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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夏令营活动总结报告 

 

关键词：信用和公益理念分享、公益实践、建立核心志愿者团队 

 

【活动背景及概要】 

    信用夏令营是为参与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参首期信用素养课程推广活动的优秀大学

生讲师、助教和项目经理量身定制的信用理念深度学习及参与公益实践的培训活动。来自全国 40所高

校的信用素养课程参与者通过信用相关的创意展示方案申请参与信用夏令营活动，项目组通过对申请

者所在团队执行能力、个人参与度、个人综合能力和申请作品四个维度进行评选，选拔出了 15 位的大

学生参与信用夏令营活动。 

此次信用夏令营活动历时 4.5天，活动时间约 70个小时。通过分享专项基金理念、宣讲专业信用

知识、介绍公益理念、学习课程引导技术以及体验式信用团建活动，让参与学生不仅对信用知识及公

益理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对我们推广信用理念的意义，有了深度认同感。经过参与学生向身边

同学分享活动参与感受，初步吸引了新的 9 位优秀大学生，自愿成为芝麻信用专项基金志愿者。综合

参与信用夏令营学员意愿及自愿报名者，已经建立首批约 20人的专项基金核心志愿者团队。 

此外，项目组将按计划对活动中的三个分享环节：“信用知识”、“教育公益理念”、“信用课程引导

技巧”剪辑成“学习视频”，作为后期参与信用理念推广的同学在开展活动前学习和了解专项基金背景

的材料。 

在夏令营活动中，我们还将参与学生分成了 3个工作小组，进行了工作演练及后期工作方向规划： 

1、讲师培训组：在夏令营期间，共创了并实践 2次信用亲子体验课程，之后将负责线下培训和支

持新的学生讲师上好信用课程。 

2、督导组：在夏令营期间，制作了《信用体验课程的评估表》对信用亲子体验课程进行记录和考

核，今后将支持各地区信用课程及活动的线下督导工作，确保执行质量。 

3、传播组：夏令营期间，规划了约 5篇夏令营回顾传播推文方向，接下来将陆续发布。今后将支

持芝麻信用专项基金微信公众号运营及相关传播事项。 

首次信用夏令营活动在芝麻同学、真爱梦想伙伴及引导培训师的共同支持下顺利完成。 

 

【活动目的】 

1、 吸引并鼓励大学生在项目首期认真开展信用课程推广活动； 

2、 组织大学生共创信用活动，成为更深度的信用理念传播者； 

3、 发展核心信用志愿者团队，支持项目开展，协助传播活动； 

4、 宣传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和实践推广信用理念。 

 

【活动目标】 

1、 培养与联结核心学生志愿者团队，深度参与专项基金二期工作； 

2、 引导学生志愿者团队共创适合亲子信用体验课程方案，并支持实践活动方案； 

3、 录制并剪辑信用理念、公益理念及课程理念及引导技术三个方面的视频，用于二期学生讲师培训； 

4、 由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策划夏令营活动的回顾宣传文稿，并支持项目二期的传播工作。 

 

【活动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年 8月 10日至 15 日； 

地点：甘肃，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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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工作团队】 

姓名 分工 主要工作 

项先冬 项目负责人 负责活动的总体场控、指挥及活动主持等 

伍艺芸 项目组成员 负责活动的物资准备、人员协调、日程安排等 

闰心、卢远东、

郭曦 
芝麻信用理念、知识分享代表 

参与夏令营方案完善；分享芝麻信用理念和专

业信用知识 

宿彦慧 真爱梦想公益理念分享代表 
分享真爱梦想背景、教育公益理念；协助优化

夏令营流程，引导传播组学生设计传播文稿 

陆静雯 真爱梦想课程引导技术分享代表 

分享信用课程研发理念，授课技巧、引导技术；

协助优化夏令营流程；引导讲师培训组学生共

创信用亲自体验活动方案 

王欣、杨俊亮 引导培训师 
负责具体夏令营方案设计，整体组织、安排和

引导培训 

何剑宇、王广善 摄像 负责影像记录活动情况及后期视频制作 

李奕明 摄影（志愿者） 
负责摄影记录活动的情况，照片将用于后期传

播使用 

 

