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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过目不忘倒背如流轻松拿高分
中小学生如何能做到？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科学的记忆
方法能让他们的学习事半功倍。

在学校里，除了教会孩子们数理
化之外，从来没有专门的“学习方法
课”。这是教育的弊端之一：我们只
知道“授人以鱼”，而不懂得“授人以
渔”。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死记硬
背，当他走上社会，就缺乏融会贯通
和创新的意识，缺少去寻求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的能力。

超强大脑科学记忆法便是这样
一门特殊的课程，大部分学习过这门
课程的孩子表示，这套记忆方法就像
在他们的大脑里植入了一枚“神奇的
芯片”，让他们拥有了超过同龄人的
记忆力：无论数学科的定理、公式还
是英语单词，很多孩子说这些知识都
能像过电影一样“扫码关注”。

把语数外扫描进大脑
从此知识过目不忘

七中某外国语学校初二女生陈
思文是鼎鼎有名的学霸。最让同学
们佩服的是，平时你看不到她熬夜做
题、背诵课文和单词，但她总能考出
好成绩！

她在学校创下的记录，至今无人
能破：语文老师讲完一节课，她能把
课文倒背如流；给她3天时间，能记住
全册的英语单词；历史地理课的年代
和地理知识，她用一天全部记住，应
答如流。

过目不忘、倒背如流——14岁的
她，被同学们称为超强大脑、百科全
书。当其他同学在为记不住知识点
而苦恼的时候，她已经不知不觉从年
级倒数，升到了年级前三名！

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你肯
定不会想到她以前可是一个学习困
难户。“我女儿以前记性很不好，丢三
落四，学过的知识马上就忘记了。”思
文妈妈说，“这一点很像我，因为记性
不好，成绩排在年级倒数几名。前年
面临小升初，我焦虑得很：没有好成
绩，怎么考好学校？一次意外的机
会，我看到华西都市报举办‘科学记
忆法观摩课’的消息，这正是我所想
要的，毫不犹豫就带女儿去听了这次
课。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没想到参加
这个观摩课，改变了女儿的一切。”

在观摩课上，女儿上台15分钟，
经过老师的指点，教给她一种至今我
觉得特殊的记忆方法。女儿在5分钟
后，就记住了平时根本记不住的《弟
子规》。“老师还专门给她出了一道难

题，让她用3分钟记住100个毫无规
律的天文数字，没想到女儿居然一个
不差地记住了，而且正背、倒背丝毫
不差。”女儿的表现震惊了妈妈，思文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知识只有记得住
才能考个好成绩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种方法正是
风靡欧美和新加坡的学习方法，让学
生把语文、数学等各学科的知识点，像
扫描一样扫进孩子的大脑，永久性储
存在大脑里，让孩子记得住知识考
点。虽然学校的老师没有教给她，我
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华西都市报给予
的这么一次好机会。”思文妈妈很感
慨：因为只有记得住，才能考得好。

找到了学习方法，就有了学习的
兴趣和动力。思文随后参加了系统
的学习，熟练掌握了“超强大脑科学
记忆法”，她的学习变得清晰而简单
了。她从此告别了死记硬背，学习突
飞猛进：原来30分钟背一首诗，现在
只需3-5分钟；原来读1本书的时间，
现在可以读5本；当堂学习的知识，她
当堂就能记住，当天所学当天消化，
不欠账；做作业速度快、正确率高。
此外，她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明
显提升。3个月后的半期考试成绩，
从班级42名进步到年级第三名。半
年后的“小升初”选拔，她考取了七中
某外国语学校的奖学金，如愿进入了
这所名校。

现在思文已经读初二，她的学习
方法在班级中崭露头角。“由于科目
更多，女儿坚持采用这种方法，把知
识点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梳理和
归纳，并画成图形帮助记忆”。思文
妈妈说：别人家孩子的卧室，挂的是
明星照，我女儿的房间，挂的是语数
外等各学科的思维导图。我经常对
着图形抽问她的知识考点，她都能对
答如流。

这门课程不光能涨分
还让孩子变得更自信

妈妈总是最先能体会到女儿变化
的那个人。自从掌握了“科学记忆法”
之后，思文不光成绩从以前的年级倒
数，排到了年级前三，更重要的是，她
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前
她说话总是没有条理，思路不清，现在
女儿表达的时候，变得思路清晰，有条
有理；思考一个问题，能够从多角度提
出疑问和解决的办法。”

