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方案真实模拟一名新兵从入伍到成长为一名军官的全部学习、训练、生活历程，
是一部现实版的《士兵突击》，一路走来，正如军歌所唱：

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
说苦也不苦说乐也真乐
严肃又活泼
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我
高山大海也在陪伴我
绿色军营处处都是歌
军歌声声荡漾在锦绣山河
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我
高山大海也在陪伴我
绿色军营处处都是歌......
就让我们踏歌而行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军营出发
去探索那一抹梦中的绿......



活动特色
增强孩子时间观念、独立自理能力、提升自信、养成好习惯



· 向解放军学团结  向解放军学纪律  向解放军学胆识 ·

》 

三 

学

学习解放军可以献出生命的文化

学习解放军令人忠诚敬业的制度

学习解放军平民变英雄的训练

学习解放军竞争取胜的战略战术



》 

四 

性

· 军事性、趣味性、知识性、操作性 ·

学习军事技能

组织趣味活动

开展素质教育

提升动手能力



》 

五 

培 

养

· 三种意识  三种精神  三种作风  三种能力  三种形象 ·

培养国家、国防、尚武意识

培养坚强、独立、吃苦精神

培养严谨、细致、果敢作风

培养动手、分享、学习能力

培养自信、阳光、乐观形象



课程体系



01 军事形体

通过队列训练，培养良好的身姿，纠正和克服诸如挺腹、含

胸、歪头、斜肩等毛病，培养严整的仪容，穿戴整洁的良好

习惯，建立良好的时间观念、 组织纪律观念、集体观念和

讲求规范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促进校风校纪建设。

· 军事研学营—军事形体



02 军事装备

将兵器知识理论讲解与实地军事装备参观相结合，让学员了

解兵器装备的发展及基本常识，感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

新成就，新飞跃，新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

支持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原动力。

· 军事研学营—军事装备



03 军事技能

传授军体拳术，教会射击知识和动作要领，组织精度射击体

验，将传统的真人CS对抗融入战术背景，充分运用战术原则，

构建实战环境，使学员在战斗中体悟战术思想，增强国防观

念，培养尚武精神。

· 军事研学营—军事技能



04 野外生存

教会孩子在陌生野外环境利用指北针等辨别方位、识别地图、

搭设帐篷、狩猎寻食，提高野外生产能力；

通过折叠军被、整理内务、清洗衣物、洗菜作饭、维护环境

卫生等活动，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 军事研学营—野外生存



05 农耕体验

通过集体参与耕种、喂养、采摘等体验式教育活动，让学生学会更多的生活技能，品尝劳动成果，体验劳动

的艰辛与快乐。

· 军事研学营—农耕体验



06 户外品格

通常利用崇山峻岭、翰海大川等自然环境，通过精心设计的

活动达到“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炼团队”的

培训目的。

· 军事研学营—户外品格



07 感恩励志

通过感恩手语操、队列操展示，感恩视频观影，感恩歌曲诵

唱，感恩心得交流，感恩亲子互动等形式，启发学员感恩父

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生活，感恩一切该感恩的人。

· 军事研学营—感恩励志



08 团队拓展

以团队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完成精心设计的团队拓展项目，

培养团队精神，提升团队意识，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 军事研学营—团队拓展



09 国防教育

通过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参观国防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景点，

全面落实国防教育法，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

防观念，助力国防建设和巩固强大国防。

· 军事研学营—国防教育



10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

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

· 军事研学营—民俗文化



11 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

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中国的红色

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

作用。

· 军事研学营—红色文化



12 历史文化

唐朝名相魏征向李世民进谏时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中

“以史为镜”是指学习历史对社会现实的借鉴意义。有些人

认为历史枯燥乏味，认为学习历史没有用。确实，历史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同，历史知识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之

