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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爱北纬 21°的你



西双版纳：热爱北纬 21°的你
编撰 _ 冯安兴 图片提供 _ 迷醉  图虫视觉

云南之南，是西双版纳所在的地方。地处北纬21°的西双版纳与以下关键词高度关联：温暖、

湿润、绚丽、多彩、神秘。其中哪一个词，最能打动你的心、吸引你的眼睛？



你一定听说过西双版纳，但未必知道“西双版纳”的含义。在

傣语中，“西双”是“十二”的意思，“版纳”原意为“千亩稻田”，后

被引申为一个行政单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整个西双版纳

便是十二块千亩稻田构建的奇异南国。

西双版纳是一个“阳光热辣辣”的地方。因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太阳每年会两次直射西双版纳，直射点在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市。

“景洪”是“黎明”的意思，关于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最早在西双版纳生存的人面对着瘴气、贫瘠的土地和

蛇虫鼠蚁无能为力，天神于心不忍于是派下神使为一位少年指引

方向。神使化身金鹿，一路引着少年跨越密林、淌过湍急的河流，

少年追逐着、追逐着，不觉间天都亮了。少年来到一片土地肥沃

的地方，发觉这里恰好非常适合自己部落生存发展，于是又回到

原驻地将部族同胞全部带了过来。这块宜居的地方便发展成现在

的“景洪”。



因为太阳神的眷顾，西双版纳的年均气温在 20℃左右，热带动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构筑了与中原地区生态迥

然不同的景观。美丽高傲的孔雀、聪明可爱的大象、“甜度超标”的菠萝蜜和木瓜……这一切低纬度独有的元素吸引

了不少想要体验“热带风情”的旅人。



Tips >> 西双版纳泼水节

泼水节就是傣族的新年，是西双版纳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为期三至四

天。泼水节已有上千年历史，当地居

民将清水互相泼洒，将美好吉祥的祝

福赠予他人。

西双版纳的一切似乎都与“热”结缘，也同时与“水”相伴。是啊，如果没有水的成就，我们或许

难以见到今日的西双版纳。毕竟，西双版纳的人在夏天几乎要“一日三浴”，这份天赐的火热必须要

用清凉的水来中和一下，人类才能从大自然那里获得恰到好处的温存。

澜沧江穿越这个奇异的南国，润泽这片土地。却不只有澜沧江，还有许多境外河流，它们齐心

协力地滋养了西双版纳。而那长达五个月的超长雨季对这片土地更是爱得疯狂，一股脑儿地将全年

80%的雨水都慷慨馈赠。西双版纳的人们因此离不开水、深爱着水，甚至也崇敬着水。



就见惯日常生活场景的人而言，对边境地区的“异域风情”往往有一种格外的好奇与向往。如果你想要感受并且拍照记录一点儿“不一样的生活”，

来西双版纳就对了。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植物园坐落在澜沧江支流罗梭江畔，这里年平均温度 21.5℃，非常适宜神奇的热带植物生长。植物中比较“出圈”的是水生植物园里的泰国王莲和

睡莲。王莲的叶大如盖，据说可以承受一个幼童的重量。睡莲相对王莲小的多，其花朵有粉有白，婀娜多姿、亭亭直立地铺满一池清水。

最“上镜”的西双版纳



曼听公园

曼听公园是个天然的村寨式公园，据说曾是傣王的后花

园，有着 1300 多年的历史，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春欢园”，寓

意灵魂之园。园内设有民族文化广场、藤本植物区、热带兰圃、

孔雀园、佛教文化区、植树纪念区等 8个区域。

总佛寺

西双版纳总佛寺和曼听公园是连通的，游客一般从曼听

公园进入总佛寺。总佛寺是西双版纳佛教信徒拜佛的中心，是

这里等级最高的佛寺。总佛寺建筑大气雄伟，梁柱雕刻精美，

主要有维罕大殿、佛学院教学楼等建筑。院楼北墙前筑有供坛，

供有数尊佛像，墙壁上绘有《佛本生经》。

傣族园

傣族园位于橄榄坝，景区内有保存完好的五个傣族自然

村寨。园内的古佛寺是旅人们的打卡圣地，据说有 1400 多年

的历史。在泼水广场，每天都可以感受到泼水节的热闹场面。

为了体验傣族风情、融入他们的生活场景，你也可以租赁一套

傣族服饰并用相机记录下自己化身少数民族同胞的瞬间。

告庄西双景

这里只属于夜晚，暮色四合之时，古时景洪盛景重现，

俨然一派城中之城的面貌。星光夜市是告庄最值得体验的人间

烟火，街道的上充斥着斑斓的雨伞和彩灯，小摊上的物件琳琅

满目，街道上的游人络绎不绝，人们走走停停，感受着西南边

境的文化心跳。



望天树景区

世界上唯一以热带雨林标志性树种望天树命名的景区，景区可以从水、陆、空全方位深度体验热带雨林。

这里有世界级精彩刺激的空中树冠走廊。走廊长 500 米，是用粗大的铁索在高大的望天树之间连接建成，

在走廊之上俯瞰热带雨林景色是一种很微妙又难忘的体验。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厦门 -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 - 厦门

