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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

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

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

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现场

测试

记者调查

北大脑科学专家：

松果体不能成像

“那个就是骗人的，胡扯”，北京大学心

理学系专门从事脑神经研究的教授周晓林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咨询时称，自己早就听说

过类似骗局，不想还会有人相信。周晓林表

示，人完全不可能通过训练达到蒙着眼罩看

东西的能力，“没有了视觉怎么看？”

至于“松果体是第三只眼”一说，周

晓林觉得很荒谬，他解释说，松果体是负

责内分泌激素的器官，不能成像。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认知与发展心理

学研究室的研究员蒋毅，是专门从事脑功

能成像等技术研究的专家，对于“蒙眼识

物”的技能，蒋毅称“肯定不可能，从科学

上、常识上来讲都是讲不通的”。蒋毅解

释说， 通过脑电波是无法识别颜色的，松

果体与脑电波更没有必然关联。

成都中医药大学神经内科主任杨东

东则告诉记者， 自己从未听说过人可以

“蒙眼识物”。杨东东告诉记者，通常人脑

的成像是物体先在视网膜上成像，然后通

过视神经传入大脑视觉区域。“脑电波怎

么可能清晰成像呢？”杨东东称，没有所

谓“第三只眼的说法”。

魔术师：

“蒙眼识物”在魔术界十分常见

成都籍魔术师李奕则告诉记者，“蒙

眼识物”这种表演，在魔术界十分常见。

李奕称，首先，很可能是眼罩的问题，如上

下漏光有缝隙等等。而即便能完全排除眼

罩的问题，仍有许多方式可以实现，比如

小朋友能得到现场的非视觉的提示，包括

利用气味、味道，甚至耳麦、摄像头的工

具， 或者卡片本身就有暗示暗号等等。总

之，“做出类似的表演完全不是难事”。

最强大脑栏目组：

报名者没有一个“蒙眼识物”

昨日，记者联系到了江苏卫视《最强

大脑》节目组的相关负责人张翼。对于许

多培训机构打出“最强大脑”的旗号，张

翼称，“最强大脑” 没有授权任何培训机

构打这个旗号。张翼表示，《最强大脑》第

一季一共有300多位报名者， 其中没有一

例是具有“蒙眼识物”这种功能的，即便

有，应该也不会播。

9岁的祝欢（化名）是城区一所知名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坚信自己能蒙着眼

睛看颜色。但在班上成绩稳居中下的他没

有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手拿黄色卡 有咬柠檬的感觉

听到“潜龙智德”这个培训机构的名

字，祝欢说自己就是在那里培训，从二年级

下期加入，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在潜龙智

德的蒙眼识物培训中， 祝欢要进行手指操

的练习，让自己手指更加敏感。中午时分，

还要听“很大声的音乐”。虽然说是音乐，

但祝欢从来没听出来旋律，按照他的描述，

是很多种类的声音，有嗡嗡嗡的声音，还有

流水的声音等等。听完音乐，还要进行看东

西的训练。“看一个很多物体和形状的东

西， 然后看残像。” 他还特别解释了“残

像”这个词，“比如看太阳，看一会儿以后

再眨一下眼睛，就会看到一种光的颜色。”

至于蒙上眼睛怎么能看到颜色，他说

老师告诉他们是靠感觉，每种颜色在手上

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比如黄色，培训老

师告诉他们黄色的感觉就像咬柠檬，每次

出现咬柠檬的感觉，就能判断手中的色卡

是黄色。而在培训中，他拿到每张色卡，都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些颜色是“麻”，有