【活动总结】 

1、建立起 20人的核心学生志愿团队，并初步成立 3个工作小组 

通过团建体验活动，如《我们是最棒的团队》、《齐头并进》等体验式培训，使 15 名大学生从破冰

认识到学会更好的团队沟通与协作，共同去解决问题，为后期志愿者工作建立基础。在每一项活动中

先由培训师解释活动规则及目标，学生们讨论并实践，最后请同学分享活动感受和反思，以及与信用

之间的关联。引导学生们思考如何配合完成任务，思考任务失败的原因及改善方式。例如，‘锅大侠’

团队在各项团队积分活动中总是落后于其他两组同学，组长在活动后反思道“我们小组的每个人都是

‘领导型’的人格，没有倾听其他伙伴的想法，组员间的配合不佳，导致任务完成情况不理想”。但在

夏令营后期的互动中，该组同学的沟通和协作能力有所提高，有团队意识地去完成任务，并相互鼓励。 
项目组根据项目二期的规划，并将核心学生志愿者团队初步分为以下 3 个工作小组，各小组的职

责如下： 

（1）‘讲师培训组’将在二期活动协助开展全国 60 所高校的大学生讲师线上或线下培训工作等，

具体讲师培训规划将与课程升级团队沟通梳理讲师培训流程； 
（2）‘督导组’的成员将去到学校实地了解团队执行情况，并制定执行评估表考核团队执行情况，

收集执行团队的反馈建议等，并给予各执行团队适当的指导和支持； 
（3）‘传播组’的成员将负责专项基金的微信订阅号的运营和管理，公布专项基金的活动、基础

的信用知识等，通过微信订阅号推广专项基金并连接更多的大学生群体或志愿者。 
在夏令营活动中，15 位同学已自愿报名参与 3 个小组的工作，旨在夏令营活动中建立各工作小组

成员的链接，提高未来工作配合度。 

 

2、引导并协助‘讲师培训组’学生共创亲子的信用体验课程方案，并支持他们开展活动 

通过陆静雯（真爱梦想引导技术分享代表）教授课程引导技术后，由陆静雯和引导培训师协助“讲

师培训组”的 5 名大学生共创设计了一场 45 分钟信用亲子体验课程。公益实践当天，由 2名大学生分

别作为主讲在室外和室内开展了两次不同的体验课程，其余 4 名大学生作为助教进入活动小组内引导

小学生和家长开展活动。在户外体验课程中，主要是通过团队游戏体验的方式，传递说到做到、信守

承诺的理念。 室内课程主要是通过引导家长和小学生讨论信用、诚信的经典故事或个人故事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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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参与者意识到信用贯穿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其中一名小学生分享了

父母没有信守承诺的故事，“爸爸妈妈答应在我完成作业后，带我出去玩的，但是后来也没有”，大学

生讲师引导现场的妈妈答应孩子以后要遵守答应孩子的承诺。 

 

3、指导 ‘督导组’学生共创设计《信用体验课程的评估表》，完善后可作为二期学生执行团队的考核

记录 

 当‘讲师培训组’的同学在设计课程活动教案时，‘督导组’的同学从该小组的分工上共创设计

了对于‘讲师培训组’执行活动时的评估表（请见附录 1）。在课程活动执行时，‘督导组’的同学根据

第一节户外活动课程的效果，给予讲师和助教反馈，积极地调整第二节室内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引导技

巧等。另外，该《信用体验课程的评估表》可以与项目组首期设计的《信用课程听课记录表》做进一

步完善与结合，作为二期信用课程执行时的评估记录表。对于信用体验活动的评估记录，项目组计划

引导并支持他们设计关于信用体验活动的评估记录表，作为执行团队的考核记录。 

二期中，‘督导组’将主要协助项目组对在个学校开展的信用活动，进行实地走访督导，了解具

体执行情况并给与支持，以帮助活动能有效开展。 

 

