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自强军事冬令营主要围绕着“迷彩少年迎风雪，不惧严寒练本领”这一主题进行活

动安排。背上行囊，就是把梦想、新奇、辛苦、欢欣通通放进里面。或许脚下是崎岖的野径，

甚至要冒严寒住帐篷，但你却欢快地钻睡袋，与小伙伴们嬉戏。我们的孩子，本就很强大。

军事特训：借助军营环境、军中装备等强化孩子的消防观念；通过军事化管理、基础性消防

知识培训、全天候军营生活，规范孩子的行为、增强孩子生活的独立能力，培养孩子自律、

自控、自尊、自立。



特色拓展：其中包括团队建设训练、团队合作训练、才艺展示、趣味游戏、生存意识训练、

积极进取训练和潜力发现训练等。所有课程全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进行，使课程形

象生动便于孩子们理解接受！

户外知识：基本户外知识的学习，日常户外生活管理，越野定向户外比赛、扎帐篷、野炊、

徒步、户外的学习与实践等。鼓励孩子走进大自然，进行标本采集，野外观鸟、物种观察等。



手工制作：手工，往大里说，是一门艺术，手工，往小里说，是一种生活。手工它不仅可以

为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变得更美丽，也可以陶冶情操。同时手工是一个动手动脑的过程，

注意劳逸结合的情况下，是一种不错的健康休闲生活方式。

感恩之心：感恩父母、老师，感恩身边的一切……让孩子变得懂事、学会体谅、关心人，重

新认识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理解父母的辛勤与不易，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技能考核：由退役军官对孩子在冬令营所学技能进行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勋

章，强化孩子对各种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活动地点：大邑某军事训练基地

开营时间

第一期：1 月 27 日——1 月 31 日 第二期：1 月 31 日——2 月 04 日

第三期：2 月 04 日——2 月 08 日 第四期：2 月 08 日——2 月 12 日

收费标准： 1980 元/人

（注：含总部至基地往返豪华大巴接送、食宿、保险、迷彩服、迷彩背包、迷彩保温杯、充

电头灯、魔术头巾、保暖手套、指南针、求生哨等部分生活必需品）



适用群体：学员需为 7—17 岁身体健康的小、初、高中学生。 (如有心脏病、癫痫、梦

游及不能参与强烈运动者不予报名，请如实告知。开营后不予退款。)

出发安排：集合时间：开营当天的早上 8：00；出发时间：8：30

活动要求：为了让小朋友更出色的完成任务，冬令营期间请家长做到：1、不电话联系；

2、不到营地探望；3、充分相信自己的小朋友能够完成所有任务。



“5 天 体 验 营” 课 程 表

Five days experience camp training schedule

时 间 特训内容 训练目的或效果

第

1
天

菜

鸟

报

道

篇

8:00—9:40 菜鸟集合点报道、前往训练营
总部集合、清点人数、强调乘车安

全和纪律

9:40-12:00

到达基地
登记贵重物品、分发物资；人员编

班，竞选班长，分配寝室

开营、誓师宣誓
统一着装列队，奏国歌、授营旗；

入营宣誓、表决心

12:00-14:00 午餐、午休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14:00-16:00

基础训练（选取代号；军姿、

整齐报数、稍息立正跨立；停

止间转法）

锻炼学员的精神面貌、动作整齐划

一、纪律约束；

16:00-17:30
内务规范（学叠军被、物品摆

放等）

提高动手能力、规范统一；形成良

好行为的养成

17:30-18:30 晚餐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18:30-21:00 军歌嘹亮、入营分享、激情演 教唱军旅歌曲，使孩子感受军旅文



讲（自我介绍） 化；分享入营感受；自我介绍，锻

炼自信

21:00-21:30 晚点名 清点营员人数、总结当天工作；

21:30-22:00 洗漱、整理个人卫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2:00 熄灯就寝 严格按照部队作息时间规范

第

2
天

菜

鸟

基

础

篇

7:00 起床 早睡早起身体棒

7:00-7:30 早操、呼号练习 增强体质，激发活力

7:30-8:00 洗漱、整理内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的自

我管理能力及动手能力

8:00-8:30 早餐 补充营养，增强体力

8:40-9:00 打扫集体卫生 爱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

9:00-12:00

授衔仪式：授予新兵军衔 珍惜荣誉、争取更大光荣

基础训练：枪械基本理论和操

作、战术队形训练
了解军械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12:00-14:00 午餐、午休 军队要求就餐（禁声与节俭）

