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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吉隆坡

悦旅TRAVEL



遇见吉隆坡
编撰 _ 冯安兴 图片提供 _ 图虫创意

现代大都会的气质与多元民族的文化活力交织，使吉隆坡独

具特色。当人们希望通过旅行去构建心中对于摩天都市的想

象时，吉隆坡是拼凑这种想象的一块很“经典”的碎片。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它东临蒂迪旺沙山脉，西临印尼苏门

答腊岛，纬度与地形使这里的天气带有明显的热带雨林气候特征。长

年温暖，日照充足，水资源丰沛，特别是 10 月至隔年 3 月东北季风

盛行时，吉隆坡时常会大量降雨。

独特的环境与地理位置使吉隆坡“天赋异禀”，这里天生适合“生

长”出一座大都市。吉隆坡在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建镇，它的马来语

名“Kuala Lumpur”解释了这座城市最初的面貌——泥泞河口，它

的确是在鹅麦河与巴生河的交汇处悄然诞生的。此后，不少人来到这

里挖掘宝藏、创造财富，终于把吉隆坡打造成“世界锡都”。

与众多历史悠久的知名都城、文化古城相比，吉隆坡只是经过一

个世纪沧桑变迁，就成为新生不久的马来西亚联邦的首府。历史赋予

吉隆坡的成长时间其实并不充裕，好在它学会了野蛮生长。吉隆坡看

起来“毫不费力”地成为世界著名观光城市，并在 2018 年跻身“世

界一线城市”的行列，这“毫不费力”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勇敢开拓

与辛勤耕耘。

现在，吉隆坡是当之无愧的马来西亚首都、最大城市，高耸入云

的大厦和鳞次栉比的商铺彰显着繁华。“双子塔”（国家石油公司双

塔大楼）是这座摩登都市的第一地标，旅人们抵达吉隆坡，无不心怀

登顶 88 层、饱览城市夜景的渴望。

当夜晚的建筑被炫目的灯光渐次点亮，人们目睹了吉隆坡在黑夜

里的面貌，这幅面孔使旅人陌生，因为它有着属于吉隆坡的身份标识；

这幅面孔也使旅人熟悉，当他们通过旅行去构建心中对于摩天都市的

想象时，吉隆坡是拼凑这种想象的一块很“经典”的碎片。

马来首府



走在吉隆坡的街头，很容易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吉隆坡的过去与现在，是由不同

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人

民共同筑造的，时间的长河向前

流淌，“河水”稀释了原本秉持不

同文化传统的人之间的差异，为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水乳交

融提供一个柔性的环境。

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在吉

隆坡和谐共处，马来人讲马来语，

华人则操着一口具有地方性特征

的华语，而印度人大部分讲泰米

尔语，当然，除了这些具有民族

特色的语言外，英语是他们的共

同语言。虽然他们曾经不是这座

城市的主人，但历经风雨之后，

他们坚持在这里以苦难铸就辉煌，

最终与这座城市互相归属。

多元文化



尤其是华人移民，他们与吉隆坡这座城市

之间，有着非比寻常的互相成就的美感。有人说，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中华儿女四处漂泊，

遍布世界各地，为当地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也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吉隆坡正是华

人下南洋讨生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华人在吉隆坡占有很大的人口比例， 追根

溯源，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和福建

省。15 世纪，第一代华人移居到马来半岛，他

们是最初的华裔开拓者。20 世纪初，英殖民政

府掌控整个马来半岛，华人移民也随之增加，

当时的锡矿工业迅速发展，吉隆坡迎来了汹涌

的华人人潮，他们成为吉隆坡城市发展过程中

重要的贡献群体。

位于吉隆坡老市中心的茨厂街，是华人聚

居和经商的地方，人们称它为“唐人街”。这条

看起来并不宽敞的街坊，商店和摊位在两旁林

立。在街的支弄里，更是摊贩遍地，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贩售着华人

浓浓的乡愁。



打卡吉隆坡

1. 黑风洞彩虹阶梯

位于印度教朝拜圣地

黑风洞，距离吉隆坡市

中心 13 公里，吸引了

不少年轻人前去打卡。

2. 雀鸟公园

建成于 1991 年，有超

过 5000 只鸟类，在这

里，每天都可以观赏鸟

儿们自由飞翔。

3. 摩洛哥宫殿

建筑带有满满的摩洛

哥风格，细节处的瓷

砖、纹饰非常考究。

TIPS



观察当地建筑是了解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方式。多元的宗教文化、

长期的殖民历史和瞩目的城市发展史，助推吉隆坡成为一座“建筑博

物馆”。

吉隆坡市内最显眼的，是国家石油公司那锥形的双峰高塔建筑。

它们的最高处距离城市地平线有 452 米，无时无刻不在散发出银色

光芒， 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其它高耸的楼宇，围绕着双塔，形成众

星拱月的建筑集群，这些建筑也形状各异、争奇斗艳、互不雷同，

充满现代气息。

在现代建筑规整或许也稍显冷漠的线条之外，吉隆坡也还存有

许多具有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建筑。圣洁的清真寺、繁复的印度庙、

哥特式的教堂……马蹄形拱门、精巧的石刻、绚丽的瓷砖……无论

是建筑的整体还是构成这个建筑的细节，究其根本它们都在刻录信

仰与历史。

这些建筑数量众多、各有特色，每个人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心理

指向去拟定目的地。但苏丹阿都沙末大厦、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地

是无法绕开的站点。

多彩建筑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建于 1897 年，是吉隆坡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许多重

