

巍峨雪山在苍茫天空的映照下显得更为寂寥，幽静的森林被大雪披上了纯净的白，天鹅在

没有结冰的湖面边歌边咏，一个转身还能在雪地偶遇撒欢的马群。没了春夏秋的斑斓色彩，

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如同一幅水墨画，也多了些绝美的意境。

摄影 _施平



摄影 _雷鹿茸

天鹅湖整个冬季都不结冰，为天鹅的栖息创造了条件，每年 10月初至次年 4月，

大批的天鹅从巴音布鲁克草原迁徙而来。天鹅在地下温泉所形成的天然湖泊上优雅地

游戈，清澈宁静的水面上升起袅袅薄雾，湖畔小树和芦花上的雾淞被绚烂的朝阳染成

一片金色，那种朦胧缥缈的景象令人有恍若置身世外之感。

伊宁天鹅湖：生机无限的冬日童话

摄影 _王晓玲



白沙湖原是木吉河、布伦口河和康西瓦河的交汇处，后人工筑起堤坝，拦蓄三条

河的河水，形成了一个面积 44 平方公里的高原人工水库。白沙山洁白柔和，就好像

白色的绫罗绸缎散落在远方，清澈见底的湖水映着素洁沙山和沉睡雪山的倒影，山光

水映、上下一色，恬静如镜、亦幻亦真。

布伦口白沙湖：雪山与湖水热烈相恋

摄影 _康云萍



那拉提大草原是无数人心中的绿色胜境，

而当瑟瑟寒风中绿意尽数褪去时，却也别有一

番冬日韵味。辽阔草原、苍茫天地，缤纷色彩

被封印，群峰依旧巍峨，牧家依然宁静，晴日

间可观银装素裹妖娆，云雾里可赏水墨风光旖

旎。当雪缓缓飘落那拉提，白占领绿的地盘，

冬天的美才宣告拉开序幕。

那拉提草原：草原不止一面

木吉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一千五百年

前火山在这里喷发，历经千百年的光阴和风霜，

奔腾的熔浆与冰冷的湖川融合，打造出边境线

上这片冰火幻境。广阔的大地上相间分布着冰

川、岩石与湖泊，层层叠叠、圈圈圆圆，像极

了大地的眼睛。在荒无人烟的帕米尔高原上，

大自然用它自己的力量，绘制出一幅色彩斑斓

的画卷。

木吉火山口：冰与火之歌在冬日奏响

摄影 _曾若虹

摄影 _康云萍



十八罗汉峰一字排开，一座座山峦巍然屹立，山峰上的积雪终年不化，

雪山连绵起伏数百公里。银装素裹的顶峰严阵以待守护着木吉火山群，与

这被火山岩浆烧灼的大地遥遥相望。有机会的话可以住在木吉乡的牧民家

里，在此等候一场帕米尔高原的日出日落。

慕士塔格峰地处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山上积雪终年不化，冰珠闪烁，如同一位

须发皆白的老父，当地人称之为“慕士塔格阿塔”，意思是“冰山之父”。山间悬挂着条

条银光闪闪的冰川极为壮观，周遭散发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清冷气质。

十八罗汉峰：银装罗汉的千年守护

慕士塔格峰：帕米尔高原“冰山之父”

摄影 _康云萍

摄影 _康云萍

摄影 _康云萍



摄影 _郭建成

摄影 _曾若虹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蜿蜒的开都河素有“九曲十八弯”的美称，这

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落日时分，当满天霞光洒落河面，

来到山顶的观景台向西远眺，开都河中缓缓流淌的是璀璨的阳光碎

片，天边仿佛悬挂着九个太阳，每一弯都倒映着火红的夕阳。冬日

的九曲十八弯银装素裹，连绵的雪山与白雪覆盖的河床相映成趣，

犹如童话一般。

巴音布鲁克草原：“九曲十八弯”的九日同耀



北京 - 乌鲁木齐

厦门 -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 北京

乌鲁木齐 - 厦门

北京 14:45   乌鲁木齐 19:00

厦门 06:45   乌鲁木齐 14:55

MF8255

MF8275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乌鲁木齐 20:00   北京 00:05(+1)

乌鲁木齐 16:25   厦门 23:55

MF8256

MF8276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禾木村的冬天，同样美不胜收。村庄静静地坐落在开阔的大地上，炊烟在清晨冉冉升起，屋顶逐渐被白色的烟雾包裹，浅浅

