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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云南



何以云南
编撰_冯安兴 图片提供 _图虫视觉（署名除外）

采撷一片片彩云，做成南国的衣裳。

一片包裹历史的风浪，一片荫蔽当下的梦想，一片庇佑明日的辉煌。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



云南地处中国南部边陲，气候温暖，山脉纵横，

水系发达，植被茂盛，又与多国接壤，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赋予了云南独特而多元

的文化底色。从古时的庄踽入滇、秦开五尺、汉

习楼船到近现代的护国运动、滇西抗战、和平解放，

这诸多关于云南的大事件，共同构筑起云南丰满

的历史形象。

若论及云南其名的由来，则更有不少说法。

一说因为这里地处云岭之南，故称云南；一说西

汉元狩年间，有彩云出现在南中，汉武帝为探寻

究竟，专门派人追踪彩云的下落，使者于是来到

这块神奇的地方，汉武帝在彩云之南设置了“云南

县”，“云南”之名由此开始使用；还有一说是因为

建制时这里位于一座高山的东南面，此山峰峦高

耸，上接云气，故名云南。

“云南”这一名称确实起自西汉。汉武帝元封

二年（公元前 109 年），西汉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

郡治在滇池县（今昆明晋宁区），下辖 24 县，云

南县为其中之一，治所在今大理祥云县境内。也

就是说，自汉代起，“云南”便正式纳入版图，并

一直被用作政区的名称。

在“云南”这个响亮而宏阔的名字之下，如果

要探寻“何以云南”这个问题，或许还是要着眼于

具体的土地之上，去了解、感知、体会云南的美

细微地渗透于哪些角落。 摄影 _雷鹿茸



摄影 _雷鹿茸

昆明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昵称：“春城”，这使得它在

省会身份之外多了一点诗意、一点情调。与其他的大型城市

相同，摩登的高楼大厦是有的，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是有的，

行色匆匆的人群是有的；也与其他的大型城市不同，这里到

底还是多了一份闲适，多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秀丽风景，多了

一丛丛四季开不败的鲜花，多了“青铜文化”的印记和多民族

互相辉映的风俗与佳话。

昆明：春城常在，朝气满怀

滇池

滇池风光秀丽，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云南最大的淡水湖。

这里紧邻大观公园，与西山森林公园、云南民族村隔水相望。可

沿东岸在湖边漫步，或乘船游览，冬季的时候可投喂红嘴鸥。

金马碧鸡坊

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现有的金马碧鸡坊是 1998 年在原址

按原风格重建的。东侧临近金马山的牌坊叫做金马坊，西侧牌坊

临近碧鸡山，因此叫碧鸡坊。这里是昆明的地标和市中心，也是

昆明的象征之一。夜晚的金马碧鸡坊灯火辉煌，周围街道上常有

热闹夜市。

官渡古镇

是昆明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之一，明清时候就已是商业、手

工业发达的集镇；唐代时便是王公贵族游览滇池时理想的驻足之

地。古镇内人文景观丰富，妙湛寺门前的金刚宝座塔最引人瞩目。

官渡粑粑是这里的特色美食，以胡麻和花生馅两种最受欢迎。

厦门 - 昆明

昆明 - 厦门

厦门 11:45   昆明 14:25 MF8417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昆明 15:35   厦门 18:30 MF8418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说到大理，总是情不自已地追思这里