妈妈看到了女儿的变化，喜在心
里：不仅成绩提升了，女儿也变得非
常开朗、自信，“她还经常在班级和家
里，表演学科知识的正背、倒背、旋风
背，让所有人都很吃惊！”

现场见证：
老师从来不教的学习法
15分钟就学会

在思文妈妈庆幸的同时，更多的
孩子也需要这种“科学记忆法”，让学
习变得不再困难。在学校里，除了教
会孩子们数理化之外，从来没有专门
的“学习方法课”。这是教育的弊端
之一：我们只知道“授人以鱼”，而不
懂得“授人以渔”。如果我们的孩子
只会死记硬背，当他走上社会，就缺
乏融会贯通和创新的意识，缺少去寻
求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能力。

思文妈妈说得对：要提高成绩，
就需要教给孩子科学的学习方法，否
则南辕北辙。

为帮助更多孩子彻底改善学习方
法，激发浓厚学习兴趣，考上心仪名
校，华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将于5月
14日上午9：00在祥宇宾馆特别举办
第158期“超强大脑学科高效记忆学
法教育成果观摩会”，面向全川征集
100名中小学生免费体验。现场，老师
将手把手传授给孩子们“科学记忆方
法”，让孩子们彻底记住那些枯燥的时
间、地点、公式、定理和英语单词，掌握
涨分技巧，成为校园的“超强大脑”。

家长们也可以亲眼见证：你的孩
子不管是优生还是学困生，只需要短
短15分钟的培训，他就可以将圆周
率、英语单词和课本倒背如流。脑力
专家将现场传授学生高效学习秘诀、
考试高分突破技巧等方法。

5月14日
带上孩子感受惊人“蜕变”

主办：华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观
摩会

时间：5月14日上午9：00
地点：祥宇宾馆（成都市武侯区

新南路103号）
领票热线：
028-86940781 62450051
提醒：因领票人数众多，为确保

观摩会每个家庭席位有效运用，家长
领票时需付50元席位押金，现场将凭
票退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崔江）在
信息传播新形势下，政府机构如何
快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政务信
息如何实现有效传播？5月3日，
在2017一点资讯政务发布会(四
川)上，来自一点资讯、封面传媒等
机构的网络舆情专家共同为移动
互联网时代四川政务公开升级提
出了许多新的解决思路。

一点资讯总裁陈彤现场表示，
在媒体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政务传播始终积极拥抱改变，开拓
更加多元化的发声渠道。移动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政务宣传带来
了更多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陈彤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
是新媒体，最重要的还是优质内容
带来的价值阅读。因此需要资讯
客户端寻找增加效率和价值之间
的平衡之道，让算法融入了人类智
慧，让政务信息得到准确高效传
递。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
华新在题为“全媒体平台上的政务

公开”的演讲中指出，如今是融合
传播时代，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
务一点号等媒体平台公开呈现政
府重大事务和运作过程，密切官民
关系，提高政府公信力，在突发事
件中第一时间发声稳定人心，助力
立体化的政务公开。

一点资讯本地化事业中心总
经理刘育宏结合自己对区域经济
的洞察，从人群、新闻、政务等多个
特征角度，以四川政务为样本，就
如何帮助加快服务型政府构建进
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
务宣传更加需要精确描绘用户画
像，使政务分发告别“广而告之”，
做到“有的放矢”。同时，社会治理
能力提升将成为政务新媒体发展
的终极目标，并且新媒体政务产品
将走向精品化。

事实上，四川已经具备了较强
的政务传播能力。一点资讯近期
发布的《2016政务一点号发展报
告》显示，四川的政务媒体已经整
体走在全国前列。

如今，走进自贡沿滩这片被盐
浸润的沃土，厚重悠远的盐运文化
悄无声息地滋养着这座小城，在历
史文化与现代人文自然景观交相
辉映下，“幸福美丽新沿滩”已成为
老百姓经常提起的话语。

沿滩新城
宜居宜商宜业的
山水园林之城

走在沿滩新城的街头，一栋
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
新城跃然眼前。沿滩新城的

“新”，不只是城市的“新”。作为
自贡市推进“产城一体”“两化互
动”规划布局和“一带四园三城”
中的核心区，沿滩新城除了自然
环境的优越，“新城人”看好的还
有环境和各项硬件设施。距市中
心仅两公里，坐拥生态湖龙湖，没
有城市的喧嚣，又有嘻哈乐园、恒
大商贸城、川南国际会展中心、恒
大影院、金帝广场等功能齐备的
各大综合体陆续落地于新城中，
建成区面积已达3平方公里，聚集

