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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清波 一枚安静执著的记忆王
本报记者 宋雁南
在《最强大脑》的高手榜单中有一位
长相清秀的记忆王，他就是 24 岁的苏清
波，
获称
“少女心收割机”。在学生时代，
一直对记忆术有着执著的追求。他坦承
自己没有特别的天赋，只是比较执著地
干一件喜欢的事。

脑子里储存 6000 多个代码
苏清波坦承，
自己的记忆法，
大概因
为自己从小对图像敏感。记忆法的原理
简单，
但要精通，
就必须不断练习和记忆
自己的一套编码和地点。
他清楚记得学校和老家房屋的摆
设，脑子里已储存 6000 多个代码。他把
要记的东西变成图片或者物体，放在屋
子的某个地方，如门、桌子、椅子等，然后
想象画面，将编码和地点联系起来。记
忆数字时，就可将数字每两个拆开，从
音、形、义上加以联想和记忆，如 12（婴
儿）、13（医生）是从读音上联想，22（鸳
鸯）是从外形上想象。苏清波说，
记忆法
来自天津大脑英才·哇嘎嘎高效阅
读训练中心、有着傲娇经验值的饭饭老
师，将自己的学生如何从普通孩子走向
记忆力、想象力、学习能力大幅提升的优
秀学生的秘籍与大家分享。告诉大家，
孩子们怎么从普通变神奇的……

提升阅读效率 每分钟读万字
一、二年级的孩子，没有经过任何训
练时，阅读速度也就是一分钟 100 多字。
四五年级的孩子也就一分钟 300-400 字
的样子。经过训练，孩子们可以提升到
一分钟 1000 多字，阅读速度明显加强。
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能达到每分钟 3000

原理很简单，
就是把已经记住的东西，
运
用一定的顺序进行想象、联想，这个过程
强调了图像，
因此效果好。

从不死记硬背 迷上高效记忆
苏清波走路像猫，
悄无声息，
不爱扎
堆凑热闹，总是安静地呆着，
但是学习很
好。高中同学每次学习上遇到难题，都
去问他。
苏清波觉得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天
赋，只是执著地做自己 喜欢的事。其
实，早在上大学之前，苏清波就与记忆
术结缘。这种方法，来自他的历史老师
王忠诚。苏清波在下课后会主动到宿
舍找王老师请教关于记忆术的东西，还
会自己执著地研究。高二时，他尝试着
将每一页课本拆分开，通过记住每一页
上的图案，再链接图案旁边的文字，从
而更高效地记住书本上的内容。这样
的记忆方法，也确实取得一定的效果，
相比从前的死记硬背，他对课本知识的

记忆法为普通人插上翅膀
学习投资管理专业的他做事讲究
效率，喜欢寻找好的方法解决问题。在
大三准备考研时，他希望能找到高效的
方法来掌握知识，轻松备战研究生升学
考试。期间他买了一本关于记忆法的
书，被书中介绍的神奇记忆方式给吸引
住了。他开始尝试着按照书中所介绍
的方式记忆扑克牌，第一次竟然只用了
3 分半钟就完成了，引来大学舍友的惊
奇。苏清波不觉得自己牛，他说：”我只
是个普通人。其实刻苦还是天赋，是个
伪命题。”
他首次亮相《最强大脑》时，台下的
导师郭敬明和北大教授魏坤琳因他当场
吵翻，
最后周杰伦、陶晶莹等嘉宾联手爆
灯，让他成功返场。在《最强大脑》节目
中为大家所熟知之后，因为超强记忆力，
他人气暴涨，
圈粉无数。

培养想象力 9 岁写 2000 字作文

本报记者 宋雁南
述、讨论，孩子们理解力和学习能力都很
强了。有个初二学生魏文祺，30 秒记忆
有难度的百字，默写只错了一个字，几乎
没有误差。

专注力训练 背课文超快
在提升阅读效率的同时，也对孩子
进行专注力训练，孩子回到自己的学校
上课，容易走神儿的毛病不见了。经过

为天津“老字号”注入新鲜活力

职校学子用跨境电商树中国潮牌
本报讯 （记者 宋雁南）在各种海淘
商品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非遗手工
产品——老美华的鞋子也已经通过跨境
电商悄然进入欧美国家。故事的主人公
名叫汪圣根，是一位将于今年毕业的 95
后天津塘沽青年。记者在近日举办的第
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期间见到了
他。展位上，来自老美华的传统布鞋和
津派旗袍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