的过去，好像它独独属于记忆的深处。想

到它是金庸笔下段誉的故乡，想到古老南

诏最后的辉煌，想到苍山之下、洱海之滨，

大理古城、冠绝古今。古朴的建筑与苍山

洱海交相辉映，自然风景与历史文化完美

融合，的确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大理对于

众多旅人而言 不只是古城，更是一个魂

牵梦萦的“他乡”。

大理：时光滤镜，一梦千年



苍山

苍山风光秀丽，主峰巍峨壮观。山腰间修有一条长约 18 公

里的游山步道，称为“玉带云游路”，可登临其上俯瞰大理坝子和

洱海风光。上苍山有乘坐索道和步行走登山步道两个途径，分别

可达山腰玉带路上的清碧溪、中和寺和洗马潭。苍山海拔较高，

早晚温度较低，建议上山时携带御寒衣物。

洱海

洱海外形如同耳朵，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湖泊。洱海景

区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被称作“群山

间的无瑕美玉”。沿湖的人气村落有“洱海神光”双廊、才村、以

白族民居建筑为特色的喜洲，都颇具世外桃源的气质。

大理古城

大理古城位于风光秀丽的苍山脚下，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

的都城。古城是大理的旅游核心区，常年游人如织，内部街道呈典

型的棋盘式布局。大理古城西北部 1.5 公里处的崇圣寺三塔，是大

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刹群，在大理国时期是皇家的寺院，南

诏丰佑年间曾有殿宇千间。



丽江历史悠久，曾是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因为独特人文和自然景观，成为人们心

驰神往的旅行目的地。丽江古城又叫大研古镇，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古城，十分引人注目。不过，

“丽江古城”并不等于“丽江”，丽江的面积远远大于丽江古城，这里有很多值得游览的地方，最适合

安放自己的“诗与远方”。

丽江：世界遗产，梦里远方



摄影 _雷鹿茸

丽江古城

古城是茶马古道上最著名的城镇之一，在南宋时期初具规

模，自明朝时丽江古城称“大研厢”，因其居丽江坝中心，四面

青山环绕，一片碧野之间绿水萦回，形似一块碧玉大砚，故而

得名。作为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获得成功的地方，

古城内木楼青瓦，古街石巷，小桥流水，非常具有文化风韵。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随着时令的变化，在不同

高度依次开放的杜鹃花组成了雪山最美的风景。纳西人心中的

神山，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左右，常年在云雾缠绕之中，

是一座未被征服的处女峰。景区内有玉水寨、冰川公园、蓝月

谷等景点。

泸沽湖

为川滇两省界湖，湖周边主要居住着摩梭人、彝族人和普

米族人。泸沽湖湖水清澈蔚蓝，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是

中国最深的淡水湖之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景区主要景点有

格姆女神索道、小草海、泸沽三岛等，电瓶车环湖是最热门的

游玩方式。



厦门 - 丽江

丽江 - 厦门

厦门 08:05   丽江 12:15 MF8635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详情请咨询 95557

丽江 13:00   厦门 16:55 MF8636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积分鹭啊鹭 | 买华为 Mate50 和 iPhone14，该刷哪张卡？



积分鹭啊鹭
买华为 Mate50 和 iPhone14，该刷哪张卡？

各位积分玩咖们，我是焕新生活体验官鹭漫漫！

从今天开始，我将手把手教大家 , 薅白鹭积分＆积分兑好物。

最近 HUAWEI Mate50 与 iPhone14 正面交锋，超厉害的卫星通讯技术，让一众老粉们狂热，

鹭漫漫我只关心新机入手时，刷哪张信用卡更赚到！！

“积分鹭啊鹭”的第一站将介绍 厦航联名信用卡，

请打开遮光板，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飞行马上要开始喽 ~

厦航现有民生、广发、农行、兴业、中信、招商、大中华携手飞

共七张联名信用卡，本期鹭漫漫向大家一一道来：



厦航民生联名信用卡

卡龄：4

性格：尊贵、贴心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航空 / 交通意外险、航班延误险

推荐指数：☆☆☆☆☆

单月兑换≦ 1 万白鹭积分

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18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标准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15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豪华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10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单月兑换＞ 1 万白鹭积分

超出 1 万积分部分按以下比例

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36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标准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36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豪华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消费 18 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单月兑换≦ 1 万白鹭积分，入手 7799RMB 的 HUAWEI Mate50 Pro，

刷民生联名标准白金卡，520 白鹭积分快速到账。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partner/index.html#/bank/cmbc