4、支持‘传播组’的学生策划编辑夏令营活动的系列回顾宣传文稿，同时建立起工作团队支持专项基

金二期的传播工作 

引导‘传播组’就信用亲子体验活动设计回顾分享推文稿。从传播人群、传播主题、传播渠道、

人员分工等多方面进行讨论，并共创文案的编辑风格等。最终讨论确定传播人群以大学生群体为主，

正如专项基金的信用教育推广人群主要是大学生。所以，传播文稿的主题和名称是以吸引大学生的轻

松、简单的方式编辑文稿和选择照片。 

其次，‘传播组’的同学不仅回顾夏令营时的公益实践活动，还将从不同角度回顾信用夏令营活动，

进行微信推文稿。初步计划通过专项基金的微信订阅号、真爱梦想的微信订阅号、创行的订阅号、各

参与学生的学校创行团队的微信订阅号等方式推广信用夏令营活动。经过与‘传播组’的同学讨论，

预计约有 5篇从不同角度回顾夏令营活动的文稿，超过项目组原目标。此外，项目组将引导‘传播组’

同学明确未来的工作分工、微信订阅号的运营和管理机制等。 

 

5、学生深度学习信用知识，了解公益理念，成为芝麻信用专项基金的志愿者 

通过芝麻信用郭曦老师分享专业的信用知识，大学生们学习并了解到征信体系的历史、芝麻分的

建模流程、与大学生信用相关的案例等，例如大学生网购的记录、网络游戏的记录等，提高了他们积

累信用的意识。同学们也提问关于“手机卡缴费”、“大学生信用卡”等，以后在开展信用课程时也可

作为案例放入到教学讨论中。 

在体验式团建活动中，引导师设计了团队积分机制，通过活动的‘借、用、还’步骤，给予团队

加分或减分，使同学们意识到经济消费层面的信用积累。如果按时归还活动物资，给予团队加分，如

果超过约定时间归还，将按比例扣除团队积分。活动结束后并引导同学们思考，该游戏规则可能类似

个人办理了信用卡，应该按需消费，按时还款规则等。 

在信用故事分享环节，同学们反思自己是否做过丢失信用的事情或遇到不诚信的行为。有同学分

享到“从小到大的考试都没有作弊”、“学校的无人监考只实施过一次，就无法开展下去了”、“培训机

构打假招牌，骗学生去报名考试，但事后同学们都没有通过考试拿到证书”等，同学们都意识到信用

无处不在，但现在大众对于信用的积累意识不高，而专项基金活动就是在做信用普及的教育活动。 

通过宿彦慧的公益理念分享和答疑环节，大学生们深度了解了公益组织的使命目标、公益机构的

运作方式、以及如何联动企业一起做公益等，学生们认识到教育公益不在短期支教活动等，而是从根

源上解决问题，具有可持续、可复制、可评估的特性。来自大连海洋大学的周颖同学也分享与教育公

益有关的故事，“我曾在当地的社区坚持了一年的公益活动，为自闭症孩子们开展培训活动，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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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公益活动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可以为其他人做很多事情。。。。。”。 

当 15 名大学生在深度策划、组织并执行了 2 次信用亲子体验课程后，对公益的理解也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学生们纷纷通过朋友圈和‘围炉夜话’，分享自己的感受。来自天津理工的王子康同学分享

到“体会到敦煌的小朋友擦你爱体验式课程后的那份快乐，更加理解公益人的坚守”；河南大学生的温

婷婷同学也在朋友圈分享：“在二十出头的岁月重新认识了‘大爱’和‘公益’。时间无尽隧道，只能

向前长跑，信用理念也会带着爱传出去”。 

当他们认识到信用的重要性，理解真爱梦想的公益理念，也增加了对于专项基金项目组的认可度

和粘性，促进了他们参与支持项目二期工作的意愿。 

 

6、通过信用夏令营参与大学生分享，吸引了新的 9 名大学生志愿参与项目组二期工作 

活动期间，15 名大学生通过朋友圈或其他形式的分享，吸引到了众多对专项基金项目感兴趣的同

学、好友等。在活动结束后，大部分学生都推荐了一位执行能力强、期待参与专项基金工作的‘新志

愿者’给到项目组。截止到本周四（8 月 18 日）已推荐 9 位‘新同学’希望加入项目组未来的工作团

队。现在已逐步收集各位‘新同学’的简历信息，并建立微信群进行初步沟通，了解他们首期参与信

用课程推广的分工、对项目未来的期待等。项目组计划通过简历考量过往社会实践能力，一对一的沟

通了解其参与项目的动机、未来工作期望等筛选合适同学加入核心学生志愿者团队的 3 个工作小组。 

 