要活动的举办场地。大厦有别具一格圆屋顶和高大的钟楼，散发着宏伟而庄严

的气息。著名的独立广场就坐落在大厦对面，绿草如茵看起来有点“青春洋溢”，

其实极具历史价值。

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国旗在独立广场的上空飘扬，象征它脱

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现在在这个曾经升起象征独立与自由的国旗的地方，仍然

矗立着一支旗杆，以纪念那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如果说独立广场纪念的是重要瞬间，吉隆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寺则承

载了更为丰富绵长的文化意蕴。博物馆打造了诸多主题画廊，展览了多种艺术

品和著名的伊斯兰建筑设计模型。



在吉隆坡，游人有机会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及独特的

娘惹菜。吉隆坡的就餐场所非常多，游客既可在高档饭店、酒店品

尝大师级的马来菜、中餐、印度菜，也可以在大街小巷的路边摊档

品尝地道小吃，体验不一样的风味。

吉隆坡本地的美食文化与中国、印度、西方的美食元素相交融，

形成了口味酸甜、颜色鲜丽、香料丰富的南洋风味。主食如海南鸡

饭、椰浆饭，小吃如沙嗲、叻沙，甜饮如白咖啡、拉茶，都让人赞

不绝口。

南洋风味

厦门 - 吉隆坡

福州 - 吉隆坡

吉隆坡 - 厦门

吉隆坡 - 福州

厦门 08:40   吉隆坡 13:00

福州 09:55   吉隆坡 14:25

MF847

MF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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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 14:20   厦门 18:30

吉隆坡 15:50   福州 20:20

MF848

MF878

航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天合联盟新成员，白鹭会员乘坐这家航司也可累积积分！

品味TASTE



天合联盟新成员，
白鹭会员乘坐这家航司也可累积积分！

维珍大西洋航空已正式加入天合联盟，成为天合联盟最新成员，这是天合联盟第一家

英国成员航空公司，加强了联盟的跨大西洋网络和往返希斯罗机场、曼彻斯特机场的

服务。

这也意味着，白鹭会员可以享受到更多合作伙伴航司的权益。厦航白鹭会员乘坐天合

联盟航班均可累积白鹭积分，共享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



累积积分

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航班日期）起，厦航白鹭会员乘坐维珍大西洋航空航班可享受积分累积。

具体累积标准如下：

购票或值机时，请提供您的白鹭会员卡号，积分就

可以自动累积到白鹭会员账户。若没有累积成功，

可以在厦航官网、APP、微信公众号进行自助补登。

注：维珍大西洋航空航班是指挂有“VS”为航班代号且由维珍大西洋航空或天合联盟成员航空公司

实际承运的航班。



兑换奖励机票

厦航白鹭会员可使用白鹭积分，兑换维珍大西洋航空自营航班奖励机票，包括商务舱、高端经济舱、经济舱。其中高端经济舱参照商

务舱兑换标准，兑换标准及更多说明详见《白鹭俱乐部会员手册》

* 目前仅支持在直销售票处兑换，后续将支持线上渠道兑换



贵宾服务

白鹭黑钻会员、白金会员，即天合联盟超级精英会员。白鹭金卡会员、银卡会员，即天合联盟精英会员。

乘坐天合联盟成员航空公司航班可享受以下服务：

未来，将为厦航高端旅客新增伦敦希斯罗、纽约肯尼迪、波斯顿、华盛顿、旧金山、和南非约翰内斯堡

6 个机场休息室的选择。

天合联盟超级精英会员还可专享天合优享服务，天合优享在世界各地的 970 多家机场提供专属优享服

务。标志性的红色“天合优享”标志可引领您快速而轻松地获得机场服务：从优先办理登机手续、登机、

行李提取，到优先票务柜台、转机柜台服务及优先安检通关通道，所有服务实现无缝衔接。

* 具体服务规则详见《白鹭俱乐部会员手册》



厦航上海虹桥贵宾休息室正式启用！

新事NEWS



3 月 10 日，厦航启用位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贵宾休息室，乘坐厦航航班从上海虹桥 T1 出发的白鹭

银卡以上会员、厦航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可以抢先体验。

厦航虹桥贵宾休息室带来“美食与美酒的美好体验”，实现“艺术与运动的奇妙碰撞”，精心打磨贵宾旅客的品质

候机生活方式。

厦航上海虹桥贵宾休息室正式启用！



开业期间，厦航虹桥贵宾室将举办系列特色活动，旅客将有机会品鉴国际金奖酒品佳酿，冠军特调冲煮咖啡，

顶级茶艺师茶道文化。



精心烹饪的地道闽菜、醇厚鲜美的本帮菜，一碗汤底浓郁、选料自由的地道沙茶面，一口清香脆嫩、汤白汁浓

的腌笃鲜，旅途疲惫，一扫而光。



配置国际知名品牌“沃特罗伦”的划船机、健身车、椭圆机等

健身设备，打造“迷你健身馆”，健身达人们不容错过！



厌倦了乏味的候机？那就来这里邂逅艺术！在休息区精心打造名家画作环绕的“艺术走廊”，老有腔调！



厦航虹桥贵宾休息室，品质候机生活方式，期待旅客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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