厦航广发联名信用卡

卡龄：5

性格：优质、超值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机场贵宾室、高额航空意外险

推荐指数：☆☆☆☆☆

普 / 金卡累积比例 ：

每计积分消费 14 元累积 1 白鹭
积分

（普 / 金卡要去银行柜台办哦）

*10 月 1 日后调整为 18:1，详见广
发信用卡中心官网公告

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计积分销售 10 元累积 1 白鹭
积分

入手 4999RMB 的 HUAWEI Mate50，刷广发白金联名卡，499 白鹭积分快速到达白鹭账户。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partner/index.html#/bank/cgb


厦航农行联名信用卡

卡龄：6

性格：商旅、国际化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商旅优待、健康服务

推荐指数：☆☆☆☆☆

金卡累积比例 ：

每 15 信用卡积分累积 1 白鹭
积分

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 12 信用卡积分累积 1 白鹭
积分

VISA卡 ：

外币消费享受积分双倍累积

8 月中开始，老农卡全面支持支付宝消费累积积分！！让这张老农卡更趋完美！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partner/index.html#/bank/abc


厦航兴业联名信用卡

卡龄：12

性格：宁静、优雅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高额航意险、租车特惠礼遇

推荐指数：☆☆☆☆☆

普 / 金卡累积比例 

每 18 信用卡积分累积 1 白鹭
积分

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 8 信用卡积分累积 1 白鹭
积分

1 分钱看电影、5 折餐饮优惠券、加油满减、商超百货立减 ... 距离你畅享各种超值优惠，仅差一步之遥。

https://wxact.xiamenair.com/emas/xiahang-emas-cdn/app/Egret_App-partner/index.html#/bank/cib


厦航中信联名信用卡

卡龄：13

性格：稳健、积极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高额航延险、健康服务

推荐指数：☆☆☆☆☆

普 / 金卡累积比例 

每计积分消费 18 元（2 美元）
累积 1 白鹭积分

白金卡累积比例 ：

每计积分消费 10 元（1 美元）
累积 1 白鹭积分

近期中信联名卡推出“新户办卡畅享礼”活动，现在办卡，成功后即可获赠 4000 白鹭积分和 600 元航空礼

包！中信日常还有 9 银行积分享兑、笔笔支付返现，最高返 9999 元现金！丰富的信用卡活动让你幸福感爆棚！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cms_mobile/land/zxyhxhlmk.html


厦航招商联名信用卡

卡龄：15

性格：创新、活力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航空意外险

推荐指数：☆☆☆☆☆

普 / 金卡累积比例 

每计积分消费 18 元（2 美元）累积 1 白鹭积分

这张卡是厦航第 1 张联名卡，具有超强纪念意义，厦航的真爱粉可以前往招行营业厅咨询和办理哦！



大中华携手飞信用卡

卡龄：6

性格：商旅、专注

权益：累积白鹭积分、出行折扣优惠

推荐指数：☆☆☆☆☆

VISA 御玺卡累积比例

人民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23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其他外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25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新台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30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VISA 御玺商务卡累积比例

人民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11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其他外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15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新台币消费：

每新台币 23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VISA 鼎极无限卡累积比例

人民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11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其他外币消费：

入帐结算后每新台币 12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新台币消费：

每新台币 22 元累积 1 点红利里程点数

这张卡超 Nice ！专为频繁往返两岸三地的台商或台湾地区旅客量身

打造！

可登陆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官网——信用卡 - 飞航交

通栏目进行申办。 每 1 点红利里程点数可兑换 1 白鹭积分哦



还有刷卡大咖可能会问，有没有更划算的 LU 分姿势，

放心，鹭漫漫也准备了强力辅助：积分加速包！只要 9.9 元、19.9 元或 39.9 元

就可享次月联名卡刷卡消费 10%-15% 的积分额外加赠！

每月直播间秒杀不到积分的宝宝，选它也是一样的划算，办卡 + 刷卡 + 积分加速，实现白鹭积分自由 So easy~

比如你本月购买 19.9 元的积分加速包，次月用楼上↑广发白金联名卡入手 4999RMB 的 HUAWEI Mate50，

将获赠 499+10%*499=549 白鹭积分！

Step 1

挑选和你有眼缘的任意联名卡（也可多张）

前往办卡链接，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Step2

 静待银行告知办卡成功，前提是你征信 OK ！

根据银行要求激活开卡

Ps: 如你办中信联名卡，次月白鹭账户进账

4000 白鹭积分 +600 元航空礼包

Step3

 打开这篇收藏，点击积分加速包“立即抢购”