7、录制并将剪辑 3 节‘信用知识’、‘公益理念’、‘课程引导技术’课程，用于二期参与项目推广的同

学了解学习 

接下来，将会对录制的信用知识、公益理念及课程引导技术视屏进行剪辑。剪辑内容如要围绕与

信用课程相关的、贴近大学生生活、与专项基金目标相关的部分。未来将用于二期学生讲师及助教，

提前学习的培训资料。旨在让学生对信用知识及专项基金有更多了解，认识到推广信用理念的意义，

以此来激励学生，认真地开展课程及活动。具体的课前“预习”形式，项目组将与课程升级的供应商

伙伴讨论设计，届时，也请芝麻同学给予建议。 

除此之外，项目组还招募了一位摄影志愿者参与活动，负责活动照片拍摄，已初步整理照片上传

至专项基金百度云盘，待进一步筛选后将作为宣传文稿素材等，也会分享给芝麻同学了解。 

 

8、活动改进建议及反思 

（1）日程安排应该让学员对芝麻信用和真爱梦想有深度了解与认知 

根据第一天活动的观察和沟通反馈中，15 位大学生刚参与到夏令营活动，对于芝麻信用、真爱梦

想以及专项基金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与认知，经过工作组开会讨论，及时将原计划的公益理念分享提前

至第二天的上午开展，旨在使大学生们能尽快了解并真爱梦想的公益理念、教育公益的发展以及专项

基金的详细未来规划等，让学生对专项基金团队的工作情况，有了深度了解，快速建立起价值观认同

与链接，激发学生意愿，想参与项目组的工作。通过宿彦慧的分享后，项目组邀请各位大学生成为专

项基金未来的核心志愿者团队，参与各项工作。15 名大学生在茶歇时间踊跃地报名 3 个工作小组，在

夏令营活动结束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时间等调整，加入各自擅长的工作小组，项目组会再进

一步沟通、筛选合适的大学生作为核心志愿者团队成员，并给予他们相关的指导。 

根据本次活动经验，当参与者对主办方和活动目的有深度了解后，会提高参与者的热情，并加深

活动的参与度。所以，在项目二期的讲师培训中，也会利用夏令营活动中对芝麻信用理念和知识分享、

真爱梦想理念分享等视频使参与推广信用课程的讲师和学生执行团队能了解专项基金的背景，认可芝

麻信用专项基金的意义，积极地通过课程或体验活动的形式推广信用理念。 

 

（2）信用亲子体验活动前的准备时间建议延长 

    在第三天活动中，3个工作小组接收到任务，为信用亲子体验活动做准备、彩排等工作。在与部分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 

 5 

学生沟通后，得到的反馈是“希望实践前的准备时间可以再充裕些，如果只有下午和晚上的讨论时间，

活动准备会比较仓促”。他们表示在执行首期信用课程推广前，讲师、助教团队也是经过 5次以上的彩

排、熟悉教案和流程才开始“上课”的。而在夏令营活动中，引导大学生们共创一份活动方案，彩排

时间仅 4 个小时左右会比较紧张。虽然学生们通过加班排演与分工协作，最终顺利的完成了活动，但

如果按照前期 6 天日程的安排，其中一天主要用来共创、排演信用亲子体验活动，效果将会更好。建

议以后有共创活动及执行项目，可适当增加活动执行前的准备时间，例如，上午讨论准备活动方案，

下午彩排执行活动，晚上完善活动方案等。当充分准备后，学生们也能更自信地去执行活动。 

 

