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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眼能辨色”
“七天成诗人”——

“脑立方”培训班是神奇还是忽悠？
短短几天时间“开发”
孩子右脑，提高学习潜能，
甚至达到“蒙眼辨色”
“七天
成诗人”
“过目不忘”……
近日，
“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了一个名为“脑立方”
的培训机构。该机构号称
在全国有 120 多个教学点，
培训学员超过 2 万名，并在
上海设立了教学总部，注册
了 12 家分公司。
在上海规范教育培训
市场秩序、对“无证无照”教
育培训机构进行逐步关停
的大背景下，仍有披着“神
奇效果”外衣的培训班趁着
暑期忽悠学生和家长。
神奇“忽悠”

新华社发

学费 6.8 万元，称 1 小时可创作 20 首古诗
在这个暑假，每天早上 9 点
前后，位于上海市周康路一座写
字楼里，等着上电梯的队伍常常
排到楼外。其中，大部分是家长
带着孩子，上楼参加一个名为“脑
立方”的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面向 6 岁至 18 岁
的学生，开设的系列课程宣称“开

启右脑的智慧，促进左右脑平衡
应用，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记忆
力、创作力”等。
记者参加了一堂面向家长的
宣讲会。会场满满当当坐了来自全
国各地家长近百人，
“脑立方全脑应
用亲子导师”
丁士千向家长宣讲
“脑
立方”
的神奇效果：
“超感心像力”
课

“蒙眼辨色”试 8 次错 7 次
孩子经过培训真的能达到宣
传效果吗？上海丁先生的孩子今
年初上了“脑立方”的“超感心像
力”课程，在经过所谓“右脑开发”
后，发现孩子并不能做到“蒙眼辨
色”，于是退出培训。
“我怀疑孩子
们就是去猜，而我们家孩子比较
老实，看不见就说看不见。”
记者走进“脑立方”的“超感
心像力”教室，看到孩子们闭目低
头而坐，仿佛在集中精力冥想。
一位老师叮嘱来接孩子的家
长说，孩子回家后每天至少要练
10 至 20 分钟的“蒙眼辨色”，争取

程提升孩子专注力，
蒙着眼睛也能
辨别物体颜色；
“脑屏成像”
课程增
强孩子记忆力，
对任何文章篇目过
目不忘；
“超感创作力”
课程激发孩
子创作力，
1小时写20首古诗，
再不
愁背书和写作文。
在宣讲会现场，两位 13 岁左
右的孩子演示了“脑屏成像”和

“超感创作”。一个孩子准备了
10 分钟左右后，将一段约 100 字
的文章流畅地正背、倒背；另一个
孩子则根据一位家长的名字，作
了一首藏头诗。
宣讲会后，多位家长现场缴
费报名。
“ 朋友推荐了就过来看
看，效果似乎不错。”一位现场报

名的家长对记者说。
据介绍，整套系列课程收费
6.8 万元，
包含了 2 天的
“超感心像
力”、7 天的“超感创作力”、7 天的
“脑屏成像”等全套课程。其中，
“超感心像力”是系列课程的基
础，孩子在两天能“打开右脑”，实
现
“蒙眼辨色”
，
成功率为 100％。

脑开发尚无科学理论证实

把脑门里的那个“小光球”越练越
亮。孩子要通过手、额头、后脑勺
等部位训练，感知出颜色，
“投射”
在“小光球”上。
应记者要求，
“ 脑立方”工作
人员叫来了三个受训过的孩子演
示“蒙眼辨色”，分别通过手、额头
等部位“感知”纸牌和塑料积木的
颜色。三人共尝试 8 次，答错 7
次。工作人员解释说，可能是因
为有很多陌生人在场，比较紧张，
难以集中注意力。
此外，工作人员还展示了“右
脑开发”
的过程。他拿出一张蓝底

