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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冬日，游走于海南的温暖缝隙



亲近冬日，游走于海南的温暖缝隙
编撰_冯安兴 图片提供 _图虫创意

想要追逐温暖、寻觅晴朗，只需搭乘厦门航空飞往海南的航班，即可跳出寒冷的

生活定式，捕捉 22℃的冬日间隙。此时此刻，不妨去海南刷新脑海中关于冬天

的印象，你我都知道，冬天啊，原本就不止一面。



在很久很久以前，海南还不是人们心驰神往的冬季目的

地，那时海南的主要居民是黎族人民，他们为海南岛的开拓

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海南岛的黎族主要聚居在中

南部，他们在这方热土上繁衍生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

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饮食、服饰、歌舞文化。

当然，海南也早就有“外地人”造访。那时因为远离中原，

海南岛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因此也成为流放官员的地点。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鸟飞犹需半年程”是古人对于海

南之行的慨叹。历史上流落或被贬至海南的名人很多，唐代

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唐高僧鉴真和尚，北宋宰相卢多逊

等人都在海南留下生活的行迹。

好在事物总是有两面的，对于这些或因主观或因客观原

因，来到这偏远岛屿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多少携裹着历史

的悲剧色彩，但他们的到来却又让这座小岛获得了新生，因

为他们留下的故事与传说、文章与诗歌使海南焕然一新，拥

有了更加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在的海南，在本土人民和历史移民的开拓下，在当代

不断被注入建设力量与关注目光后，变得愈发吸引人、惹人

喜爱。这座最具热带海洋气候特色的宝贵岛屿，像是南海广

袤水域上一颗闪闪发光的“雪梨”，它用甘甜的汁水滋养了海

南人民，也不断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前来一品它的“甜美”。

如果你也被这座岛屿深深吸引，小白鹭很乐意载你一程！



摄影 _雷鹿茸
摄影 _王晓玲

海口拥有丰富的热带资源，

尤其以自然海滨风光闻名遐迩。

迷人的热带风光、独具魅力的滨

海特色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也理

所当然地成为冬季的热门目的

地。在北方寒风正盛、冰天雪地

之时，恰逢海口风平浪静、气候

怡人。迷人的碧海蓝天，旖旎的

海底世界，茂密的热带丛林，奇

特的火山地质遗迹，隽永的历史

古迹都是人们来此游历赏玩的充

分理由。

海口

◆假日海滩

五彩缤纷的太阳伞，整齐划

一的沙滩椅，海面上的彩色

浮标，熙熙攘攘的人群，高

高耸立的瞭望台，构成了浴

场的假日情怀，也正是旅人

心心念念想去的“海边”。

◆海口骑楼老街

骑楼的建筑风格多姿多彩，

每一处细节都散发出一种独

特的风韵。这些骑楼具有很

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完整

地记录了海口从一个古老城

镇发展为沿海繁华商业城市

的重要历史阶段。

◆海口钟楼

为便于统一时间，在爱国商

人 周 成 梅 的 促 成 下， 海 口

钟 楼 拔 地 而 起。 大 钟 楼 占

地 16 平方米，大钟设在 5

楼，每隔 30 分钟报时一次。

1987 年，旧钟楼经过改建，

外观看起来更加整饬、庄严。

◆海口人民公园

建于 1954 年的海南解放纪

念碑，在此矗立守护。公园

有东西湖游览区、热带植物

标本区、烈士纪念区等。这

里被誉为海口市的“城市绿

肺”，同时也是海口市城市

现代化的象征。



摄影 _康云萍

三亚位于中国海南岛的最南端，绝美的海滨风光令三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冬季度假胜地，享有“东方夏威夷”

的美誉。三亚还拥有蜈支洲岛和西岛两座绝美离岛，为三亚增添了许多魅力。水清沙白的海滩，枝繁叶茂的雨

林，颇具风情的黎族村寨，新鲜美味的海鲜都是三亚的特色招牌。

三亚



◆蜈支洲岛

蜿蜒绵长的海岸线，清澈见底

的海水，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

一起构成这个国内优质的潜水

胜地。蜈支洲岛有麒麟海、后

花园、玻璃鱼星球、小宇宙四

大潜点，每一个都有自身特色。

◆亚龙湾

亚龙湾沙质细腻，海水洁净，

珊瑚斑斓，海面在阳光的照耀

下，由远及近呈现几种不同的

蓝。这里娱乐活动繁多，可乘

坐豪华游艇出海，也可以参与

帆船、浮潜、滑翔伞等多种运动。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呀诺达雨林文化区主要由雨林