些颜色是“紧”，有些颜色是“重”。

每次培训换地方 父母不能参加

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周六，他妈妈带着

他参加了一次讲座，一个学员展示了蒙眼

识物等技能。祝欢觉得这些技能都能帮助

自己提高学习成绩，于是让妈妈给他报了

名参加培训。每次新技能的培训都在不同

的地方，爸爸妈妈会送他过去，但他们并

不能跟他一起上课。最近，他参加蒙眼识

物培训就花了整整两天，第一天是识别色

卡，第二天是识别扑克牌和字卡。早上8点

多就要到培训地点，培训到晚上七点多。

说起参加培训的“同学”，祝欢说最

小的只有四五岁，但他最崇拜的是年龄最

大的那个初中生，他不仅能蒙着眼睛看到

字卡，还能看到各种名片。

蒙眼识物 6次测试“看”对2个

参加培训没多久，他甚至因为能蒙着

眼睛看到汉字当上了“展示学员”。他两

次上台进行展示， 每次还能得到500元的

奖学金。

他说自己只能识别红、黄、蓝、绿四种

颜色， 记者用彩色笔当场进行了蒙眼测

试：他接过一支红色的笔，放在两眉之间，

也就是所谓 “松果体” 存在的地方进行

“感应”，大概10秒之后，他给出了“红

色”的答案；再换一支蓝色笔给他，他依

然如此感应， 并用手指来回摸了几次笔，

告诉我们是蓝色。

可是， 神奇的感应并没有持续下去，

再后来的四次“感应”中，他全部答错，都

没能答对正确的颜色。

记者找到了曾展示“蒙眼识物”的大

邑学生晨晨（化名）。晨晨告诉记者，从去

年12月开始在潜龙智德上课，“蒙着眼睛

的时候， 真的可以看到东西”。“如果是红

色的卡片，我就能看到太阳，如果是绿色的

卡片，我就能看到河流之类的”，晨晨称，

蒙着眼睛的时候， 自己依然可以感知到与

卡片颜色或者卡片上词语相匹配的画面。

字卡放入黑袋子 孩子认不出

在记者要求下， 晨晨的妈妈同意让她

在家中客厅为记者展示“蒙眼识物”。记者

拿起晨晨佩戴的眼罩进行试戴， 发现眼罩

本身并不透光，但发现根据角度调整，上方

和下发方的缝隙可清晰看到外面的物体。

一开始，杨妈妈递给晨晨多张色卡，晨

晨全部答对。杨妈妈加大难度，拿出了黑袋

子将黄色卡片放在袋子中。这一次，晨晨的

双手在黑袋子中反复摸卡超过一分钟，并

未作答。“怎么样，摸出是什么颜色了吗？”

晨晨没有回答，而是移开了话题：“我现在

能看到电视里演的是什么”。 晨晨开始描

述电视屏幕的画面， 当晨晨仰起头并向左

侧微偏时， 杨妈妈将手挡在了晨晨的视线

前方，晨晨停止了描述，并马上用手开始调

整眼罩。 后来晨晨将卡片从黑袋中掏出进

行“识物”，她才给出了答案“黄色”。

记者背过晨晨在卡片上写下“杨”字

并放入黑袋。这一次，约3分钟时间内，晨

晨都没有作答。“你平时很快的， 是不是

今天紧张了？”杨妈妈对晨晨指导着，“把

手搓热”。“我手心都搓出汗了”，杨妈妈

让晨晨将字卡拿出黑袋再来看。 拿出黑

袋， 晨晨仰头将脑袋放在了沙发靠背上，

然后拿着纸卡伸起了懒腰。“是不是汤

啊？” 晨晨小声问妈妈，“三点水的那个

汤”。见妈妈没有给出准确答复，晨晨马

上又问“那是不是杨啊？”。

爸爸不信 爷爷觉得“在蒙人”

在晨晨展示技能的过程中，晨晨的爷

爷也一直在一旁看。“她戴那个眼罩肯定

还是看得到”，展示中，爷爷多次表示不

信，觉得晨晨“在蒙人”。

“其实全家人都不相信”，杨妈妈并

没有反驳爷爷，而是告诉记者，全家人中，

只有自己一人相信晨晨的“技能”。杨妈

妈称，爸爸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也从不陪

晨晨训练。

11

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要闻

号称2天学会蒙眼识物 记者一测频频失灵

蒙眼识物蒙了谁

责编 徐剑 编辑 吴林静

美编 冯成 校对 张德顺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新华社两年前揭穿上海

“蒙眼识字”

名为蒙眼识字

实为练习作弊

2012年8月26日，四位

如梦初醒的家长向上海

市青浦区警方报案，称正

在青浦区华新镇迪利特

宾馆开办的“赢在右脑”

培训班涉嫌欺诈。

据了解，“赢在右脑”

