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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前早鸟价名额等你抢报
20年品质保障 家长放心 孩子舒心

B计划 内容及安排（9天）

A计划 内容及安排（5天）

第一天
营地初相识

第二天
你好少先队

第三天
特战少年

第四天
军事定向越野

第五天
胜利凯旋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1.离开小家，激情出发。
2.新兵入营，设班分连。
3.分配宿舍，向父母报平安。

1.破冰游戏，列队训练。
2.记者面对面，写作采访大讲堂。

1.首次班务会，竞选班干部。
2.培养收纳习惯，学叠方块被。
3.写营员日志，记录离家感悟。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队列训练：停止间转法、跨立与立正、敬礼与礼毕。

1.真人CS枪战：攻防战、突击战、个人战。
2.少先队队课；吃鸡飞行棋。

1.观看红色主题电影。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格斗式练习。
2.拳法训练；100米战术障碍训练。

1.学习野外生存术；学习战场救护技能。
2.人体保龄球。

1.感恩教育：写给父母的一封信。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军事训练；军事定向越野。

庆生篝火晚会节目彩排。

1.闭营仪式暨庆生篝火晚会。
2.幸福时刻，现场连线小寿星父母。

1.吹响号角，全营阅兵。
2.方阵检阅，风采展示。

1.老兵有话说。
2.颁发徽章，结业合影。
3.告别军营，欢乐凯旋。

第一天
营地初相识

第二天
枪王争夺战

第三天
团队的力量

第四天
军事定向越野

第五天
野外求生大挑战

第六天
你好少先队

第七天
野外露营

第八天
野外拉练

第九天
胜利凯旋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上午

下午

1.离开小家，激情出发。
2.新兵入营，设班分连。
3.分配宿舍，向父母报平安。

1.破冰游戏，列队训练。
2.大记者牵手小记者，开展写作采访大讲堂。

1.首次班务会，竞选班干部。
2.培养收纳习惯，学叠方块被。
3.写营员日志，记录离家感悟。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队列训练：停止间转法、跨立与立正、敬礼与礼毕。

1.真人CS枪战：丛林战、夺旗战、攻坚战、间谍战。
2.后勤保障小能手：农耕、采摘、除草。

1.观看红色主题电影。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格斗式练习。
2.拳法训练：直拳、勾拳、摆拳。

1.拓展训练：雷阵，盲阵。
2.水枪大战，清凉一夏。

1.体能游戏：挑战150秒。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三防安全教育；军事定向越野。
3.包饺子大赛。

1.参观中国竹制品、中国石文化博物馆。
2.庆生篝火晚会节目彩排。

庆生篝火晚会。

1.活力早操，擒拿招式练习。
2.阅兵演练，拳法组合训练。

1.学习战场救护技能。
2.掌握野外求生技能。

1.经典拓展游戏：驿站传书。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擒拿格斗训练；体验山间野炊。

1.洗衣服大赛；内务大比拼。
2.少先队队课。

1.观看红色主题电影。
2.写营员日志。

1.活力早操，擒拿格斗练习。
2.学习三角巾止血及包扎。

1.人体保龄球；100米障碍训练。
2.感恩教育：写给父母的一封信。

星空帐篷、野外露营。

1.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
2.丛林徒步大练兵。
3.户外安全绳系法，战略攻势陷阱伪装。

庆生篝火晚会节目彩排。

1.闭营仪式暨庆生篝火晚会
2.幸福时刻，现场连线小寿星父母。

1.吹响号角，全营阅兵。
2.方阵检阅，风采展示。

1.老兵有话说。
2.颁发徽章，结业合影。
3.告别军营，欢乐凯旋。

2022洛报集团“特战荣耀”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来了
特战少年
荣耀登场

短暂的营期生活，
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由共青团
洛阳市委、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洛阳市
少工委、洛阳市小记者协会主办，洛报
集团小记者俱乐部承办，从2002年开
始，已经连续成功举办20年。