上印有橙色圆球的卡片，
让记者集
中注意力盯着看，随后闭上眼睛。
工作人员说，
如果闭上眼后还能看
到颜色和一块屏幕的话，
就证明记
者的大脑是可以被开发的。
“这与大脑认知无关，属于视
觉补像，
就像对着太阳看后闭上眼
睛会有光亮。”华东师范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蔡清说。
她解释，目前，世界上确实有关于
用指尖阅读方面的研究，
但还没有
任何理论能够证实，
视觉以外的人
体功能可以感知图像和颜色。
在“脑屏成像”和“超感创作

力”教室，记者看到，学生们反复
训练记忆力和作诗。根据“脑立
方”方面的说法，在“打开右脑”
后，孩子的脑海中会呈现要背诵
的段落和要作诗的场景，只需“照
着念”和“照着写”即可。当记者
以《新上海》出题时，一位来自外
地的学生现场作诗：
“ 酒店住大
厅，公较（交）坐车玩”。
蔡清认为，
所谓左右脑理论在
学术界已经落后。目前，
科学界公
认，
左右脑本是以不同的方式协同
运作的，并不存在“打开右脑”一
说。
“况且，
在5至10分钟内背出一

两百字的文章，
本来就很正常。
”
“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无论
内容和形式有多美，倒着看都谈
不上美，毫无意义可言，所以相关
培训也根本没有价值。”复旦大学
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玉峰说。
黄玉峰说，古诗词的教与学
有自身规律。
“ 古人云‘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是说
古诗词写作要在大量阅读和积累
的基础上，依靠长期的训练和情
感的融入。所谓‘七天成诗人’，
更像是一种急功近利心态下‘走
火入魔’的教学办法。”他说。

到一个结果。”
“蒙眼辨色”和“过目不忘”，期末
3 年间，
“ 脑立方”已发展了
回老家考试。
“ 去年比较忙，每几
120 多个教学点。企业自称，还
天都得出去一趟，经常 1 个星期
有上海徐汇等一些教学点正在建
6 天在外面出差，展示成果，拿点
设装修阶段，同时有大量新建协
补贴。”
议，今后还将投资办“脑立方幼儿
江雪说，她在老家农村学校
园”。
没心思读书，就跟着在“脑立方”
记者发现，所谓“非教育培
工作的亲戚来到上海读私塾，不
训”的“脑立方”还设有私塾。今
出差时由“脑立方”的老师教些文
年 14 岁的江雪（化名）就在私塾
化课。像她这样可以为家长展示
念书，学籍保留在老家河南兰考。 的孩子在上海有好几个，有些长
她告诉记者，在“脑立方”的
期待在这边，有些是随亲戚暑假
日常生活主要是到各地参加宣
过来。
讲 会 ，向 前 来 咨 询 的 家 长 展 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吴遵民说，
“ 脑立方”的私塾未获
办学许可，却诱使一些孩子放弃
义务教育，已经涉嫌违法。
事实上，早在 2012 年，新华
社就曾播发报道揭露类似骗术，
但几年后，相似的骗术依旧换汤
不换药地重现。吴遵民说，这些
骗术之所以屡屡得逞，归根结底
是急功近利之心蒙住了家长的
双眼。此外，教育行政、市场监
管部门应对办学机构的资质严
加审核，并加大对无证办学的打
击力度。
（新华社电）

无办学许可却设私塾，有孩子辍学走穴
据悉，
“ 脑立方”总部位于内
政管理部门登记，才能从事经营
蒙古，企业注册名为“内蒙古脑立
性培训活动；其他公司不得以教
方全脑应用训练中心股份有限公
育咨询或教育类家政服务等名义
司”，注册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变相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
其在上海共设 12 家分公司，未在
“脑立方”内蒙古总公司法人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宋建华、上海分公司法人金骏表
由上海工商、教育与人力资
示，之所以未向所在地方教育部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制定的
门征求意见，是因为所从事的“并
《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登
非教育培训，而是潜能开发，属于
记暂行办法》和《上海市经营性民
一种能力训练”。
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当被记者问起为何要教孩子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需要征求上 “蒙眼辨色”时，宋建华说：
“ 我们
海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
也不想这样表现，我说已经帮孩
保障行政部门意见后，由工商行
子开发了右脑，但家长一定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