通过本次夏令营活动，项目组已经初步联结了 20位左右的大学生（包括参与夏令营活动的大学生

和推荐的新同学）作为首批核心志愿者团队成员，参与专项基金二期的工作，主要分为‘讲师培训’、

‘督导’、‘传播’3个团队进行工作。项目组也会给予讲师培训组在执行工作前的培训支持，引导督导

组对执行团队进行项目管理和评估等，参与把控传播组的同学对专项基金的活动推文、信用知识推文

等的把控。其次，‘讲师培训’组的学生在夏令营活动作为讲师和助教共创开展了 2次亲子信用体验活

动，其他学生也作为不同角色分工参与本次公益实践活动，‘督导组’参与信用体验课程的评估记录并

给予讲师和助教反馈，‘传播组’的同学负责收集活动素材，编辑后期的回顾传播文稿。最后，将剪辑

3个‘信用知识’、‘公益理念’、‘课程引导技术分享’的视频，作为后期信用课程讲师和助教在开展课

程前的学习资料。 

通过团建活动、信用及公益知理念分享、公益实践和‘围炉夜话’交流环节等，使大学生们对信

用和教育公益更加深入的了解，自愿地支持专项基金项目组的工作。本次活动目标达成，项目组将与

核心志愿者团队加强沟通，组织他们参与到二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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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部分照片】 

 
开营介绍 

 

 

 
设计团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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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展示 

 

 

 

团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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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彦慧介绍真爱梦想公益理念 

 

 

 

咚菇分享信用理念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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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曦老师分享信用知识 

 

 

陆静雯教授引导技巧并引导同学思考信用课程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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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亲子体验活动 

 

 

 

团队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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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位同学玉门关大合照 

 

 
领取证书和信用徽章后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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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旗上的签名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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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同学对‘讲师培训组’执行情况的记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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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同学对‘讲师培训组’执行情况的记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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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同学的回顾分享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 

 16 

 

 

个别同学的回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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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同学的回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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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督导组’同学设计的《信用体验课程评估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 

《信用体验课程评估表》 

考核项目 

评分 

不足 良好 一般 优秀 卓越 

讲师&助教

前期准备

及教学情

况 

团队配合是否默契 
          

对流程及内容是否熟练 
          

对教案预设之外的情景处理是否得当 
          

是否运用恰当的授课技巧对学生进行引导 
          

传达的指示、规则是否清晰 
          

对教案是否有较高的完成度 
          

物资准备

情况 
物资配备是否齐全 

          

现场情况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计内容 
          

活动内容是否有序 
          

现场布置是否合理 
          

场地选择是否符合活动要求 
          

您对本次课程的评价： 

为了课程更好的发展，您有什么宝贵的建议： 



真爱梦想-芝麻信用专项公益基金 

 19 

不足=1分 良好=2 分 一般=3 分 优秀=4分 卓越=5分 总分： 

                                                    评估员： 

 

2、活动行程安排 

日   期 行  程 

8 月 10日 

第一天 

D1：报到+开营 

12:00-13:30   报到入住+午餐+休息 

13:30-14:00   开营仪式+项先冬介绍芝麻信用专项基金的缘起及愿景 

14:00-15:20   团队热身+夏令营目的及日程安排告知讲解+团队建设（15人分成 3个

小组） 

15:20-16:00   团队信用展示项目-《我们是最棒的团队》 

（初步建立承诺与信用意识，以计时的方式设定《我们是最棒的团队》

的衡量标准，后面每日检验，标准是日有所进，或者至少持平） 

16:00-18:00   团队信用体验项目-《共赢通天塔之创新版》（纸，扑克牌），体现最基

础的信用标准，比方资源的“借、用、还”；比方约定的“时间”等要

素；利用团队基础积分和借还时增减积分，引导学员思考到积累信用

的意识； 

18:00-19:30   晚餐+休整 

19:30-23:00   特别的营员自我介绍《我自己的信用故事》+建立信用信箱（用卡纸以

个人为单位制作 1 个小邮箱，把信箱固定在上面并放在会议室，每日

投递，写个人感受，写对别人的感受，写发现的别人的优点，写个人

期望，写你对其他同学的建议和意见等……） 

23:00         休息 

8 月 11日 

第二天 

 