厦门 08:35   西双版纳 10:55 MF8771 周一、三、五、日

周一、三、五、日西双版纳 11:40   厦门 13:50 MF8772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9 项儿童服务，带娃乘机更省心！



儿童乘机服务
01限定儿童便当上新

9项儿童服务，带娃乘机更省心！

用美食开启鲜活童年！套餐包含营养均衡的便当，超轻黏土套装，定制鹭小飞饭盒，无

论大小朋友，都可以通过“飞要好好吃”选餐服务预订。

预定条件：厦航实际承运，支持厦门、福州、泉州、天津、杭州始发计划飞行时间 100

分钟（含）以上的首段配备正餐的航班，购票成功后至航班计划起飞前 6 小时（含）均

可线上预定。

还有一个月就是暑假啦，想带宝贝出去玩的家长，记得收藏这篇【婴幼儿乘机攻略】，

Get 更多厦航免费服务，让你和孩子的出行，更加省心！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additionalService/h5/index.html#/offerFood?productType=AirlineMeal


02 免费儿童餐

如何申请免费儿童餐？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服务大厅 -特色服务 -特殊旅

客服务】，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申请。

营养可口的食材搭配，充满童趣

的飞机、蝴蝶造型。精致的儿童

餐食，连大人也想尝一口！



03 家庭提前选座

家长带娃乘机，提前线上选座，与宝贝一起共赏蓝天 ~

如何提前选座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

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 -自助服

务 -值机＆选座】，根据提示添加同

行人，并填写信息办理。



04儿童拼图玩具

3-6 岁儿童

7 岁以上儿童

客舱中的气压变化，可

能会让孩子感觉不适，

用厦航的儿童拼图来转

移孩子注意力吧！拼图

设置了 2 个样式，适合

不同年龄段的宝贝。乘

机的时候，欢迎直接询

问乘务员领取拼图 ~



05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

适用人群

旅行之日已满 5 周岁（含）未满 12 周岁的儿童

如何申请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特色服务-

特殊旅客服务】，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申请。

不放心让孩子单独出行？厦航提供免费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请在航班计划

起飞前 48小时提前申请！

仅在直飞、经停（不更换执行飞机）

航线接受无成人陪伴儿童申请，中转、

联程航班不接受申请。



06 无成人陪伴青少年服务

无成人陪伴青少年服务为自选服务，您可以自行选择并支付少量服务费用。

适用人群

旅行之日起已满 12 周岁（含）未满 16 周岁的无家长陪同青少年

如何申请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特色服务-

特殊旅客服务】，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申请。



07 白鹭成长卡

白鹭俱乐部为 2-23 周岁的儿童与青少年旅客专门设计了“白鹭成长卡”。

乘坐厦航集团及合作伙伴航班，或在厦航集团合作伙伴处消费，都能累积白鹭积分 ~

https://ffp.xiamenair.com/zh-CN/Member/GrowcardRule


08“爱你一鹭”产品

想给孩子留下难忘的飞行回忆？厦航“爱你一鹭”来帮你！不仅有超萌的机长造型

小书包，乘坐飞机集章盖戳，还能兑换厦航飞模！

如何购买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特色服务 -地面

畅行-爱你一鹭】预订。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additionalService/h5/index.html#/?productType=SurpriseCustom&productSubType=ANYL


儿童乘机规定

开始旅行之日年满2周岁但未满12周岁的儿童，必须在成人旅客陪伴下搭乘飞机。

成年旅客最多携带 2名未满 12 周岁的儿童同舱位乘机。

儿童票价

国内航线：按同行成人所购客票同等物理舱位公布全票价的 50% 计收。

国际及地区（港澳台）航线：按同行成人所购客票同等物理舱位适用票价规则计收。

※ 购儿童票的儿童享有独立座位，以及所持客票票价等级规定的免费行李额。如您选择成人优
惠票价为儿童购票，客票变更、退票将按成人同等适用条件执行。



婴儿乘机服务
01厦航婴儿餐食

如何申请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 -特色服务 -特

殊旅客服务】，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申请。

婴儿餐内可能含有水果泥、蔬菜泥、肉汁、蒸蛋、米糊、牛奶和果等等，适宜一周

岁以内的婴幼儿食用。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special-service/h5/index.html#/