人口3万余人，成为自贡主城区重
要组团和全市城市建设新名片。

未来，沿滩新城将围绕“做精
建美、提升品质”，以“典范城市”
的要求，高品质开发建设，精细化
服务管理，着力打造成为商贸之
城、文化之城、创意之城。依托自
贡“盐、龙、灯”特色旅游资源，实
施300亩王家大院文化旅游综合
体项目，建成以王家大院为核心
的盐商博物馆群，打造4A级盐文
化旅游区；借助卧龙湖国际旅游
度假区规划优势，大力发展区域
个性旅游产业。

沿滩城区
依托盐文化
“变身”文化旅游街区

“十里水路连八街，千年盐运
第一城”。19世纪末至上世纪30
年代，是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城市发展，沿滩老街日益
衰败，部分房屋已成危房。

“能否在盐文化上做文章，把
沿滩老街打造成一条盐文化老

街？”沿滩区委、区政府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去年出台了《自贡市
沿滩区沿滩镇棚户区改造方案》，
通过对滨河路（升坪街）片区、洪
沟片区、犀牛口片区三大区域的
改造升级，让升坪老街成为有文
化、有特色的文化旅游街区，重现
往日繁华。

根据规划，1.5公里长的升坪
老街将依托盐文化历史沉淀和釜
溪河特有的自然风貌，打造建设
客运码头、盐运主题公园、风情商
业街、庸公闸主题广场、亲水广场
等，形成休闲娱乐街区、文化创意
街区、特色商业街区。在老街的
打造上最大限度地彰显盐文化的
内涵，形成独特的沿街风貌景观。

“在拓展城市骨架，联动工业
发展，打造‘产城一体’示范核心
区进程中，未来的老街将是一座
没有围墙的盐文化历史博物馆，
宜居、宜商、宜游的特色盐文化历
史街区。一步一景间，盐文化历
史气息扑面而来……”沿滩镇棚
改办相关负责人在谈及未来发展
规划时兴奋地说。曹实秋 熊文博

记者走访

社区统一印标牌
禁止单车进小区
8日下午，记者来到成都红星

路二段旁的慈惠堂街走访，发现
街道沿线有4个小区，都竖起了

“共享单车谢绝入内”的标牌。
记者观察发现，慈惠堂街附

近的小区，多为老式小区，空间有
限，过道很窄，基本上只能容许机
动车单边通行。

慈惠堂街34号小区保安范
先生说，之前有不少居民把单车
随意停放在小区过道上，已经出
现多次单车堵路，机动车无法通
过的情况。小区属于春熙路街道
华兴社区管辖，一个月前，不少居
民集体向社区反映单车乱停放，
社区统一印发标牌，再到慈惠堂
街多个小区张贴。他说，社区张
贴标牌，加上物管时常劝阻，如今
单车已经不再进小区，机动车也
不再被堵。

公司说法

多次违规停放
或将终身禁用单车
当天下午，对于单车被骑进

小区的现象，一步单车成都公司
工作人员也表示，单车公司不赞
同将单车骑进封闭式小区，因为
这样会影响其他市民使用单车。
还有，如果使用者将单车骑进小
区，单车公司必须进入小区才能
维护单位，实际上在很多封闭小
区，维护人员是进不去的。

她建议说，骑行完毕后，大家
可以把单车规范摆放在小区门口
（或附近划线区域），既可以共享
给其他市民，也不会影响小区居
民出行。

另一家单车企业成都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其实对于用户乱停
放、破坏单车的行为，各家企业都
有一定的奖惩规则，如果用户累
计多次出现违规情况，将面临终
生禁止使用单车的处罚。

自贡市沿滩区：
在历史与现代的融合发展中迸发勃勃生机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华西追踪
《挂牌禁入 成都多小区抵

制单车“私享”》追踪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雷远东）
5月12日，由成都市政府主办，成
都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
温江区委、区政府承办的2017中
国西部生物医药大会将在成都世
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
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主
会场重要活动之一，本届中国西部
生物医药大会以“大健康中药国际
化创新与突围”为主题，将齐聚国
内外知名中医药专家及学者，掀起
一场事关国际医药产业发展的脑
力风暴，刷新世界对成都医学城的
认知。