培训班是由注册在上海

市闵行区的新雨教育培

训中心开办，招收年龄在8

岁至17岁。

雷雅茹的初级班课程

分为两部分，先背圆周率，

再学蒙眼识字。“呼吸，再

呼吸，闭眼呼吸，慢慢会有

光进来……”孩子们在她

的带领下把窄窄的布条蒙

在眼睛上， 开始感知扑克

牌的颜色， 在她的不断

“鼓励”下，孩子们似乎在

短时间里就纷纷学会了这

项“神奇”的功能。

来自海南省海口市

的培训班学生家长万先

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

初他对孩子脑力开发的

培训还是赞同的，所以把

11岁的女儿送到了上海。

“初级班培训结束后，

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她掌握

的神力， 我就意识到被骗

了。”万先生说，通过自行

测试后不难发现，所谓“蒙

眼识字” 其实是透过一定

的作弊技巧实现的偷看术。

“蒙眼的布条很窄，小孩子

通过眼球的转动微微移动

布条， 光线就可以漏进来，

足以看到鼻子底下物体的

颜色和数字，绝对不是训练

右脑开发的结果！”

来自广东省东莞市的

学生家长杨先生说：“更

夸张的是，到了中级班所

谓5秒翻书，3分钟看完10

万字且过目不忘，后来发

现都是假的……”

事后，警方以涉嫌诈

骗立案侦查，该培训中心

招收学生202人，涉嫌违规

收取学费1200多万元。

热线征集

在掌声中， 一个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小

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走到讲台中央。

女孩自我介绍说，她叫晨晨（化名），

10

岁，来自大邑某小学

3

年级

5

班，今年

1

月报

班学习“超动力”。“

2

天下来，确实蒙着眼睛

能摸出色卡。回去训练后，手写的字都能摸

得出来。”黄老师邀请大家上台见证。

黄老师将一个黑色眼罩递给大家，让大

家检查。和普通眼罩不一样，这个眼罩下方

还连接了一块黑布，长度覆盖至脖颈。“可不

可以从鼻子下方看到东西？”黄老师问。记者

将眼罩对着灯光反复验看，确定不透光后又

进行了试戴，确实无法从下面识物。

随后，黄老师拿出了一堆字卡、扑克牌和

颜色卡，分发给大家。此时，晨晨已坐到了椅

子上， 用眼罩蒙住了眼睛， 并将双手举过头

顶，不停揉搓。

10

多秒后，她停止了动作，黄老

师示意家长将一张写着“车”字的卡片放到她

高举的手中。晨晨接过字卡，举在距离额头

10

厘米处的位置，双手揉搓。似乎眼罩让她有些

不舒服，

3

秒钟后，她用右手背蹭了一下眼罩，

继续揉搓卡片。又过了两秒钟后，她又用右手

手心蹭了一下眼罩。

8

秒钟后， 她将手伸到脑

后扯了扯眼罩的带子，又蹭了两下眼罩。

黄老师弯下腰 ， 问晨晨 ：“有点像什

么？”“书。”晨晨犹豫了一下，小声回答说。

“再搓一下手。”黄老师对晨晨说，“是

不是有些不舒服啊？ 调整一下， 换一个色

卡。”晨晨接过一张绿卡，和刚才一样将卡

在手心反复揉搓。揉了一会儿，她将色卡贴

到额头上。“什么色？”“蓝色。”

她开始不停用手背抹额头。“有点热是

吧。”黄老师问。晨晨点点头，又接过一张黄

卡贴到额头，揉搓了几秒钟：“红色”。黄老

师收回卡片，让晨晨“再调整一下状态”。这

时， 一旁的晨晨妈小声说了一句：“和家里

的眼罩不一样”。晨晨又抹了抹额头，重新

接过一张黄卡，贴额，揉搓：“黄色。”“好样

的！掌声鼓励！”黄老师的声音高亢了许多。

随后，晨晨又正确认出了

1

张色卡，

4

张

花色扑克牌和两张字卡，没有再错一次。识

卡速度快则几秒，慢则十多秒。

记者注意到，在认卡时，晨晨露在眼罩

外的眉毛高高地挑了起来， 额头被挤出了

细纹。“眼睛闭起来。” 晨晨妈妈也注意到

了，小声对女儿说，“用手摸，眼睛闭起来。”

蒙上你的眼睛，你还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吗？在“潜龙智德”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口中，答案是“能”！

近日，在成都一个四星级宾馆的20楼小会议室里，他们向4个成都家庭展示了由该机构开发的蒙眼识物课程。展示者是成都大邑某小学3年

级女孩晨晨（未成年人，化名）。戴着黑色眼罩的她，将字卡贴在额头，又在手里一阵揉搓，便能读出上面写了什么字。

培训机构给这项技能取名为“超动力”，学习两天即可掌握。晨晨妈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掌握这样的超常技能，她一共花费了13万多元。