02 婴儿摇篮服务

03婴儿乘机贴士

担心宝宝乘机时哭闹？厦航提供免费的婴儿摇篮服务，请在航班计划起飞 72 小时

前提出申请。

★婴儿客票不提供座位，建议父母携带小靠枕，垫在宝宝与自己之间。

★在飞机起飞、降落时让宝宝咬奶嘴做吸吮动作，能一定程度减少气压变化带来的

耳朵疼痛。

★建议带上宝宝喜爱的毛毯、玩具，降低他的不安感。

申请限制

服务限于出生已满 14 天，未满 2 周岁，身高 74 厘米以内，体重 11 公斤（24 磅）

以内的婴儿。

如何申请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 -特色服务 -特

殊旅客服务】，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申请。

仅接受航班计划飞行时间大于或等于 1 小时的航班申请婴儿摇篮。



婴儿乘机规定

出生已满 14日未满 2周岁的婴儿乘坐飞机，需有成人旅客陪伴同行（但婴儿为未

成年旅客子女的情况除外）。每位成年旅客仅允许携带一名婴儿同舱位乘机。

婴儿票价

国内航线：按同行成人所购客票同等物理舱位公布全票价的 10% 计收。

国际及地区（港澳台）航线：按同行成人所购客票同等物理舱位适用票价规则计收。

※ 每位成人仅有一个婴儿享受婴儿票价，购婴儿票的婴儿不单独占座位，乘坐厦

航国内航线无免费行李额。

每类机型每条航线的婴儿旅客载运数量有限制，请在购票时及时提出婴儿乘机的需

求，以免出现行程变更。



厦航 29架次包机接返援沪医疗队

福建一天 14班



厦航 29架次包机接返援沪医疗队
福建一天 14班

5月27日10时16分，福建援沪医疗队返闽包机MF8806平稳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飞机缓缓穿过欢迎水门，

第一批队员平安到家。

当天，厦航累计执行 14 架次包机航班，从上海接回福建援沪医疗队共 1800 余人，厦航董事长、党委书记赵东，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志学分别陪同省市领导出席福州、厦门两地迎接仪式。连日来，厦航共计划派 29 架次包

机航班，迎接福建、江西、河北、云南等地援沪医疗队的英雄们凯旋。



早在 4 月 7 日，厦航便执行 16 架次包机航班，从福、厦两地护送福建省首批援沪医疗队热血出征。

此次福建省共派出近 2000 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他们积极投身到世博方舱医院的救治之中，40 多天

里累计收治 25000 多人，实现无一例病亡、无一例院感、无一例复阳、无一例医疗事故。此外，部分

队员在 4 月 21 日转战定点医院，接管了 7000 多张床位，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了福建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的航班上，每一位福建援沪医护人员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升级三

重礼遇的白鹭驰援卡。成为白鹭驰援卡会员之后，从今年起每年将获赠 1 张、共计 3 张厦航国内免费机票。

其次，能享受厦航白鹭金卡的核心权

益，包括免费升商务舱机会、贵宾休

息室候机、优先值机、优先登机、免

费变更及退票等服务权益。此外，还

能拥有额外赠送积分、积分有效期延

长、机票优惠券、机上餐食优惠券、

集团商城优惠券、跨界礼遇等惊喜福

利。厦航以这样的方式感恩他们的付

出和奉献，温暖白衣天使的出行之路。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厦航敢

打硬仗、能打胜仗，2020 年至今，先

后承运医护人员包机及医疗物资包机

累计超过 6700 班，运输防护服、口罩、

手套、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累计约 1.5

万吨。

近期，厦航（含旗下河北航、江

西航）顺利完成多属地、多批次援沪

医疗队集中返程保障任务。其中，5

月 14 日河北航执行 2 个河北援沪医疗

队返程航班，25 日厦航执行云南医疗

队返程航班 1 个，26 日江西航空执行

江西医疗队员返程航班 3 个，27 日厦

航执行福建医疗队返程航班 14 个，此

外，29 日厦航还将执行天津援沪医疗

队返程航班 9 个，累计 29 班次，为

畅通空中大动脉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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