淡淡地若隐若现。烟雾随风飘动，夹杂着零零碎碎的小雪花，这份空灵成就了世间绝美的画面，简直是上天在造物时的神来之笔了。

禾木村：神的自留地

摄影 _陈亨长



10 月 30 日起，航班有这些变化



10 月 30日起，航班有这些变化



这个冬天，飞向滑雪胜地

天然粉雪、超长雪期，

新疆绝对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丝绸之路滑雪场距离

乌鲁木齐 市区约 1 小时车程，

在这里畅享雪上的速度与激情！

机票价格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银川 - 乌鲁木齐

天津 - 乌鲁木齐

长沙 - 乌鲁木齐

北京大兴 - 乌鲁木齐

¥430

¥560

¥880

¥1720

航线 价格（不含税）



这个冬天，飞向塞上湖城

巍峨的贺兰山、奔腾的黄河水，

造就了塞上湖城—银川。

“一半沙漠，一半绿洲”是这座城市的面纱，

掀开面纱后，你会发现

珍贵的西夏文化、多彩的民族风情，

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

机票价格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洛阳 - 银川

长沙 - 银川

重庆 - 银川

厦门 - 银川

北京大兴 - 银川

¥430

¥490

¥520

¥940

¥1030

航线 价格（不含税）



这个冬天，飞向宜人宜宾

长江首城，宜人 宜宾，

这里有仙气飘飘的云山竹海，

这里有气势磅礴的奇特石海、

这里有古色古香的临河小镇、

这里有芳香浓郁的五粮美酒…



这个冬天，飞向奉天古都

“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

在沈阳 故宫，聆听岁月的低语，

在老北市，体验热闹的市井生活，

在西塔，品尝琳琅的朝鲜族美食。

泡澡堂、尝鸡架、逛博物馆……

感受奉天古都的多样魅力 ~

机票价格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南京 - 沈阳

青岛 - 沈阳

长沙 - 沈阳

连云港 - 沈阳

福州 - 沈阳

厦门 - 沈阳

¥380

¥410

¥420

¥450

¥590

¥750

航线 价格（不含税）



这个冬天，飞向浪漫之都

坐上黄绿相间的铁皮火车，

听轨道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坐在渔人码头的长凳上，

看海鸥在湛蓝的大海上翩飞，

感受 大连 的独有浪漫。

机票价格请以实际查询为准

南京 - 大连

济南 - 大连

杭州 - 大连

扬州 - 大连

郑州 - 大连

¥220

¥360

¥880

¥410

¥410

航线 价格（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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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八强！厦航荣获 APEX2023 世界级航空公司大奖



10 月 27 日，APEX（世界航空旅客体验协会）第 43 周年全球年会上，公布了 2023 年五星级国际航空公司、全球“世界级航空公司”

大奖等多个全球航空公司奖项的评定结果。厦航不但连续第三年荣获五星级国际航空公司，还斩获全场最重磅奖项——世界级航空公司大

奖（WORLD CLASS award），该奖项在全球范围内仅颁发给8家航空公司，除了厦航，还有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日本航空、卡塔尔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沙特航空、土耳其航空。厦航成为首家通过世界顶尖机构认证，跻身“世界八强”的中国航司。

世界八强！厦航荣获APEX2023 世界级航空公司大奖



厦航式服务  斩获金字塔尖大奖

APEX 是一家由世界领先的航空公司、行业供应商，主要媒体集团和航空业相关领导者组成的国际性非营利会员贸易组织，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评估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并提升乘客体验。世界级航空公司大奖是APEX颁发的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它综合考量航司在安全、防疫、

可持续发展、客舱服务等多个维度的表现，结合专业服务审计员实际搭乘航班的体验评出结果。



今年8月底，负责考核厦航的审计员搭乘了厦航多段包含中短、精品、洲际航程，体验了厦航头等舱、商务舱、

经济舱不同舱位的服务。“厦航对可持续发展的坚持，是本次世界级服务审计体验的亮点。”审计员说。作为

全球首家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航司，厦门航空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积极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实现了绿色运行、绿色客舱，还在旅客中传播绿色理念，

提供更环保、更可持续、更

有意义的体验。同时，厦航

的高端餐酒服务也给审计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

“厦航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

呈现的航空餐饮体系让我感

到十分惊喜。厦航在与全球

一流航司的竞技中脱颖而出，

在世界舞台上赢得这项荣誉，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勇于创新 不断升级飞行

体验

厦门航空董事长赵东表

示：“世界级航空公司大奖

是对厦航高品质服务的认可。

我们将继续坚持高标准的服

务、严要求的防疫措施和可

持续负责任的运营模式，为

厦航来自全球的旅客提供热

情周到、安全可靠、绿色舒

适的飞行体验。”



长期以来，厦门航空致力于为乘客量身定制优质的服务产品及体验，并始终将乘客安全与乘机体验放在首位。2019 年，厦航受邀出席

APEX 四十周年年会。厦航董事长赵东用英文讲述厦航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故事，生动阐明中国企业坚定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场

和作为，收获热烈反响。赵东还与达美航空、捷蓝航空等全球各地顶级航空公司领导人组成 APEX 理事会，成为 APEX 有史以来首位来自

中国的理事会成员。同年，厦航凭借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与优质的服务能力，获得 APEX 颁发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卓识远见大奖、乘客之选之中国地区最佳客舱服务和最佳餐食及酒水单项奖。



疫情之下，厦航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在关键时刻顶得住、豁得出、打得赢。2022 年 3 月 9 日，

俄乌局势紧张，厦航受外交部委托，执行接返自乌克兰撤离的 249 名中国同胞安全归国；4 月 7 日，

上海疫情形势严峻，厦航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累计执行 15 架次包机航班，从福州、厦门两地护送福

建省首批 1700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

“厦航是一个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中国

企业，发挥了出色的表率作用，值得我

们学习。”APEX 首席执行官 Joe Leader

表示。

今年以来，厦航以服务创新为驱动，

寻求在新市场格局中实现变革与突破。

首飞碳中和航班，以实际行动打造绿色

清新飞行，传递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国内首家推出“飞要好好吃”经济舱免

费选餐服务，把“选择权”交到了最多

数的旅客手中，旅客可以在航班计划起

飞 6 小时前通过 APP、微信公众号线上

办理选餐；国内首家携手米其林三星餐

厅打造“摘星绮旅”头等舱餐酒服务，

为乘客带来云端星级奢享体验；焕新升

级“轻装出行 2.0”，激励更多旅客从

行李减法开始，以实际行动减少飞行碳

足迹，共同为地球减负；推出“天际茶

道·茶艺文化新服务体系”，将传统茶

文化与现代客舱服务相结合，向世界传

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华气质……这些举

动进一步打开了厦航服务的创新大门，

也收获了 APEX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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