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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冰雪的故乡



黑龙江：冰雪的故乡
编撰_冯安兴 图片提供 _图虫创意

冬天或许还是需要一种“冰天雪地”的氛围感：白雪给目之所及的世界都换上素

色的盛装，装点了冬季限定的诗意。



屋顶上、树梢上，人们的毛线帽上，都有雪

花停留的痕迹，如果你静下心来、侧耳倾听，会

发现它们不是无声飘落，而是有自己独特的音色。

要见到、听到、触及到那银装素裹的世界，想来

还是要去北方。

于是，东北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冬季目的地。

若要一路向北，东北在中国的北方，而东北的北

方，恰在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地图上占有重要

的“篇幅”，其面积之大、地域之广，物产之丰饶

自然也不遑多论。

若要谈论黑龙江的土地面积与物资特产，任

何季节都可以。而我们此刻要前往的是冬天的黑

龙江，它有着季节限定的美丽：河流定格、湖泊

凝固、山川积雪、森林冻结。当你以为一切都因

为冰雪而停滞的时候，这里又分外有活力。

人们穿着厚厚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自己，却从不为此束缚住脚步。因为冬天实

在有太多事可以做了，去河面凿一个洞捕鱼，去高山上肆意滑雪，去欣赏大雪初霁时的缕缕

暖阳，去在日头落下之后再制造袅袅升起的炊烟……

冬天的黑龙江，有好多好多有趣的事去做。在雪的故乡里，总有讲不完的童话故事。



摄影 _雷鹿茸
摄影 _王晓玲

雪乡旅游风景区坐落于长白

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岭的交汇处，

占地面积大，海拔高，最有冰雪

之乡的风貌特征。因贝加尔湖冷

空气与日本海暖湿气流在此频繁

交汇，加之山高林密的影响，造

就了这里“天无三日晴，冬雪漫林间”

的奇特小气候。每年 10 月开始，

降雪持续至次年 4 月，雪期长达

7 个月 ，积雪厚度最高可达 2 米

左右。积雪随物具形，千姿百态，

造就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

雪乡

◆羊草山

位于雪乡西北角，冬季景观十分奇特，

雾凇、雪挂布满山岗，是观日出、看

炊烟、一览众山小的最佳视点。

◆梦幻家园

位于雪乡棒槌山脚下，具有关东风情，

建筑物是各个剧组拍摄影视剧的遗留，

适合观胜景、品佳肴、尝美酒、听传说。

◆大雪谷

位于雪乡亚雪公路75公里处，这里是

林区发展、历史回顾的缩影，可以真实

地感受东北六十、七十年代特色文化。

景区亮点：



摄影 _康云萍

◆极速大滑梯

这座超 300 米的世界最长冰滑梯，是冰雪大世界最负盛名的娱乐项目。刺激、有趣、

充满童真，很受人们欢迎。

◆哈冰秀场

是园内最具特色、最具世界级水准的顶级演出，世界各国顶尖冰上艺术家，将在此呈

现最精美奇绝的冰上演艺。

景区亮点：

冰雪大世界始创于 1999 年，是哈尔滨市政府为迎接千年庆典，推出的大型冰雪艺术精品工程。冰雪大世界，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年一

度的冰雪主题嘉年华，每年的 12 月至次年 3 月初开放。每届冰雪展示主题不一样，但其场面之恢宏壮阔，造型之大气，景致之优美是一以贯之的。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亚布力度假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雪域

麦加”的美誉。这里曾多次成功举办国内外冰雪赛事，是

冰雪运动的故乡。亚布力自然景观奇丽，层峦叠嶂的林海

充满神秘气息，被誉为森林博物馆。冬天的亚布力，漫山

遍野银装素裹，雪树银花分外纯洁，是观赏雪景、参与冰

雪运动、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

◆高山滑雪场

在亚布力大锅盔山和二锅盔山的北麓，这里的高山竞技雪道最

大落差 900 米，适合有一定滑雪经验的爱好者前去征服。

◆冰雪欢乐世界

国内规模较大的冰雪娱乐天地，有 20余个参与性、互动性较

强的游乐项目，可以让游客深度体验冰雪的乐趣。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景区亮点：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