D2： 

07:30—08:30  7:30 分集合检验团队信用项目《我们是最棒的团队》，之后早餐； 

8：30—10:00  宿彦慧分享真爱梦想理念，与学生交流，对公益的理解、感受、认知 

等；并邀请 15位同学分为“讲师培训”、“传播”和“督导”三个工作 

组，以此建立未来协助项目组工作的 3个学生志愿者小组。 

10:00—12:00  团队拓展项目-《扑克牌的团队哲学》（扑克牌的游戏及游戏共创，初

步学习并掌握体验式团队活动的设计原理和基本操作技巧，为后面的

共创做好准备）； 

12:00—13:30  午餐+休整 

13:30—17:30  信用关系系列团队体验项目—《创新的报纸》 

项目 1： 《报纸拔河》之信用关系维护 

项目 2： 《说到做到》之信用承诺 

项目 3： 《齐头并进》之共享信用 

（本系列项目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共创能力，即本系列项目亦可做为未来大学生共创项

目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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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9:00  晚餐+休整； 

19:00—20:30  项先冬分享专项基金项目组的故事和个人的公益故事； 

根据上午组成的 3个工作组，分享自己在做芝麻信用专案的故事然后 

 在每一个工作组邀请一个代表分享公益故事或在做专项基金项目时 

的故事； 

20:30         休息 

8 月 12日 

第三天 

 

D3： 

08:30—09:00   7:30分集合检验团队信用项目《我们是最棒的团队》，之后早餐； 

09:00—12:00   郭曦分享芝麻信用理念和专业信用知识； 

12:00—13:30   午餐+休整 

13:30—17:30   陆静雯分享课程引导技术，组织学生讨论信用课程的改善建议 

17:30—19:00   晚餐+休整 

19:00—21:30   实战演练分组讨论，‘讲师培训组’演练梦想大篷车的活动，‘传播组’

和‘督导组’规划在梦想大篷车活动时的督导工作任务，以及参与工

作组的规划等。 

21:30         各小组讨论第二天的活动分工等&休息 

8 月 13日 

第四天 

D4： 

07:00—07:30   早餐 

07:30—08:00  出发前往公益实践目的地； 

08:00—10:30  小手拉大手之亲子信用体验项目，1）互动体验式信用课程；2）带领 

              小学生和家长分享信用故事等方式。 

10:30—11:30  返回酒店 

11:30—13:00  午餐+检查行囊（寄存行李） 

13:00—16:30  出发至敦煌玉门关，参观玉门关 

              玉门关，位于敦煌城西北 90 公里处戈壁滩中，是古丝绸之路通往西域

北道的咽喉要隘，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日渐繁荣，

当然，在贸易交流的过程中，信用一定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在这里

会参观玉门关的雄伟与沧桑，也会通过我们设计的活动体验信用是所

有贸易和交易的最重要的保障。 

16:30—18:00  驱车到达露营营地（营地帐篷会提前搭建完毕），休整准备晚餐及篝火

晚会 

18:00—19:30  晚餐休整 

19:30—23:00  篝火晚会，围炉夜话（主题：活动参与感受），星空寄语，分享几天来

的培训感受 

23:00         休息（注意看星星不要忘记了睡觉哦……） 

8 月 14日 

第五天 

D5： 

06:30—07:30   起床收营，看日出，拍美照（自愿安排起床时间） 

07:30—09:00   早饭+收拾检查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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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20   培训项目设计《戈壁逃生》 

               本项目为个人决策与团队决策相结合的经典项目，根据参加人员分成  

               3个小组（项目负责人入小组参与），每人领取一张戈壁逃生任务书  

               并做出重要排序，再通过小组讨论形成小组决议做出小组排序，最后  

               根据逃生专家给出的建议进行对照。 

              本项目旨在培养整个信用夏令营项目小组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信任，

同时培养项目小组成员个体决策与群体决策的效率与决策能力，为

后面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团队决策做好准备。 

10:20—12:00    集体乘车返回酒店（途中布置以工作小组为单位，在结营仪式上表   

                演活动，以及对专项基金项目组的承诺） 

12:00—15:00    入住酒店+午餐+休整 

15:00—18:00    夏令营闭营仪式：回顾分享+颁奖仪式+写给未来的自己一封信 

 （项目组承诺在未来一年内将信件寄回给 TA；计划在学生参与项目 

   组支持工作时，陆续将信件寄给他们） 

 

8 月 15日 

第六天 

D6： 

07:30—09:30   早餐退房，就地解散+自由活动——自由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