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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语数外扫描进大脑
从此她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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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考名校？一次意外的机会，我看到华
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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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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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华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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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科学记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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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文妈妈庆幸自己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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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9:00和下午
2:00，分别在新华国际酒店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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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需要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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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优生、学尖学霸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你孩子没掌握这门学习方法

14 岁的陈思文，两年前年级倒
数，跟多数人一样，思文妈妈为女儿的
成绩头痛不已！

但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苦恼的妈妈带她学习了一门

特殊的课程，就像在她的大脑里植入了
一枚“神奇的芯片”，让女儿拥有了超过
同龄人的记忆力：数学科的定理、公式，
考场上她能清晰地记忆；英语单词，她
像过电影一样“扫码关注”；凡是读过的
语文书，她能过目不忘。作业难不倒
她，考试时她能应对自如！别人在考场
上记不起知识点，但她能信手拈来！

她是七中某外国语学校初二女生
陈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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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文妈妈说：其实，每个孩子都可
以做到。

一句网络流行语“别人家的孩
子”，说出了每个妈妈的心病！

优秀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家孩
子，为什么成不了尖子生、当不了学霸？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掏出了压
箱底的积蓄，孩子的成绩为什么就上不去？

做作业到深夜、四处补课，累得孩子
只想撕掉书本。孩子们也在问：我是不是
遇到了一个假妈妈？

孩子们的累，让妈妈们感同身受，痛
在心里：怎样才能让我家孩子，也能成为
优生，获得自信？

我们来看看，孩子们到底遇到了什么
样的困境？

小学三大主科、中学9大主科，需要
学习的知识点多达几万个；每科老师布置
的作业，让孩子们疲于应对，熬夜作业成
了家常便饭；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
模拟考、周周练、补习班，题海一样的考试
题，让孩子们不堪重负，思维僵化，成了应
试机器；考试之后的排位，等待的是家里
的单打或者混合双打，孩子们就在责骂和
歧视中，承受压力，不堪重负。

为什么现在的教育方法，不能让更多
的孩子们，既能轻松快乐地学习，又能拿
到高分、树立自信？让妈妈们从焦虑中解
脱出来，陪着孩子健康地成长？

这样一个14岁孩子的学习经历和成
长故事，或许可以让妈妈们找到答案！

5月29日
掌握这门学习方法

你孩子也可能成学尖学霸
主办：华西都市报教育事业部
观摩会时间：5月29日上午9:00 下午2：00
地点：新华国际酒店（顺城大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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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学法点燃每个孩子的学习热情。

高效学法同时点燃家长们的学习热情。 高效学法深受家长孩子喜爱。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
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

军舰识别查证、警告驱离美舰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任国强介绍，5 月 25 日，美国“杜
威”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
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柳州”
号导弹护卫舰、“泸州”号导弹护卫舰对
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国防部：
美方的错误行为
使南海趋于好转的局面
受到破坏

任国强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
美军方这种炫耀武力，推动地区军事
化，且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行径，
中国军队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

任国强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
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正在
趋稳向好。但美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
趋于好转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南海
的和平稳定。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健康稳定的中
美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双方
的共同努力。我们要求美方采取切实
措施改正错误，为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
增添正能量。美军的错误行为只会促
使中国军队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坚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外交部：
南海形势趋缓降温
美方行径
严重干扰对话协商进程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5日说，25日
晨，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

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
海域。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机进行了识别查证，
予以警告驱离。

陆慷表示，美方军舰有关行为损害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对此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陆慷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做上述回应的，
他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
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
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和
安全利益。

陆慷表示，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
力下，南海形势趋缓降温，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
态势。美方上述行径严重干扰有关对话协商进
程，损人不利己。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安全以及海洋权
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
即纠正错误，停止采取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的挑衅行为，以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合作
大局。”陆慷说。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

有记者提问，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隐含的目的是为了在沿线国家
拓展军事存在，投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希
腊等地的民用港口表面上是商业合作，但背
后含有军事意图。对此有何评论？

任国强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中方提
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在寻求共同发展
的基础上，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供更多
的公共产品，为促进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
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任国强表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没有军
事和地缘战略意图，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
权，不谋求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南海禁飞区”
完全是日本媒体的臆造

有记者提问，日前有日本媒体报道，中
国在海南岛部署了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

并据此认为，中方已经开始在南海划设“禁
飞区”。能否予以证实？

任国强说，中国在海南岛部署武器装
备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关于所
谓“禁飞区”，完全是日本某家媒体臆造
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尺度之大令我感到非
常吃惊。

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相关公
务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18日在钓鱼岛附
近海域发现一架小型无人机从中国海警船
上起飞，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出战机进行
应对。中方此次起飞无人机目的是什么？
中方对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行动有何回应？

任国强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相关公务活
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对于日方有
关行动，中国军队保持着全程监控并采取必
要处置措施。 据新华社

国防部回应美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

泸州舰柳州舰出动 驱离擅闯美舰
外交部：美方军舰有关行为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对此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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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难题考验
厄瓜多尔左翼新总统

厄瓜多尔当选总统莱宁·莫雷诺24
日正式宣誓就职，任期4年。分析人士
认为，来自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
动的莫雷诺能够当选总统，表明多数厄
瓜多尔民众认可该党执政理念，这也成
为拉美左翼稳住阵脚的“关键一步”。不
过莫雷诺未来将面临如何发展国家经济
的考验，而这也是摆在整个拉美左翼面
前的难题。

坐在轮椅上的莫雷诺24日在国民
大会披上代表厄瓜多尔国旗的总统绶
带，正式就任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

作为拉美左翼代表人物科雷亚的政
治接班人和战友，莫雷诺执政后是会完
全继承科雷亚的政治衣钵还是另起炉
灶，引发热议。分析人士指出，莫雷诺上
台后有两大任务需要完成。能否调整经
济政策，改善经济结构，带领国家经济走
出低迷状态，十分引人注目。 据新华社

中国海军“泸州”号导弹护卫舰。资料图片

外交部：尽最大
努力争取被绑架中国
公民早日获释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5日表示，中国
政府将同巴基斯坦方面一道，继续尽最
大努力，争取被绑架的两名中国公民早
日安全获释。

当地时间24日下午，两名中国公民
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遭武装分子绑架。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谴责一切形式
的人员绑架行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
府有关部门、驻巴基斯坦使馆、驻卡拉奇
总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与巴方
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巴有关部门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
解救中方被绑架人员，并进一步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在巴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中国政府将同巴方一道，继续尽最
大努力，争取中方被绑架人员早日安全
获释。”他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