东南部张广才岭与老爷岭之

间，是由于万年前火山喷发

而形成的，是中国最大、世

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湖

水 11 月下旬开始结冰，要

到第二年的 4 月才慢慢融

化，冰层厚度可达到 70 厘

米，隆冬季节，汽车也可在

湖面上飞驰。

镜泊湖

◆欢乐冬捕

在冰面上下网，选定地点后在

冰面打好冰眼，把网在冰下穿

过，然后逐渐围拢，最后在出

网口把冰下的渔网拉到冰面上

收取鱼获。

◆雾凇景观

“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

由于雾中无数尚未凝华的水蒸

气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

积聚冻粘最终形成壮美的雾凇

景观。

景区亮点：

扎龙是以芦苇沼泽为主的内陆湿

地，栖息着丹顶鹤等众多珍稀水禽，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

使其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

栖息地，在世界鹤类保护及湿地保护事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悠悠芦苇丛

芦苇有一个为人熟知的古称——“蒹葭”，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颇具诗意的植物。

当寒风吹过，芦苇飘荡，诗意与寒意一起凝聚成新的诗。

◆雪地观鹤

雪地里，丹顶鹤在闲庭信步，一片雪白上留下了竹叶似的脚印，时间的流速变缓了，

不妨慢悠悠地享受冬季时光。

扎龙湿地 景区亮点：



北红村坐落于中国的最北端、中俄交

界处，隶属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乡，其南

北面环山，东西黑龙江穿村边而过。北红村

是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真正的最北村庄，

其四周均为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林木浓密，

因此这个小村子保存了一丝原始气息。

◆泼水成冰

吃完早饭，游人们就开始跃跃欲试，泼洒出去的水在接触冷

空气的瞬间凝固了，这是抓拍的好时机。	

◆马拉爬犁

也称马拉雪橇，是冬季东北农村常见的交通工具，坐在马爬

犁上，望着满眼银白的世界，听着马铃铛的响声，十分惬意。

北红村 景区亮点：



摄影 _陈亨长

厦门 - 哈尔滨

哈尔滨 - 厦门

厦门 19:15			哈尔滨 23:35 MF8342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哈尔滨 07:35			厦门 11:45 MF8341

航 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锅包肉

原名锅爆肉，光绪年间始创自哈尔滨道台府厨师郑兴文之手。成菜后，色泽金黄，

口味酸甜。锅包肉是为适应外宾口味，把咸鲜的“焦烧肉条”改成了一道酸甜口味的菜肴。

做法通常将猪里脊切片腌入味，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

即成。

排骨炖豆角

冬天，最适合吃“硬菜”，那么排骨炖豆角必须有姓名。东北豆角饱满硕大，与

排骨炖在一起滋味咸鲜。豆角吸入了排骨的油脂，口感变得香滑绵密，排骨渗进豆

角的清香，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寒冷的冬天，一份热气腾腾的排骨炖豆角端上桌来，

没有人会不咽口水。

得莫利炖鱼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得莫利”一词是俄罗斯语的音译，指的是黑龙江省方正

