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到记词，你们应该想到很烦，

因为有些拖时间。 但是有一种记词

的方法，叫“定位法” ，“定位法” 就

是用一堆词联想成一个故事。

比如：篮球、飞机、墨水、阿姨、

美国、蔬菜、阿婆、按摩、电影院、飞

鸟、联合国、大海、可口可乐、贵阳、

载歌载舞、尘士飞扬、小狗、天安门、

猪八戒、卫星、爆炸、贵阳、最强大

脑、掌声鼓励。 你可以联想到：一个

篮球扔到飞机上， 飞机里流出墨水

滴到阿姨身上，阿姨跑到美国，买了

蔬菜给阿婆吃，阿婆又要按摩，却跑

到了电影院，打开门飞出一群飞鸟，

飞到了联合国，看到了大海，想喝可

口可乐，可口可乐是我们贵阳产的，

但贵阳的人却在载歌载舞， 尘土飞

扬，让小狗很不舒服，就跑到天安门

告状，没想到门卫是猪八戒，他正在

发射卫星，结果飞到一半爆炸了，碎

片飞到贵阳，贵阳正在播放《最强

大脑》，结束了人们掌声鼓励。

“定位法”你会了吗？ 那就试试

用“定位法”背诵《道德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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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名晚报小记者变身“最强脑王”

