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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新兴教育方式的启蒙组
织" 新周知全脑教育集训营用一流的
讲师团队" 通过彻底改变孩子的思维
方式"教会孩子高效的学习方法#如此
前沿的记忆法"只需八天就教授完毕"

机构负责人指"这种记忆不是短期的"

将能伴随孩子终生#只要隔一段时间"

把新周知脑图拿出来温习一遍即可#

新周知教育的学习方法不仅让
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而且让
他们节约了更多的时间去发展他们
的课余爱好# 最特别的是"每期集训
营都专门开设感恩教育课程"组织策

划盛大的感恩晚会"通过感恩教育引
起学员的心灵震撼"唤起孩子内在学
习动力"从而对学员人生价值"道德
修养进行引导和塑造#新周知教育机
构已经使近#万名学员从中受益#

每次学程结束"机构都会邀请学
生家长现场验证"孩子记忆力的飞跃
总会令家长们喜出望外#该机构还特
设复训课程"帮助广大学员有效巩固
复习"深化学习效果"成绩优异的学
员还可参加精英班集训"并有资格被
选送参加$中国脑力锦标赛%或$世界
脑力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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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周知教育机构领衔的世界记
忆大师教练讲学团组织的全国巡讲观
摩会" 是对新周知全脑教育课题成果
的现场展示和见证"课程中"全脑教育
课题组专家将对全脑教育课题组专家

将对全脑教育开发的成果和普及实施
方式进行详细阐述" 并随机抽取学生
一对一辅导" 与会家长将现场见证孩
子现学现用背诵数字和中英文信息
的$奇迹$"见证孩子惊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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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中央十套'百科探秘!栏
目播出的'记忆大师的秘密!节目引
起观众的巨大反响"世界记忆大师郭
传威(朱少敏(袁文魁三人也应邀到
节目现场展示了他们惊人的记忆能
力" 当场揭开神奇记忆术的神奇面
纱"他们只想通过此举告诉世人)**

天才是可以培养的&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

岁的小女孩表演了+背诵百家姓%&很多
人把这个小女孩称为 +记忆神童%& 其
实"小女孩用的科学记忆法"早在'))%

年已被引进作为国内的核心教育方法&

*月'"日"在新周知全脑教育观摩会上"

参与者就有机会现场见证这种神奇的
教育方法"让孩子记忆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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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知负责人告诉记者"+学习
潜能测试%就是学生们在观摩了全脑
教育成果后"接受的一次测试& +我们
将通过测试"选拔那些符合条件的学
生"在暑期进行为期#天的集训& %据
悉" 学习潜能测试题是由新周知教
育(教育科研院所等单位著名心理学
和教育专家"依据心理学(教育理论

和学生学习实际"编制而成的"分别
涉及到学生的想象力(观察力(注意
力(记忆力以及学习心态(成功素质
和学习模式&

凡是通过了学习潜能测试的学
生"将获得参加+新周知暑期集训营%

的机会"掌握高效(实用的思考模式"

提升孩子学习力和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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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的定理和法则为什么容易
忘记,%+孩子的英语词汇为啥总是记不
住,%+那些枯燥的历史时间为啥总容易
混淆, %这些都是困扰无数学生和家长
的难题& 主办方告诉记着"这些问题的
产生"其实是由于学生们没有掌握记忆
的方法导致的&+我们平时的教育"大多
是以满堂灌的方式"让学生学会死记硬
背"没有重视孩子的心理和生理发育特
点& 要让孩子记住这些枯燥的知识"必
须对教育方法进行改革& %

主办方认为" 孩子容易忘记知识
点"是因为记忆本身不扎实"知识点在
大脑中停留得很肤浅" 孩子不能对他
产生强烈的记忆" +这就是死记硬背
的结果"一直都是死记硬背"一直都记

不深刻"于是每次都要从头再记"非常
劳神费力"久而久之"孩子容易产生厌
恶感"甚至对学习失去兴趣& %

主办方告诉记者" 在他接触到的
学生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家长眼中的
+厌学的孩子%"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

+孩子们如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记住
一大堆东西"而且能保持长时间记忆"

这将让孩子们产生巨大的成就感"一
旦他们尝到全脑记忆发带来的甜头"

就会对学习充满信心& %主办方说"掌
握全脑记忆法后" 记忆对于孩子来说
是一件非常轻松而有趣的事情"+只要
掌握了这种方法"并能够很好的运用"

记住那些烦杂的定理法则和英语单
词(各种知识点根本不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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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王先生经过慎重考虑为女
儿报名参加新周知全脑教育集训营"

他总结了选择新周知的三大理由-首
先是科学用脑实现快速学习& 通过多
项科学的实验和实践证明"人脑中右
脑部分蕴藏的潜力巨大"如果能合理
开发使用右脑进行记忆和学习"将大
幅提升记忆效果和学习效率& 新周知
教育组织专家进行科研攻关"研发出
了这套适合国人的大脑开发技术"成

果喜人&

其次是暑期规模化集训&在暑期"

新周知教育举办++脑子天下第一%集
训营"让孩子们轻松掌握到记忆方法&

半军事化的管理"快乐的个人竞争(团
队竞争"都将成为孩子们难忘的经历&

第三是与世界记忆大师教练零
距离接触& 在集训营中"多名世界记
忆大师教练将亲临现场为学员传授
+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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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天的第!&届世界脑力锦标
赛于')!)年!'月%日晚在广州落下帷
幕" 共诞生了'&位新的世界记忆大
师& 中国队以%金"银-铜的奖牌数位
列本次大赛的亚军&

+世界记忆之父% 托尼.博赞表
示"中国用最短的时间在脑力开发教
育领域创造了世界奇迹"也成为世界

脑力开发教育的领先国家&

本次世界脑力锦标赛中国队参赛
选手均接受过脑力集训营的培训"不仅
将这种国际最前沿(最先进的记忆方法
教给我们的孩子"而且教会孩子如何将
这种方法运用到学习当中"对于学有余
力的优秀学员可以保送参加每年举行
的中国脑力锦标赛和世界脑力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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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脑力锦标赛赛场上"每一张桌
子上都摆好了两副扑克牌"顺序已经全
部打乱& 每个参赛者都面临一个艰巨的
挑战-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准确记下一
副扑克牌的顺序"并用另一副牌还原&

来自中国的一位选手驾轻就熟
地把第一副牌浏览了一遍" 收起来"

然后迅速用另一副牌摆出刚才记下
的顺序&大赛宣布"他的成绩是!"秒"

一项新的世界大赛纪录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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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大脑皮质活动频繁" '岁
儿童的大脑皮质活动程度巳基本
接近一般成年人的水准" ,岁儿童
的大脑皮质活动可以达到成年人
的两倍" !#岁时达到成年人的水

准& ,.!*岁这段黄金岁月是人一
生中最好的学习时间& +务必在
孩子的黄金岁月选择高端的教育
方法开发孩子大脑" 提升孩子学
习能力( 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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