谷、梦幻谷、三道谷景区组成，

可以看到原生态的热带雨林景

观。登上观景台后，可眺望海

棠湾、蜈支洲岛和南湾猴岛。

◆天涯海角

三亚湾西端的海滩上耸立着许

多形态各异的岩石，最有名的

是刻有“天涯”和“海角”的

两块巨石，它们一直被视为爱

情的象征，也是三亚的标志性

景观之一。



文昌是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也是

海南闽南文化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第四

座航天之城。这里自然风景优美，被誉为

“阳光东海岸上的明珠”。同时，文昌的文

化底蕴也颇为深厚，人杰地灵，名人辈出。

在明朝就出了与丘浚，海瑞并称“一鼎三足”

的良吏邢宥。近、现代史上更是输出许多

军事人才，被称为“将军之乡”。

文昌

◆东郊椰林

椰树成片，种类繁多，环境优美，海水清澈，

这里是天然海水浴场，可开展各种沙滩运动和

水上活动，附近的渔家乐、海鲜坊可以满足人

们对于海鲜美食的向往。

◆铜鼓岭

以铜鼓岭为中心，包括淇水湾、月亮湾、石头

公园、宝陵河云龙湾、大澳湾等组成铜鼓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三面环海，地貌奇特，

植被繁茂，山美石奇，可观云海、看晚霞。



儋州市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悠久的历史给儋州市留下了众多古迹，并且多为宋代以前的古迹，如汉代伏波井、中和古镇、东坡

书院等。儋州本地居民在苏东坡带来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影响下，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和极大的艺术热情，这也使儋州有许多民间诗社，

素有“诗乡歌海”之称。儋州音乐也颇有名气，“儋州调声”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儋州

◆东坡书院

原名“载酒堂”，是苏

东坡居儋期间讲学会友

之所。经过历代维修和

扩 建， 面 积 较 最 初 更

大、布局也更为精致。

院内草木古朴，鲜花掩

映，书画琳琅，古色古

香，具有浓郁的“东坡

遗风”。

◆龙门激浪

龙门山为海滨岩石山，

山上怪石嶙峋，从北望

南，绵延起伏，状似万

里长城，十分壮观。北

风吹来，卷起巨浪，撞

击在石门上，浪击石鸣，

犹如击鼓，故得名“龙

门激浪”。



摄影 _陈亨长

福州 - 海口

长沙 - 海口

天津 - 海口

长沙 - 三亚

海口 - 福州

海口 - 长沙

海口 - 天津

三亚 - 长沙

福州 08:20   海口 10:50

长沙 14:20   海口 16:35

天津 08:00   海口 13:25

长沙 12:30   三亚 14:55

MF8303

MF8309

MF8143

MF1908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每日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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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 11:50   福州 13:50

海口 17:35   长沙 19:30

海口 14:25   天津 20:15

三亚 15:55   长沙 17:55

MF8304

MF8310

MF8144

MF1909

航 程 时刻（当地时间） 航班号 班 期

厦 门 航 空 相 关 航 线 信 息

清补凉

清热祛湿的绝佳美食，曾被苏东坡写诗称赞：“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

一碗白玉香。”