快速记英语单词、背圆周率、背课文

扫 描 二 维

码， 加入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了

解更多活动资讯

759420856183……讲座一开

始，世界记忆大师、央视特聘脑力讲

师谢超东便根据晚报小记者和家长

给出的 60 个无序数字，32 秒时间记

忆后，快速正反背出，一气呵成。

作为主持人， 世脑赛认证世界

记忆大师、 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区

教练孟徐敏也毫不示弱， 他将观众

席上率先举手的小记者周子茂和他

的爸爸请上台，父子俩从《道德经》

中随机选出第六十七章。 不假思索，

孟教练流利地开始背诵： 天下皆谓

我道大，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

近距离欣赏“脑王” 精湛的展

示， 台上的小记者和家长们肃然起

敬。

羡慕吗？ 孟教练话锋一转，对台

下的小记者们说：学习其实很简单，

找对方法是关键。

孟教练以莫言代表作举例说，

《飞鸟》、《白棉花》、《红高粱》、

《藏宝图》、《马语》、《爆炸》、《老

枪》、《月光斩》、《蛙》、《透明的红

萝卜》是其代表作。如果死记硬背免

不了头疼。 但利用定位法，将知识点

与身体串联， 背诵将会变得有趣和

简单。

按照孟教练的方法， 就读于北

师大附小的小记者肖译森和妈妈最

先将莫言的代表作背诵下来， 然后

母子俩一起上台，儿子正序背出，妈

妈则倒着背出。

“这个方法真好，没想到我都可

以。 ” 站在台上，肖译森妈妈兴奋地

表示。

除了孟教练现场传授学习方法

外，幸运的 8 位小记者还获得了“最

强大脑”谢超东面对面指导的机会。

由 30 个字母所组成的“史上超

长单词”———无上荣耀， 记住它，不

过区区 2分钟，你信不信？ 在休息室

里，谢老师将这个单词平均切分成 5

行， 启发孩子们想象 5 个部位所组

成的画面；

小树苗越长越高； 火眼金睛孙

悟空是西游记里的大师兄……十个

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 如何快速记

下来？ 谢老师助理指着头开始指导

小记者们用全新的方法记忆。

3.1415926 是圆周率的前几位，

对于无规律的数字排列， 怎么才能

记得快、记得牢？

在候场区、 就读芳草地小学的

张雯清和新东门小学的张庭菱两位

小记者在进行着最后的互相抽背。

“跟着脑海中的画面走，数字便浮现

在眼前，一个都不会错。 ”张雯清说。

半个小时的临时辅导， 成效如

何呢？

讲座最后，6 位小记者们逐一登

台。 戚覃紫欣第一个展示，正背出十

句不相关句子。 随后李俊文在观众

的抽选中，背出前后句，无一错漏。

到了英语组展示时间， 只见陈方圆

挨个念出单词字母，零失误；最后轮

到数学组，张雯清正着背完，张庭菱

倒着完成。 小记者们用精彩的展示，

告诉包括父母在内的全场观众：他

们掌握了超强记忆法、 记得又快又

轻松。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图文）

你见过 30 秒把 60 个数字倒背

如流的人吗？ 你见过五天将 《道德

经》背得滚瓜烂熟的人吗？ 你见过两

小时背完《千字文》的人吗？

7 月 7 日， 我跟随贵阳晚报小记

者团来到了贵阳市图书馆，听“世界

记忆大师” --- 孟徐敏老师的讲座。

孟老师出场时，我们都很兴奋。 紧接

着，“记忆大师” --- 谢超东老师的出

现， 再一次引起了观众们热烈的掌

声。 谢老师一上台就开始背我们随便

出的 60 个数字， 而且 30 秒倒背如

流，看得我们大家神乎其神的。

谢老师挑选了八位小记者和他

一起到室外去学习巧妙背诵的方法，

说一会儿就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成果。

接下来，孟老师便开始了今天的

讲座。 就在这次讲座中我学到了不少

关于背诵的方法， 知道了背课文、词

语可以运用想象力，把一组毫无逻辑

关系的词语编成一个故事，这个办法

果然比平时快了许多。 背英语单词可

以用很多办法，如拼音法、编码法等

等。 用这种办法，平时需要 15分钟才

能背诵的单词，2分钟就可以搞定。

我发现，运用这种学中玩，玩中

学的办法背诵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无

聊、枯燥了。

作为学生最尴尬的事无外乎：课文 / 英语单词，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亦或是，我好

不容易认识了它，转眼又觉得异常陌生。 如果自己能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该多好？

7 月 7 日下午，由全球脑王陈智强、世界记忆大师谢超东、央视特聘脑培教练周莹联

合组建的“脑王梦之队”“最强脑商超级记忆学习法巡回讲座” 抵筑，受邀参加的 70 余

名晚报小记者与“最强大脑” 面对面。 听讲座、练技巧，小记者们纷纷成为“最强脑王” 。

我是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动，

心里又紧张又高兴。

活动开始前，主持人让我们做

游戏，拍拍操，为了让我们提高精

神，认真听讲。

活动开始后，导师还让我们在

场的所有学生和家长跟他一起手

脚运动，像是在锻炼身体，但是其

实是让我们提高记忆力，从运动乐

趣中得到学习，并提高记忆力。 主

持人邀请孟徐敏老师上台讲课，讲

诉了他们在电视上参加各种各样

的活动，获得很多荣誉，同时也在

台上进行 30 秒记忆力数字表演。

课间，还选出 8 位幸运者和谢超东

老师一起面对面学习，很荣幸我便

是 8个人中的一员。 我被分在语文

组，谢超东老师在外面教我们手脑

一起运用，看似像玩游戏，但其实

是让我们学习，差不多 2 分钟就背

下一篇文章。 接着我们就上台表

演，我们都能倒背如流。

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我收获很

多， 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参

加学习，充实自己，锻炼自己，使自

己有更多的进步。

7 月 7 日下午 2 点， 我怀着开心

和兴奋的心情来到了贵阳市儿童剧

院，参加了最强大脑的培训。我之前对

最强大脑的了解是从电视上看到的，

那些记忆高手超强的记忆力， 让我佩

服得五体投地。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学

习超强的记忆方法，我十分高兴。

这次贵阳的“最强大脑” 学习是

孟徐敏老师主持的。他告诉我们，有个

美国的医学博士叫罗杰斯佩里， 他是

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 他通过

研究知道，人脑各有分工。其中左脑主

要是负责逻辑、语言、数学、文字、推

理、分析。右脑主要是负责图画、音乐、

韵律、情感、想象、创造等。通过科学研

究， 他知道人的右脑的存储量是左脑

的 100万倍。在活动中，孟老师讲到爱

因斯坦说的一句话： 想象力比知识更

加重要！我们要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

开发大脑，用好大脑，就会记得快、记

得开心、 记得牢， 学习就会变得很简

单。孟老师还告诉我们，科学记忆有七

大类， 他在课堂上主要讲了身体定位

法和内定位法。 在讲身体定位法的时

候， 他用我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的十个作品给我们做了展示。 这十

个作品分别是：《飞鸟》、《白棉花》、

《红高粱》、《藏宝图》、《马语》、《爆

炸》、《老枪》《月光斩》、《蛙》、《透

明的红萝卜》。 为了我们能够生动地

记住这几部作用， 他用身体的十个部

位从上到下把十个作品用一段话一一

对应起来， 让我们生动有趣地记住了

莫言的这几部作品。他是这样讲的：头

上飞过一群“飞鸟” ，眼睛里看见的全

是“白棉花” ，鼻子里插着两根“红高

粱” ，嘴巴里咬着一张“藏宝图” ，喉

咙突然发出了“马语” ，中午吃太饱，

肚子感觉要 “爆炸” ， 腰上别着一支

“老枪” ，腿被“月光斩” 了，脚下踩着

两只“娃” ，手中拿着两个“透明的红

萝卜” 。

通过这次学习，我知道了“最强

大脑” 里的老师

95%

都有自己的大脑

图书馆， 我们只要掌握了科学的学习

方法，都可以成为记忆和学习高手。我

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趣， 老师教的很

多方法可以提高我的记忆力和想象

力， 我希望以后的学习中能够活学活

用，掌握科学的学习方式，自己也能成

为一名记忆高手。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在 “7·7 卢沟桥事变” 82 周年的今