记者获悉，本届大会与会阵容
强大。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根岸英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
岭、王广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
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
长陈士林，国医大师刘敏如等国内
外生物医药行业研究专家、创新药
研发知名专家、知名药企高管将参
会并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话题
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纵论国际生

物医药产业的前沿技术、创新模式
和先进理念，为中国西部特别是成
都的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提
供创新发展新思路。到会的十余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专家将
围绕中医药大健康领域，为到场人
士深入解读中医药研发现状以及
合作趋势，深耕产业价值，并提供
学术交流机会。

在2017中国西部生物医药大
会期间，成都医学城展馆将重磅亮
相，向世界充分展示温江在打造国
际知名的“三医融合”创新创业高
地的成果，势必引发业界聚焦。

一点资讯总裁陈彤：

机器算法让政务信息高效传递

中国西部生物医药大会周五启幕
诺奖得主和院士领衔
共话成都医学城创新与发展

交委回应：
不赞成单车进小区
将新增千余停车位

单车到底能不能进小区？8日下
午，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市交委综合
运输处副处长李乔。

“共享单车的实质，在于共享。”李
乔说，如果部分市民把单车骑进小区，
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居民使用单车，这
就违背了共享单车的初衷。其次他认
为，市民租用共享单车，实际上是和企
业形成了合同关系，应当按照企业的
停放要求，合理规范地停放单车，而不
是搬进小区。他不赞同市民将单车骑
进小区，也呼吁市民们规范停放共享
单车，让共享单车发挥更好的作用。

自共享单车问世后，停车秩序成
为了运营中的一个难题，它发生在国
内各个城市，不仅是在成都。

李乔介绍说，5月3日下午，成都
市交委再次联合公安、城管部门出台
举措，重点便是出台单车企业考核办
法和建立运营监控平台，以及要求企
业在重点路段配置专人维护秩序。

据悉，在人民南路及天府大道沿
线，按运营企业投放量，划分为5个不
同长度的区段，要求运营企业各负责
一个区段的秩序管理。具体来说，每
个区段至少配备1台货运保障车辆，
单侧每50米配置1名秩序维护人员，
负责管理单车的停放秩序。李乔透
露，为了方便市民停放共享单车，按照
规划，在今年6月前，在城区主干道和
重要商圈，将新增1209个非机动车停
放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 昔兴琪 摄影 刘陈平

5月8日，《挂牌禁入 成都多
小区抵制单车“私享”》的报道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刊发后，
关于共享单车是否应该被骑进小
区的争论，成了热议话题。针对
本报官方微博发起的“共享单车
该不该进小区”的投票，9成网友
表示，单车不应该进小区，这是侵
占公共资源，仅有一成网友表示
单车应该进小区，“免得去小区外
找车麻烦”。

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共享单车关键在于共享，不赞
成市民将单车骑进小区，呼吁市
民们规范停放单车。他同时透
露，在今年6月前，成都的重要路
段和商圈将新增 1209 个非机动
车点位，届时大家停单车就更方
便啦。

网友观点

数百人投票
9成反对单车“私享”
8日上午，本报官方微博@华

西都市报发起了互动投票：共享
单车该不该进入小区？

截至8日下午4点，有数百
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记者梳理投
票结果发现，9成网友认为，共享
单车是共享经济的体现，不应该
把单车骑进小区。

在腾讯、网易等新闻客户端
下，绝大多数网友表示，应该禁止
共享单车进入小区，不能把共享
单车变成私人定制的专用车辆。

微博网友@一份双蛋布拉肠
说，共享单车本就不应该停进小
区。网友@喵先森她姓糖评论
说，“我家车位后面的过道都有人
将单车藏着自己用，每次看到都
很无语。”

本报报道成都多个小区禁止
单车入内后，市民刘女士来电吐
槽，“我行动不便要坐轮椅，但是
现在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被单
车堵住了，我是进退两难。”刘女
士认为，单车如果这样乱停，大家
岂不是都要绕着走？

成都市交委：不赞成单车“私享”，6月前新增1209个停车位

5月7日，成都许多小区都禁止共享单车进入，但仍有单车被骑进小区。

5月8日，成都慈惠堂街18号大院门口贴有“共享单车谢绝入内”的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