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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回首时已是

3年后。经过3年的时间冲

刷，自己已

经从一个初

出茅庐、不

谙世事的毕

业生转变成一个能熟练掌握

各项操作技能的部门骨干员

工，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同事

们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起初对方特的认知就是

一个配备游乐设施的乐园，

其中对票房工作的了解更仅

仅局限于不过是收收钱卖卖

票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经

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才慢

慢发现方特不仅仅是个配备

游乐设施的乐园，更像是个

梦幻般的欢乐王国，对于游

客而言，这里不仅可以欣赏

到独具特色的建筑、体验到

惊喜刺激的游乐项目，更能

在玩乐中释放自己的情绪；

而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给游

客带去优质

服务的同

时，自己也

能从游客身

上获得感

动，而且在

方特工作，

还有很多学

习的机会，

收益颇丰。

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

陌生的环境，对自己最大的挑

战莫过于认

识各个性格

迥异的新同

事。记得刚

进入票房时，因自己慢热的性

格给自己在学习部门知识的过

程中带来很大的阻力。可是经

过同事们的帮助，自己掌握各

项业务技能的速度愈加快速，

同时也感受到了同事之间的友

善，慢慢的便融入到了这个大

家庭当中，正因为如此，现在

不论是老员工还是新进的员

工，我都能很好的以自己的方

式跟她们相处。

这3年，特别感谢方特提

供的平台，不管是到兄弟公园

的学习，还是每年公司组织的

集训，甚至只是参与部门内部

培训工作，都让我感受到了自

己的不断成长。3年方特路，我

们在一起，还将一直在一起！

深蓝的天空，一朵朵拂肩

而过的云朵，好不惬意，仿佛

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耳边

是让人无比轻松的英文歌，不

远处传来一阵阵尖叫声，那一

声声宣泄的呐喊声，仿佛要

将内心所有的负能量随着大

摆锤、海盗船的失重感摇

散，统统都甩掉。排队区等

待的家人朋友们全都咧着嘴

笑，旁边的小朋友跟着雀跃

地跳跃着，好不欢乐，感觉

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阳光的

味道。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入

职那年，带着对方特的好

奇，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

憬，跨入了方特的第一步，

没想到，这一跨，竟在方特度

过了1280天。

记得第一次演绎现场项目

的安全提示时，内心的紧张感

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手中的

麦克风似千斤重，手无法控制

地微颤。“放轻松点，不要太

紧张……”看到我那么紧张，

同事们轻声安慰我，并告诉我

她们第一次在那么多游客面前

做提示，比我还紧张。许是同

事们安慰的作用，我的紧张感

减少了许多。虽然，第一次播

麦效果并不是很好，很多发音

点和重低音都没有拿捏好，可

是也算顺利地完成第一次的演

绎，我感到非常开心。在后来

的工作中，同事们除了交流探

讨，还会在旁边引导我，每次

都能使我因紧张而绷紧的心弦

松弛，让我倍感温馨。至今，

这种温暖的感觉还一直蔓延在

内心深处。

回想在方特的日子里，往

事仿若昨日。在这里，有欢

笑，有悲伤，有喜怒，有离

合，但更多的是让我成长。感

谢你，带给我如此多彩的生

活，掺杂了人生百味，诠释了

内心最实在的情感。

在方特的日子，最开心的

就是精彩纷呈的活动。4D眼镜

比赛竞技，让我明白：人的潜

力在关键时刻会被对手彻底激

发，进而达到自己想要的预

期；公司组织的拓展比赛：其

间诱人的奖项，个人魅力展

现，团队为达共同目标的众志

成城精神；《消防安全知识竞

赛》让原本对消防知识一知半

解的我在进一步了解的同时，

也明白了“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当

然，还有每年生日会，篮球比

赛，歌唱比赛等等……

也许，对大部分的人而

言，你，仅仅是一个公司形

象，但对于有梦、追梦的伙伴

们而言，你，是一个展现自我

的舞台；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家

人们尽情演绎着各自不同的人

生。没有彩排，却爆发力强。

在方特的生活如此多娇，绘画

着一幅幅触人心弦，令人难以

忘怀的画面。

绚丽的七彩灯光，折射出

浪漫又温馨的夜晚。耳边依旧

是让人熟悉的英文歌，站在最

浪漫的豪华双层转马入口，一

股清风吹来，我的心头，不禁

一暖。

感谢在此成长，与伙伴们

风雨同舟。

（一）
有時候在想，不知道是我们赶不上快节奏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总是觉得沒有时

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也总是觉得时间太多反而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是不是我们都一样，在这么矛盾

的状态中游走。就这样，我在方特不知不觉度过了3年。
每天上班前，我都会站在镜子前告诉自己，要一直这样笑下去，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差。
这一路，痛苦与快乐参半，不过我一直秉承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的做法，努力生活！感谢这三年来经历

的人与事，教会了我感受温暖感受爱，也教会了我凡事不必强求，是你的总不会跑掉。
 

（二）
2013年初入公司从基层员工做起，我走过的项目或区域几乎囊括整个园区。记得刚到飞越极限的时候，

看着其他同事绑安全带的速度飞快，我也暗自努力，在空闲时间内，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最终总结了快速绑安