14:00-17:30

拓展游戏：履带战车

、水果连连看

增强战友之间相互协作理解，出了

问题先找解决的方法；

安全课程：消防灭火学习与操

作、校园防暴恐演练
掌握基本安全知识。

17:30-18:00 晚餐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18:00-21:30

户外装备应用及野外常识 认识户外装备和野外注意事项

营地日记
总结当天的收获，为下一步制定目

标；

21:40-22:00 晚点名，洗漱 清点营员人数、总结当天工作

22:00 熄灯就寝 严格按照部队作息时间规范

第

3
天

野

外

生

存

篇

一

7:00 起床 早睡早起身体棒

7:00-7:30
早操军体拳（1—4 动）、呼号

练习
增强体质，提高“精、气、神”

7:30-8:00 整理内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的自

我管理能力及动手能力

8:00-8:30 早餐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8:30-18:30

打扫卫生，整理装备 准备野外活动所需物品

徒步穿越-穿越丛林 挑战极限，鼓励孩子勇往直前

野外急救：创伤救护学习、制

作简易担架
学习基础野外自救互救知识

能量补充 暂时休息，补充体能

侦察技能（一）：飞檐走壁（野

外攀岩）

锻炼野外求生能力，挑战自我，面

对困难勇往直前

安营扎寨 学习帐篷的操作及露营注意事项

战地野炊
提高动手能力、学会分工合作；补

充能量



18:30-19:30
野外生存学习（信号灯的使

用、晚间方向辨别、钻木取火）
增强野外生存能力

20:00 晚点名，讲解野外安全制度

清点营员人数，强调露营安全机

制；遇到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轮

岗轮班落实到人

20:30 熄灯就寝 养足精神，为第二天活动做好准备

第

4
天

野

外

生

存

篇

二

7:30 起床 早睡早起身体棒

8:00-9:00 早餐、打扫卫生 保护环境卫生

9:00-11:30
侦察技能（二）：天降神兵（自

然岩壁速降）

锻炼野外求生能力，挑战自我，面

对困难勇往直前

11:30-12:30 午餐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12:30-13:30 整理装备 收拾物资、检查装备

13:30-18:00 徒步返回营区

在徒步行走的过程中配合感恩教

育，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在苦累

中更加理解父母，领悟感恩与责任

17:30-19:00 晚餐 饭前一首歌（餐前训、禁声与节俭）

19:00-21:00 感恩教育 爱要大声的说出来

21:00-22:00 洗漱、整理个人卫生 清洗脏衣脏袜，洗去一身疲劳

22:00 熄灯就寝 严格按照部队作息时间规范



特别提醒：1、总教官可根据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自行调整课程 2、五天体验营为所有基

础训练内容；七天尖刀营包含基础内容和强化内容；十天特训营包含基础内容、强化内容和

特训内容。

第

5
天

光

荣

退

伍

篇

7:00 起床 早睡早起身体棒

7:00-7:30
早操--军体拳（5—8 动）、呼

号练习
增强体质，提高“精、气、神”

7:30-8:00 整理内务
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动手

能力

8:00-8:30 早餐 补充营养，增强体力

8:30-11:30

热身活动
考核前缓解紧张的心情，让水平得

到更好的发挥。

退营考核：队列、战术、消防、

防暴恐考核
检验是否熟练掌握所学技能

11:30-12:30 午餐 快乐举杯，来年再聚

12:30-14:00 午睡 养足精神

14:00-16:00

闭营仪式：宣布退伍命令；颁

发荣誉证书，卸下军衔、戴大

红花、合影

退伍不褪色，把冬令营所学到的运

用到学习、生活中去

16:00 背上行囊，离开军营 孩子，希望你有个灿烂的前程



凡参加“迷彩少年迎风雪，不惧严寒练本领”---我是特种兵军事冬令营体验活动的成

员，由活动组织机构为每位营员办理高达 10 万的个人意外保险。

每 6 至 12 名营员为一个活动小队，配指导员一名、教练一名、伴随营员、并负责营

员的学习、训练、安全等。

医疗保障：军营设有医务室，配备常用药品，营员不适或伤病情况轻微由基地医务室免

费治疗，情况严重的在营地医务室进行应急处理后，送入营地合作医院。



1、伙食情况：正餐五菜(三荤两素)一汤；在课间休息时还提供各种茶点、牛奶、水果，以

保证孩子们的营养供应。

2、饮水情况：营区有热水供应，配备饮水机。

3、豪华大巴至基地往返接送。

★营员个人物资携带

1.个人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漱口杯；换洗衣物；运动鞋；袜子；拖鞋；保暖服；

2.笔记本、笔等学习用具；

3.学员不带手机、照相机、DV、首饰等贵重物品，否则，遗失自己负责；

4.严禁携带游戏机、笔记本电脑，刀具或者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报名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30 号高速大厦 B 座 21A

报名热线：028-66550479 86700412

手 机：罗老师：18123326439 曾老师：18181965015 周老师：17711056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