选中心仪的加速包并填写信息

次月刷卡开启积分超值加速！

https://cdn-mfemas.xiamenair.com/cms_mobile/land/lianminkajifenjiasubao.html


厦门航空艺术客舱全球首航



厦门航空艺术客舱全球首航

金风万里待鹭飞  文脉相传赴万里

当艺术的丰富蕴意与诗

意的云端相遇，将激荡起别

开生面的美学意象。国庆佳

节，厦门航空【艺术客舱】

云端开启将艺术搬进客舱，

为旅客打造云上艺术空间，

献礼祖国 73 岁华诞。

10 月 1 日起，选乘厦门

航空由厦门、福州始发飞往

北京的头等舱、商务舱旅客

会在空中观赏到国内多位艺

术名家创作的画作金秋十月

邀您共赴云端艺术盛宴共赏

精彩壮美的时代篇章。



大道如歌

云生笔墨写华章

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习总书

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

扬好。”厦门航空率先在民航业打造艺术客舱，

以开放的国际化视野，将艺术创造力和中华

文化价值融合，用笔墨记录时代万象更新。

此次“共启新景——厦门航空艺术客舱

全球首航”国庆献礼活动，以厦航服务美学

为出发点，将客舱打造为“艺术品”，让旅

客走入“艺术客舱”犹如行赏于流动的空中

艺术长廊。希望通过一件件精美的书画名作

讲好中国艺术的故事，用一段段诗意的旅途，

帮助更多的人行走天下，让中国传统文化从

客舱走向世界，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和合

共生。



江山如画

共绘诗意新画卷

“画乃心印。”中国山水画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的理念，逸人高士的情怀，萧疏清远的追求，

耿介拔俗的灵魂。艺术家们用诗意的绘画语言，述说大好河山和时代精神气象。

此次厦门航空艺术客舱首批作品，汇聚了国内顶级艺术名家以“大美山河”为主题倾心创作的作品。



 以下为部分艺术家作品及介绍 

作 品 名 称

《永恒的辉煌》

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政

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美术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全国美展总评委、评委会主任，中国文联、财政部、文旅部“ 中华文明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 组委会办公室兼创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财政部、中国文联、文旅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创

作工程 " 组委会秘书长、创作指导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顾问，李可染画院顾问，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

十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里



作 品 名 称

《食荔枝诗意图》

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院务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有

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全国优秀教师获“人民教师”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卢禹舜 



作 品 名 称

《听雨》

福建漳浦人。毕业于福建师大美术学院，教育部首届中国画博士课程班进修。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福建省

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厦门大学兼职教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美展评委。长期担任全国美术专题展组委会委员、评委，

福建省美术大展评委会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百花文艺奖总评委等职。

王来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云上艺术空间的共创者，艺术家画作所描绘的山河图景

和文化故事，既有笔墨淋漓的大写意作品，也有层层渲染的精细型工笔作品。

绘画作品精美绝伦，可谓姿态横生，思想精深。这些作品题材不拘一格、风格不形于一态，技

法不定于一尊。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了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以及文化之美。

艺术家们倾情记录时代进步、反映时代精神、是一次真诚礼敬时代的视觉艺术盛宴。

艺术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未来，厦门航空还将持续与更多艺术家们开展艺术共创，丰富“艺

术客舱”的内容和形式，与旅客展开艺术体验互动。通过云上艺术空间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彰显大国风范，绽放文化自信。

更多名家画作，欢迎扫码线上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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