全带的规律，以至于很多人惊异于我的速度。在魔法城堡任职组长前，我对轨道类项目的接待没有明确概念，

我暗中用了一周时间观察和梳理其他同事的接待方式，改造创新了套新的接待操作流程，大家看后纷纷效仿，

一时间接待速度显著提高。
  

一步一个脚印，2014年，我荣升副主管。再到后来，到室外轮岗学习，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的如鱼得水，

我竟发现原来这么近距离倾听游客的尖叫声和呐喊声是一种享受！ 
我意识到应该改变下固定互动模式，第一步我把室外的所有的音乐都换成电子纯音乐，第二步我亲自去喊麦，

做示范给每一个员工和游客看，让他们也体验喊麦的乐趣，游客的尖叫声越大就证明我们的互动更有意义。方特成

就欢乐梦想，游客的欢乐成就我们的梦想！
           
 

（三）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

扎......”
在方特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是渴望突破自我，却又过着每天只能穿梭于公园和

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渐渐地，我变得有些安于现状。
某一天，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必须要改变，重新振作起来。在领导的

推荐下，我报名了公司内训师的培训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炼，我终成为首批一星级内训师。对于曾经内向、口才不

佳的我而言是一次很大的肯定，对于领导的知遇之恩，我铭记于心。
2016年11月，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代表厦门方特内训师前往株洲公园进行形象

大使和集团内训师的培训及选拔的出差，，出差第一天我发现各地公园真是人才济济

大家的口才都是一顶一的好；不过我不气馁，努力地备课，努力地练习试讲，我代表

厦门方特而来，我要为自己正名。终于到了最后一天验收我们讲课效果的时间，我全

力以赴，不给自己留遗憾，虽然内心还是害怕自己表现不佳。
直到第二天颁奖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提着的。对于能否卫冕集团内训师十佳，我心里是打鼓的。当老师念到：

“陈德彪”时，我一时间不敢置信，指着自己，反复向老师确认：“真的是我？”直到老师微笑确认，我激动到含

着眼泪上台领奖。
老师表示，我不是讲的最好的，但是我自带风格，我应该继续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专长，

努力学习和专研，争取在内训路上走出自己的一条康庄大道。
   

（四）
因为年轻，我们容易犯错；因为犯错，我们总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失败，因为不断地失

败，我们悄悄学会总结；而学会总
结经验，证明我们在渐渐长大。长大并非易事。一路我们跌跌撞撞，一路我们边学习边成

长。
施延波施总曾对我说：“你就像是方特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也有人曾经告

诉我：“不要计较得失，你一手
培养起来的员工，不懂你，没事，自己奋发向上总会有前进的那一天的。”

我相信，怀才好比怀孕，久了才会被发现。
方特3年，有笑，有哭，有喜，有悲，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感谢在方特所经历的一切，希望能继续携手与走过下一个3年，5年，乃至10年！
     

这⼀路⽣⽽为爱

      厦门方特公司

财务中心  票务部  黄燕华

      方特梦幻王国  

游客中心 游客部  陈德彪

广场的音乐“鸟儿在头

顶把森林叫醒 　春天空气让

我很舒服 　天上太阳已红扑

扑”熊出没主题曲——我还

有点小糊涂，叫我爱上方

特，这座处处充满欢乐的乐

园。我们朝九晚五，上班下

班，乐园从通透到带着红晕

的暮色，再到城堡五彩的霓

虹灯亮起，欢愉的音乐像是

从夜幕下的音乐喷泉中渗

出，轻悠悠地飘到了还在努

力工作的我们

耳中。城堡外

的新郎新娘还

在拍摄甜蜜婚

纱照，三五成

群的小孩踩着

如风的轮滑鞋

追逐嬉笑着，

让这份美景更添欢乐温馨。

你说方特的美，岂能辜

负！

 

”而我很庆幸，三年方

特，每一次的妆容建设都能

及时发现方特不一样的欢

乐，不一样的美。这里趟过

的每一块砖，每一处景，每

一场活动都是那么的性感有

味道，让我对方特的爱更是

欲罢不能！

可能很多人对方特的认

识，是从路过的景中寻找

美，从刺激中寻找欢乐。景

区的紫藤长廊、大气奢华的

真人剧场••••••静谧的美

景，动感的舞美；室外项目

更是让你歇斯底里从内心深

处发声尖叫，放肆狂欢。我眼

中的方特，是小而美的指示

牌，是清新亮丽的橱窗画，是

新奇有趣的拍照点，更是气势

磅礴的主题门头；而这些正是

我们设计部的工作成果，也是

属于我在方特的欢乐时光！”

方特营销高级设计师——

雪玲姐在我不成系统地采访中

如是说！

方特的三年，在他们的印

象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三年前的方

特是一座铁皮房

办公楼，是一座

没有活动的乐

园，园区内外没

有工作交流，大

家互不相识。而

今的方特，以

“惊”、“奇”、“欢”、

“乐”为核心推出四大主题活

动，与园区五大中心紧密配

合，创新了营销模式，每个人

都是欢乐的传递者，也是欢乐

的创造者。

厦门方特即将迎来三园时

代，在方特的三年，雪玲说：

“只有两个时候最感恩方特，

那就是“现在”和“将来”！

此刻的我已经是 “优秀员

工”，将来的我，更是方特不

可或缺的设计师，工作使我成

长，方特的平台给了我恣意发

挥才能的舞

台，感恩方

特！” 

  厦门方特营销中心

   营销部  蔡慧玲

感谢，陪伴的岁月

     方
特

梦
幻

王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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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部
  高

春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