糟粕醋

以民间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酒糟发酵的酸醋作为汤料，外加各种蔬菜和肉

类做成的一种小吃。

海鲜大餐

虾、生蚝、蛏子、螃蟹以及各种鱼类，用保留原汁原味的做法烹饪，品

味舌尖上的海南。

搭乘飞机是国内外大部分游客到海南旅游最便捷、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海南省

现主要有北部海口美兰机场，南部三亚风凰机场和东部的琼海博鳌机场三大机场。

冬季若想到海南岛游玩，可选乘厦门航空的航班。

交通指南

美食



减少接触，9 项服务让旅程更省心！



减少接触，9项服务让旅程更省心！

航班不正常自助退改

当您的航班被取消或发生其他不正常变化，

客服人员无法第一时间保障您的需求时，

小白鹭建议您优先通过厦航一站式服务平台

直接进行自助退票或改期操作！

近期出行如何减少接触？厦航为您汇总出行自助服务攻略，让你的出行更安心！



您可通过以下途径进入一站式服务平台

1、厦航微信公众号 - 服务 - 机票退改；

2、厦航 APP- 服务大厅 - 不正常航班

如何办理



无纸化乘机服务

提前选座

无论是想坐在窗边看风景，还是坐在过道旁方便走动，或是和家人朋友坐在一起分享旅途欢乐，

厦航提前选座服务，助你锁定心仪座位。

如何线上提前选座？

方法 1：使用厦航积分选座

使用厦航白鹭会员账户积分，即可兑换前排优选座位！

方法 2：购买含选座权益的机票产品

在厦航官方线上渠道购买机票时，选择具有「前排选座权益」标识的打包产品，

出票完成后可获赠一张「选座产品兑换券」。

在使用选座服务时，选择并使用此券，即可尊享前排座位。



方法 3：购买厦航选座权益卡

「厦航优享服务畅飞卡」包含选座、休息室、行李、餐食等多款航旅服务产品权益，

一卡在手，尽享厦航优质服务。

「厦航前排座位畅选卡」助你实现选座自由，最高可享 90 天内本人不限次选座！

随心舒适，畅享前排座位！



在线值机

您不用再担心忙碌而错过值机时间

第一步 在线值机

登录厦门航空 APP、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移动版或小程序，点击在线自助值机，获得电子登机牌。

第二步 安检通关

凭电子登机牌直接进行安检，通过后电子登机牌上会出现电子安检验讫章。

第三步 扫码登机

在登机口扫描电子登机牌上的二维码进行登机，享受舒适旅途！

通过厦航官网、APP、小程序等购买厦航境内机票，在购票过程中、或办理提前选座业务时，勾选“自动办理值机”选项，

我们将在航班计划起飞 3 小时前自动为您办理值机业务，办理成功后将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电子登机牌。

「 选座即值机！」

只需操作一次即可实现购票、选座、值机同时办理，

轻轻松松前往机场吧！



行李服务

额外行李额

返乡路上，担心行李超重？不妨在线上提前预付行李额！

价格优惠：在线上能以 6-8 折的价格购买预付行李额，比线下划算。

节省时间：无需在值机柜台排队办理，线上操作方便快捷。

如何提前预付行李额？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

通过【服务大厅 - 特色服务 - 行李购买】，

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办理。

或进入厦门航空小程序，

点击【服务大厅 - 行李服务 - 行李购买】，进行办理。

支持使用现金支付与白鹭积分兑换。



行李寄送服务

落地机场后，想直奔家中与亲人共聚，大大小小的行李怎么办？

厦门航空联合「包给我」，推出「行李寄送」服务，帮你搞定所有烦恼！

如何寄送行李？

登录厦门航空 APP，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服务大厅 - 旅游服务 - 行李寄送】，使用手机号进行登录。

然后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收寄件地址、行李件数、寄收件时间等相关信息后提交订单。



轻装出行

「轻装出行」行动是厦航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白鹭会员提供亲身践行低碳飞行、助力民航碳减排的公益项目。