今年 5 月，
汪圣根的母校天津商务职
业学院承办了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汪圣
根是凭借
“校园职场秀”
走出的十佳之一，
在学校里众创空间的平台，
他率领自己的
小伙伴一举拿下全国首届OCALE跨境电
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的一等奖，
备战最累
的时候 3 天只睡了 12 个小时。这个 1996
年出生的小伙子在众多优秀企业中，
最终

主办方：天津大脑英才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联合主办：今晚报教育专刊
活动时间：2017 年 5 月 29 日
14:00—19:00（端午节放假第二天）
活 动 地 点 ：天 津 市 和 平 区 赤 峰 道
138 号四季酒店 3 楼大宴会厅（地铁 1、3
号线营口道站伊势丹旁）
价格：
普通席位 199 元/人
网络购票方式：关注“家在天津”微
信号，
并进入
“今晚微店”
链接报名购票。
购票地点：天津
市南开区 358 号今晚
报新厦一楼广告部
咨 询 电 话 ：
13920960073

力大幅提升，反应能力也提高了。有个
十几行的交通安全儿歌，妈妈穿衣服大
约一两分钟的功夫，还没穿鞋，她就很流
畅地背下来了。

孩子 你也能从普通变神奇
字以上，大部分孩子一分钟阅读 5000 多
字。学习习惯比较好的孩子、天赋更好
的孩子能够达到每分钟一万字的水平。
孩子们看完一本书，能够在半小时
的时间内用自己的话绘声绘色地讲出
来。一二年级的孩子通过有意思的故事
书进行训练，三、四年级的孩子们就开始
看《中国通史》、毕淑敏散文、龙应台的
《目送》……还会和家长、老师流畅地复

5 月 29 日现场感受
“头脑风暴”
互动学习记忆妙法
5 月 29 日，
《最强大脑》中国战队主
力成员陈智强、苏清波、王鹰豪（排名以
姓氏为准，不分先后）来到天津，家长和
孩子可以在现场感受《最强大脑》选手的
“头脑风暴”。
此次活动得到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的
关注，
大家通过现场高手的讲述，
可以了
解到空间感知、微观识别、照相式记忆等
超强脑力不是天生的，普通人也是可以
经过各种训练逐步提升脑力的。此次活
动还邀请天津大脑英才·哇嘎嘎高效阅
读训练中心第三届高效阅读训练结业学
员讲述记忆力和阅读能力大幅提升的经
验，
很有学习价值。
抓紧报名！5.29 来现场感受一下
“头脑风暴”
吧。

记忆更加深刻。

电话：
27509670

高效阅读训练的孩子背课文特别轻松，
记忆、专注、理解力都上去，一篇课文，老
师课上讲一遍，同学们集体读一遍，自己
基本上就可以背下来了，很容易。有些
比较紧张的孩子，在训练后会非常开朗，
勇于克服困难的心态也平和了许多。
宋得坤是个 5 岁的女孩，妈妈教她认
字多，练书法，但她很腼腆，不爱说话，理
解力、表达力不是很强。经过训练表现

选择与津门老字号
“老美华”
牵手，
成为这
个天津“老字号”
民营企业里最年轻的员
工。他坚信：
“老美华的品牌影响力一定
可以远销国外，我卖的不只是鞋子，而是
文化，
我希望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让优秀的
传统产品和传统工艺走向世界，
中国的传
统工艺品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的潮牌！
”
从5
月 1 日跨境电商平台正式运营，
10 天时间
已经接了欧美消费者 4 笔订单，
买家分别
来自英国、
美国和新西兰。这些实在的销
售数字，
让我们看到了天津传统
“老字号”
的生机，
看到了中国人用跨境电商做本土
文化传播的雄心和梦想。

特别强调的是，还有一个想象力方
面的变化。在学校里面比较循规蹈矩，
想象力的训练比较少，其实给孩子们一
些发散性思维更容易提升创造力。比如
一个点，引导他们想到很多与之相关的
东西。举例说，问学生们石头能做什么，
孩子们争相回答出 20 多种用途，很多是
平时意想不到的，新奇有趣，这样也能帮
助孩子提升作文能力。
三年级的李晟祎的创造力水平来源
于不断地进行训练，目前能写 2000 字的
作文。而且，平时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坚
持训练，做完练习在本上互相留言对话，
孩子进步飞速。

李晟祎

宋得坤

中心小学开展
“我与全运冠军面对面”
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宋雁南）近日，
中心小学
学生来到了天津市体工大队，
和正在备战全
运会女子花剑的队员们开展了
“我与全运冠
军面对面”活动，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给正在
备战运动会的队员们制作了贺卡并赠送了
鲜花，祝愿运动员们在全运会中取得好成
绩。通过活动，学生们了解了全运会，
提高
了对全运会的认知度，
培养了热爱体育、崇
尚健康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