中。但是，历史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历史知识本身，而在于

隐藏在历史知识背后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

培养人们判断是非、分辨善恶的能力。而当人们的观念和思

维方式发生改变时，他的行为方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就

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真正意义。  

· 军事研学营—历史文化



第二阶段
 列兵授衔——军营拓展篇 

（10天班课程）



01 第一天

① 军事形体训练——初级篇

单个军人徒手队列动作训练 军体拳

③时间观念训练——紧急集合

严格落实军队一日生活制度

② 军事技能训练——初级篇



02 第二天

④ 生活技能训练——初级篇

内务规整

⑤ 礼节礼貌训练——初级篇

军人礼仪，三声三响

⑥ 团队拓展训练

十人九足、快乐大脚、通关魔王



03 第三天

⑦ 真人CS——初级篇

遭遇战

⑧ 射击体验——初级篇

军枪械知识介绍、瞄准镜使用

⑨ 参观国防教育基地

近距离参观飞机、坦克、大炮、猎潜艇



04 第四天

⑩ 战术基础动作——初级篇

持枪、肩枪、端枪

⑪ 感恩教育——初级篇

感恩视频观影，心得体会交流

⑫ 劳动体验——初级篇

开心农耕,种植采摘蔬菜瓜果
体验劳动快乐



05 第五天

⑬ 手工制作

搪胶彩绘体验

⑭ 战地狂欢

组织战地文艺演出、送别战友

⑮ 结营

向营旗告别、签名、合影
授予结业证书



06 第六天

⑯ 感恩教育——中级篇

感恩教育

⑰ 紧急救护

担架制作、急救包扎、心脏复
苏

⑱野外生存知识——初级篇

简易帐篷搭建，钻木取火，
战地野炊，熟食制作、包饺子



07 第七天

⑲ 真人CS——中级篇

城堡攻防战

⑳军事技能训练

擒敌拳，20天班需汇演

㉑ 军事形体训练

单个军人徒手队列训练，汇演巩固



08 第八天

㉒ 战术基础动作——中级篇

持枪卧倒、起立

㉓射击体验——中级篇

精度射击



09 第九天

㉔礼节礼貌训练——中级篇

军人礼仪，三声三响汇演巩固

㉕劳动体验——中级篇

体验石磨豆浆、制作面条



10 第十天

㉖战地狂欢

组织战地文艺演出、送别战友

㉗结营

组织成果汇演、向营旗告别、签
名、合影、授予勇士荣誉勋章，

结业证书。



军事拓展营10天班——2680元

第一期：7月01日——7月10日

第二期：7月06日——7月15日

第三期：7月11日——7月20日

第四期：7月16日——7月25日

第五期：7月21日——7月30日

第六期：7月26日——8月04日

第七期：7月31日——8月08日

第八期：8月05日——8月14日

第九期：8月10日——8月19日



作息时间

· 使用群体：学员需为6—17岁身体健康的小、初、高中

学生，（如有心脏病、癫痫、梦游及易突发性疾病者不予

报名。开营后不予退款。）

· 班级编制：每期满48人开营，每营编制4个班（12人）



后勤保障

1、住宿情况：住宿为部队宿舍，  6-8人/间。营区提供床上用品（褥子、被子、被罩、床单、脸盆）；

2、伙食情况：早餐鸡蛋、馒头、小咸菜、稀粥等；正餐早、晚各五菜(三荤两素)一汤；

3、饮水情况：营区每天有热水供应，配备饮水机及桶装矿泉水;

4、洗澡情况：营员由教官及生活老师统一安排洗澡。



入营须知（一）

一、生活指南：
【学员自备物品】

1.个人洗漱用品（洗漱杯、牙膏、牙刷、毛巾、沐浴液、洗发水等）；

2.运动鞋、拖鞋、换洗衣物、泳衣、泳裤（内衣、袜子等）；

3.内腰带（穿迷彩服需要）；

4.小水壶或水杯、小背包；

5.笔记本、圆珠笔；

6.个人药品等。

二、卫生制度：
特训基地配备常用应急药品，若有非训练引起的其它病情就医，费用家长自理。



入营须知（二）

一、学员守则
1、听从教官指挥，到达基地后人员将按部队建制进行班排分组，推选班长、副班长；

2、遵守作息时间，不迟到、不早退；

3、爱护基地的公共财产，保持环境卫生；

4、严格遵守训练营的各项规章制度，禁止携带危险物品入营。

二、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训练营是封闭式训练，训练期间家长或亲朋好友尽量不要来营地看望，以防影响正常组织和训练实施；

2、学员应轻装入营，除必备生活物品，尽量避免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如手机、相机、平板电脑等）；如果携带，

请提前登记，我们将安排辅导员代为保管，如自行保管，若有遗失，责任自负；

3、活动期间，如有任何问题，请与训练营联系：吴副主任电话:18523055785。



支付报名



1、手机扫描上方微信二维码并输入金额进行支付；

2、请在添加留言处备注：孩子姓名和家长联系电话；

3、付款成功后，请保存付款截图；

4、添加微信号（18523055785）为微信好友，发送付款截图，以便确认；

01 快捷支付



开户行 账号 收款人

中国银行 6217853200009348929 陈维香

备注：汇款时请在备注栏标注学员姓名、家长联系方式，汇款完成后，请与 18523055785（吴老师）联系，或添加微信号
（18523055785）为微信好友，进行打款确认

联系电话：18523055785   023-67967888

现场报名：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二十八号中瑞朗俊中心三栋5楼

02 银行支付



精彩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