县伊汉通乡的得莫利村。由于这个村北靠松花江，村民主要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得

莫利炖鱼是村里的特色菜肴。

美食

杀猪菜

东北农村每年接近年关杀年猪时所吃的一种炖菜，把刚杀好的猪

血斩成大块煮熟后切成大片放进锅里，然后加入酸菜和调料一起烹煮，

风味独特。东北许多餐馆都有售卖杀猪菜，形成一大饮食特色。



积分鹭啊鹭 | 购物赚积分，过年兑机票！



积分鹭啊鹭 | 购物赚积分，过年兑机票！
时间很快

距离春节不到 60 天

在外打工人辛苦搬砖一年

要回家了

提前屯年货，买买买！

变帅和变美，买买买！

邮寄到家，一步到位 ~ 

还可同步赚白鹭积分！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

积分兑春节机票，就差这篇神攻略！

即日起，白鹭会员通过厦航“赚取积分-购物”专属入口访问「京东商城」并下单购物，最高每消费1元累积1白鹭积分！

刚刚过去的双 11，有许多小伙伴已经通过购物赚到上千白鹭积分啦，马上到来的双 12 千万不要错过哦！

赚积分渠道一

京东商城



山东莱西大花生

手工裹粉，小火精心慢烤

果香浓郁，口感酥脆

每罐 500g，超值价 49 元 / 罐、95 元 2 罐

爆款 >2350 单

还可赚 19 白鹭积分！

小编也忍不住下单 2 罐

高山云雾出好茶

产自“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的福建寿宁

四季分明，土壤里富含硒、锌等健康元素

汤色呈红明亮色，口感甘甜可口

花果香特征明显，持久耐泡

亦是厦航“天际茶道”的私房茶

1 礼袋 2 盒，春节送亲友，妥了！

仅 148 元  额外赚 29 白鹭积分！

赚积分渠道二

产地美食搬运工 · 厦航鹭鲜生

停不下嘴的超大粒鱼皮花生 厦航“云端品茗”寿宁高山红茶



赚积分渠道三

寻找天空的灵感 · 厦航文创

厦航 787-8 飞机小模型 厦航梦想家儿童保温杯

厦航 787 梦想客机

锌合金材质，1:500 比例

机长 12CM、翼展 12CM

含底座机高 7CM，轻巧便携

超值价 58 元，额外赚 29 白鹭积分！

送孩子一架

从此点亮 TA 的飞行梦！

食品级材质

500ML 大容量、357g 小重量

120cm 肩带可随意调节 

360°摇晃不漏水

智能测温、耐摔安全、妙趣横生

飞行梦想，从喝水开始！

239 元即可收获超高回头率

还可额外赚 119 白鹭积分！



赚积分渠道四

畅购全球好物 · 厦航中免

金门高粱酒礼盒装 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

芳香、甘冽、醇厚、绵长

0.6L、58 度、单瓶装

优惠价 328 元

可额外赚 65 白鹭积分！

注：以上商品的销售价与白鹭积分奖励数，

以实时查询为准。

载满 >20 种呵护成分

浓浓黄金一滴

高渗透、易吸收、不粘腻

小棕瓶 50ML 888 元

额外赚 177 白鹭积分！



看了上面好吃、有趣、有颜

又可赚白鹭积分的好物

是不是心动了呢？

快快扫码购买吧

除了购物、刷联名卡、住酒店赚分外

你可以乘坐厦航集团航班和天合联盟航班赚分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赚分

“赚分入口”直接扫图片中的二维码进入

焕新之旅，即刻启程！

鹭漫漫期待与你的下次相遇 ~



客舱揭秘 | 厦航首架空客 A321NEO 飞机！



历时三年的精心筹备，厦航选型团队与空客及其供应商共同开启了空客机队新篇章！今天，小编带你

揭开厦航首架 A321neo 飞机的神秘面纱！

客舱揭秘 | 厦航首架空客 A321NEO 飞机！



A321neo ACF 空客灵活客舱

ACF 是英文 Airbus Cabin Flex 空客灵活客舱的缩写。厦航首 A321neo 飞机取消了机翼前侧的 2 号门，改用机翼上的 2 个

应急出口和 3 号门。这一变动使得客舱布局更加灵活，增加客舱容量的同时提高舒适度，这也是该机型的最大外貌特征。

飞机亮点，先睹为快



最新款 LEAP-1A 发动机

A321neo 中的 NEO 是英文 New Engine Option 的缩写，即新发

动机选项。厦航选装 CFMI 公司 LEAP-1A 发动机，该发动机是现役

中的最新款，在降低 20% 的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降低

50% 的噪音，创造一个低碳、安静的出行体验。

超大行李架

飞机选装了空客最新推出的超大行李架（XL bins），相比现

有行李架空间提升了 40%，容量提升了 60%，随身行李轻松放，

自在出行好心情。



新型厨房设备

“MF 的米饭就是香”。为保障高标准的客舱餐饮服务，选型团队与

Collins 一起打造技术全新升级的新一代系列产品“Modus”厨房设备，搭

配“摘星绮旅”和“飞要好好吃”等客舱服务，为您带来美味的飞行体验。

智慧洗手间

飞机选装的智慧洗手间（Smart-Lav）是空客最新型的洗手间，

拥有更多舒适配置，还选装了行动不便者辅助装置。



中国制造，大不“椅”样

厦航空客飞机选装的座椅是全部由中国设计及制造的“嘉泰飞机座椅”。

商务舱座椅采用摇篮式设计，配合人体工学

的贴合曲面和木纹装饰，让乘客在旅途中得到充

分休息和放松。

采用高新材料设计的经济舱座椅，保证安全的同时，

提供更大的实际乘坐空间，座椅采用整体流线型一体化

设计，整洁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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