天，在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的组织下，

我们与“最强大脑” 进行了一次亲

密接触， 见到了以前在电视上才能

看到的强脑大咖！

我们刚进场， 就看到电视大屏

上正在播放《最强大脑》的精彩片

段， 场上掌声一浪

高过一浪 ， 可见

“最强大脑” 的

名不虚传，大家

还未见到真人，

却已被深深地

折服。

怀着激动期盼的心情， 我们多

想见到真人版的“最强大脑” 啊，以

致于主持人说了些什么我们都记不

住了！ 直到特聘讲师“最强大脑”魔

方总教练孟徐敏上场， 全场一下安

静了许多， 孟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

的育人经历， 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

的“最强大脑” 。 在我们膜拜之际，

孟老师不失时机地请上今天的 “大

人物”———世界记忆大师谢超东。

谢超东老师现场向我们展示了

他的独特记忆方法，32 秒背下了 60

位数字的惊人记忆力， 大家惊愕的

小嘴久久忘了合上，真是叹为观止！

大家想不想学？孟老师忽然问道。答

案是肯定的，我们蜂拥而上，都想成

为可能的 8 个名额之一。 可人实在

太多了，于是孟老师决定猜拳选择，

我成为两轮“拳赛”的出局者。 留在

场上的 8 人欣喜不已， 争先恐后地

与谢老师出了会场， 只留下了 8 个

快乐的背影。

惊喜总是留在最后的！ 正当惋

惜之际， 大屏上出现了 30 个词汇，

孟老师教我们使用想像法后， 短短

一分钟就记住了； 接着又教了定位

法，用头、眼睛、鼻子、嘴巴、喉咙、肚

子、腰、腿、脚、手等 10 个人体器官，

相对应莫言的十大代表作而进行快

速记忆。 之后，孟老师还给我们讲解

了定位法的至高境界———“大脑图

书馆”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抽取需要

的内容。 这时，那 8位被谢老师带去

单独“开小灶” 的同学也回来了，他

们依次背诵了无规律语文句子、圆

周率后 30 位小数点，拼背英文“无

上荣耀” ， 转眼间就如神功附体，实

在太厉害了！

这次活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

子里举办， 我明白贵阳晚报小记者

团的良苦用心： 除了让我们见识特

殊的记忆方法和学习方法外， 还希

望我们不忘国难，培智扶志，努力学

习，加强知识储备，为国家建设时刻

准备着，防止外侮，使我们和我们的

后代子孙都能快乐地、 有方法地学

习，无忧无虑地成长！

去参加最强大脑公开课学习

前，我一直在想：是我们在电视上看

到的吗？是“最强大脑”的选手们来

讲课了吗？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我和爸

爸来到贵阳市图书馆。 一想到可以

和“最强大脑”的选手们见面。我非

常激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我们小记者团按老师要求签

到、排队进场。屏幕上已经开始播放

以前最强大脑选手比赛的视频。 终

于开讲， 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一满

屏数字，我看完都要用两分钟。可最

强大脑老师仅用了 30 秒就把全屏

数字背诵下来了。 这才让我回忆起

我以前所学的数字编码记忆法，原

来我是没有把老师教的方法应用到

实际中。

听完老师课后， 我终于明白学

习其实并不难， 只要有好的学习方

法，我们学习起来一定会轻松，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今天开始， 我要把以前学的

数字编码、定点记忆、内定位记忆、

人物记忆、 记忆宫殿等方法用到学

习中。也希望同学们用好方法学习，

让学习变得轻松！

小

记者作品

零距离触碰“最强大脑”

走进“最强大脑”

科学记忆我最强

背诵不再枯燥

北京市芳草地小学四（2）班

彭润涛

收获学习的乐趣

苗苗实验学校二年级（7）班

戚覃紫欣

学习需要好方法

北京芳草地小学四（5）班

黄振鑫

孟老师教授怎么快速背诵词语

谢超东老师展示背诵无规律数字

听讲座

小记者和家长上台互动

获辅导

小记者现场变“脑王”

省府路小学三（6）班 周后旺

记词的好方法

乌当新天二小五年级（2）班 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