如何报名？

登录厦门航空 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或 M 网站，

通过【服务大厅 - 轻装出行】进行报名。

或点击下方按钮，直接报名活动。

参与活动报名成功，即可获得 100 白鹭积分。

行程中，如您的托运行李≤ 10kg，即符合「轻装」标准，

可额外获 10% 乘机白鹭积分奖励，

还可于厦航 APP 点亮「绿色卫士」徽章哦。



防疫 / 消毒用品携带小贴士

您可以随身携带不含酒精的湿巾＆免洗洗手液、口罩、护目镜、普通防护服等，

不会造成安全隐患的个人防护用品登机。

需要注意，因酒精易燃，含有酒精的消毒液不能随身携带上机哦。

消毒剂中酒精浓度≤ 70%，需要放在零售包装内托运，且每瓶不超过 500ML。

消毒剂中酒精浓度＞ 70%，既不能随身携带，也不能托运。

轻装出行徽章

轻装出行 1次 轻装出行 10次 轻装出行 50次



厦航贵宾休息室

候机的时候，想要安静舒适的环境？来体验一下厦航贵宾休息室吧！

如何预定贵宾休息室？

登录厦门航空 APP 或厦门航空微信公众号，通过【服务大厅 - 特色服务 - 贵宾休息室】进行购买。

或进入厦门航空小程序，点击【服务大厅 - 贵宾休息室】，进行办理。



自助开具发票

自助开发票

如您需要报销凭证含购票产生的机票款 / 退改票操作所产生的退改票手续费 /

购买附加服务预付费行李 / 付费选座产生的费用 ,

均可以自助线上开具电子发票。

通过以下方式自助开具电子发票，

快速生成票据。一键开发票，无接触，更高效！

如何开具

可以通过厦航 APP/ 厦航官方微信 / 厦航官网移动版，

进入【服务大厅】，点击【电子发票】即可。

温馨提示

① 机票款、变更手续费需在国内机票使用后的一年有效期内申请；

退票手续费请在退票审核通过后申请。

② 目前厦航微信及厦航 APP 仅支持电子发票开具，

如需纸质发票，可自行打印本电子发票。

③ 机票款的报销凭证，只能选择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和行程单中的一种，不可重复开具。



开启全新篇章  首架空客飞机正式加盟厦航



2023 年 1 月 1 日 10 时许，伴随着阵阵轰鸣声，飞机号为 B-32CU 的崭新空客 A321neo 飞机平稳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这是厦航迎来的首架空客飞机，随着该机型的正式加盟，厦航正式开启空客机队的全新运行篇章。新机型的入列，也将

为厦航未来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运力保障。

当天，厦航在机坪举办了简洁而隆重的接机仪式，空客全球执行副总裁、空客中国首席执行官徐岗，招银租赁总裁张连怀，

厦航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谢兵等领导嘉宾出席仪式，共同在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开启全新篇章  首架空客飞机正式加盟厦航



＞＞＞＞新布局迎接新未来

首架厦航空客客机落地后，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洗去长途跋涉的仆仆风尘，正式加入厦航机队大家庭。

飞机缓缓驶入停机位，除了厦航的标准化涂装，机身“FIRST AIRBUS for XIAMENAIR”（厦航首架空客）标识抓人眼球，

这是厦航为自身首架空客飞机特别设计的涂装，标志着厦航正式开启双品牌机队运营模式。



此番引入全新品牌机型，是厦航基于未来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保障机队发展稳定性，厦航早在 2019

年就与空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于 2022 年 9 月签署了首份 40 架 A320 系列飞机的采购合同，逐步推进机队结构性调整优化。

为保障新机型平稳投入运行，厦航挑选精兵强将，专门组建成立首批空客飞行员、乘务组和机务工程师。首架空客客

机交付后，厦航将开展演示验证和航线验证试飞等工作，争取在 2023 年春季将新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载客运营。届时，旅客

将可以在厦门至北京大兴、上海虹桥、成都天府等精品航线上首先体验到该机型。



＞＞＞＞新客舱打造新体验

 作为厦航引进空客品牌的首个机型，A321neo 飞机是当今最先进最受欢迎的主流机型之一，具备良好的经济性和综合

性能，既能进一步提高厦航的经营效益，更能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空中旅行体验。



厦航 A321neo 客机采用了高端舒适的二级客舱布局，全舱共 208 座，包括 8 个商务舱座位、200 个经济舱座位，全部选

装了国产研发及制造的“嘉泰飞机座椅”。商务舱座椅采用配合人体工学的贴和曲面搭配质感木纹装饰，摇篮式的设计让

旅客在其中也可以从容舒展身体，在旅途中得到充分休息和放松。    

经济舱座椅采用高新材料设计，一体化流线造型整洁大方，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轻薄的材质也为旅客提供更宽敞的实

际乘坐空间，而更舒适的后仰角度，加上全舱配备的 USB 充电接口，将大幅提升旅客长途飞行体验。    

此外，厦航空客客机选装了最新款超大行李架，相比现有其他机型，行李架容量提升 60%，能够轻松存放 8 件随身行李，

为旅客提供更加自在的出行好心情。



作为全球首家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航空公司，厦航特意为全新的空客机队选装了具有高可靠性和出众燃油效

率的 LEAP-1A 发动机，结合飞机鲨鳍小翼和最新的客舱创新，飞机能在降低 20% 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降低

50% 的噪音，为旅客提供低碳、安静的出行体验。此外，借助飞机的 HEPA 过滤器，客舱空气每 2-3 分钟就会完全更新一次，

为旅客持续提供清新安全的清洁空气。

 进入双品牌机队运营的新时代，厦航将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铆定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目标不放松，

以更优异的安全业绩、经营业绩和服务水平创造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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