20年来，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
秉持一贯高水准、高要求，将军营里勇
敢、无畏、坚毅、不服输的闪光品质带
到夏令营。在营地里，荣誉高于一切、
团结高于一切，让你的孩子将脱离电
子产品，融入自然，融入小朋友中，收
获友谊、收获成长。

今年，我们仍贴心推出A计划（5
天营）、B计划（9天营）供家长选择。短
暂的营期生活，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我们是合格小军人
也是优秀的少先队员

今年，我们还将邀请团市委大
队辅导员进驻夏令营讲少先队队
课，怎样才能进入少先队？怎样才
能成为优秀的少先队员？队课上都
有详细的讲解。

今年，我们邀请了《洛阳晚报》
编辑部的编辑、记者入驻夏令营，由
这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常年从事文
字工作的人，手把手教营员记营员
日记、学习怎么写好一封给爸爸妈
妈的信。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在暑期
经历一段充实又难忘的夏令营生活！

培养钢铁般的意志、强健孩
子们的体魄，养成独立的生活习
惯……2022 年洛报集团“特战荣
耀”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简称小
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如约而至！

从即日起，2022年小记者军事
文化夏令营开始接受报名，至6月1
日前执行早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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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新内容
让每年夏令营都有新体验

20年来，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
也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成长、变化，不
断带来新的体验。

往年非常受孩子欢迎的经典项
目，如真人CS枪战、星空露营、户外野
炊等都有保留，今年还增加了许多新
的项目，更注重孩子习惯养成和实战
训练。

今年，我们以一个合格小军人的
要求来设置军事训练：增设了每日轻
装越野两公里，让孩子开启元气满满
的一天，习惯早起也锻炼了身体；增设
了100米战术障碍训练，让孩子多一
些在泥地、草地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增
设了军事定向越野项目，学习在野外
辨别方向、打绳结、战场急救，化身小
小特种兵，通过实战学习生存本领；增
设了内务和收纳小竞赛，“好的习惯
可以使一个人自律，让一个人更专注
细节”。

招收对象：

6岁至16岁

活动地点：

国家4A级景区神灵寨森林
公园

开营时间：

7月初（具体开营时间以放
假时间为准）

收费标准：

A计划·特战先锋（5天营）
●正常价：小记者 1480 元/

人，非小记者1780元/人
●早鸟价：小记者 1280 元/

人，非小记者1480元/人
B计划·丛林猎人（9天营）
●正常价：小记者 2080 元/

人，非小记者2380元/人
●早鸟价：小记者

1880元/人，非小记者
2080元/人

报名通道

1.预约办理：可致电66778866预约上门办理，也
可联系各分会小记者老师报名。

2.线上报名：可关注洛阳记协小记者微信公众
号（LYJXXJZ），点击小记者夏令营，进入小记者夏
令营报名入口，填写完整资料后，可线上缴费报名。

3.群内报名：有意向报名家长可进入早鸟抢订
群咨询详情，或联系小记者俱乐部老师进行报名。

医护人员子女、教师子女均可全程享受小记者
早鸟价，详情致电：63232410

伏老师：17303798878（微信同号）
孟老师：18303861452（微信同号）
蒋老师：15538558550（微信同号）
早鸟价截止时间：6月1日

早
鸟
抢
订
群

线
上
报
名

扫
码
关
注

2022小记者军事文化夏令营行程安排表

绘制 吴芳

我们不一样：
1.每营教官营员配比为1∶6。
2.大记者牵手小记者，开展采访写作大课堂。
3.学校优秀辅导员深入夏令营讲少先队队课。
4.所有营员每人两套夏令营专属服装。
5.为每名营员颁发专属结业证书、专属徽章。
6.每营配备专业随队医生、心理咨询师。
7.每营专属微信群，定时发送孩子照片与视频，

全程了解孩子情况。
8.为每名营员配发专属营员手册、个人物品收

纳规范表。
9.每日活力早操，轻装越野两公里，让营员拥有

健康好身体。

英姿飒爽的女兵英姿飒爽的女兵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一起出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