揉搓 贴额 挑眉 蹭眼罩……

学员辨认色卡“花样百出”

如何记忆“篮球、飞机、墨水、阿姨、美国”？

“篮球扔到天上，砸中飞机，洒下墨水，滴

到了阿姨身上，阿姨跑到美国……”

下午2点半，金牛润邦国际酒店20楼，一个

20多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其中包括

一位妈妈和两个女儿，一对中年夫妻和读初中

的女儿，一名初中男生和母亲，一个5、6岁小男

孩和父亲。

一位身穿中山服的男子自称叫黄历强，广

东人，身兼全脑教育西南区首席讲师、国际注

册高级右脑开发培训师等多个头衔，也是此次

讲座的主讲人。

他告诉听众， 想象是快速记忆的秘诀。以

“篮球、飞机、墨水、阿姨、美国”等长串词语为

例，可以这样记：“篮球扔到天上，砸中飞机，

洒下墨水， 滴到了阿姨身上， 阿姨跑到美国

……”

这时，黄老师说，“潜龙智德”共开发了七

阶学习课程，快速记忆只是第一阶，他现在要

为大家隆重推出第三阶课程：“超动力”。

什么是超动力？他给出解释：“通过一个训

练，可以开发大脑潜能，提高聪慧度，更睿智，

悟性更高，更有远见，外在表现为蒙眼识物。”

如何识别手中色卡颜色？

接过字卡， 举在距离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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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处的位

置，双手揉搓。似乎眼罩让她有些不舒服，用右

手背蹭了一下眼罩，继续揉搓卡片……

根据黄老师的阐述， 世间万物都有信号，

人的大脑波则能感知到这类信号。

“我们有没有梦见几天或一个月后的某

一个场景？有没有！”他说，这正是因为人脑中

的伽马波，“又叫宇宙波”，在人熟睡时被强烈

释放出来，所以可以“穿越过去和未来，看到

这些东西”。而“超动力”课程正是通过开发

这些脑波，提高人接受外界信息的能力，让人

的专注度变得更高，自然在学习上就有更好的

表现———“普通人1个月才能学好的内容，开

发了脑波的人一个星期就能学好。”

见现场逐渐沉寂， 黄老师补充说，“我们

做了10多年，效果有保证，北京大学、暨南大学

都有立项研究。”“你们不相信我讲的，那想不

想亲眼见证。”讲述完一个个事例后，黄老师

高举左臂，大声喊道。“想！”现场热烈鼓掌。

测试“潜龙智德”学生的蒙眼识物

蒙眼识物 6次测试“看”对2个

“展示学员”再现蒙眼识物

放进黑袋子，孩子认不出卡片

脑专家说不科学 魔术师说很常见

专家解读

展示结束，黄老师继续讲解蒙眼识字的“原

理”。“知道为什么放额前吗？”他说，这是因为人

的左、右脑之间存在一个松果体，又名间脑，“是

人的第三只眼”。将卡片贴在额前，就可以通过这

“第三只眼” 感应出信息。 而要掌握这门技能，

“只需要学习两天，每月再强化一天，强化三年，

孩子到18岁前就能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他说，“超动力”课程每年都会在广州、成都、

长沙、南京、青岛、南昌、武汉、上海、郑州、重庆等

许多城市滚动开班。“每个班， 每个地区每两个月

才会开一次，报满了，不会加班。”他说，每班人数

控制在15人以内，“成都现在已是73期了”。

“超动力”培训 价格不便宜

教授的是“超动力”， 价格自然不会便宜。

“29800元。”黄老师报出一个价格，而这还是当

天讲座现场报名才有的优惠价，“非现场报名则

是39800元”。“保证百分百有效果。 无效你交多

少我还你多少。我们做了10多年，这门课程推广2

年多，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工作人员则建议记者报“全阶班”，学

习包括七阶所有课程，折扣会更高。晨晨妈说，她

就报了全阶。“你刚才看到的快速记忆和思维脑

图打包，一共学习4天，价格是49800。”

“速读课程是69800元，一共学习8天。学完

这个课程，其他小孩1分钟只能读300个字，你的

小孩1分钟可以达到3000字， 而我们最好的学生

一分钟可以读1万字以上。”“还有领袖力课程，

培养孩子的情商、财商和智商。一共15天的培训，

也是69800元。”她拿出计算器，将所有费用加在

一起。“一共是189200元。但如果你今天全报，只

要139800元。”这正是晨晨妈所称自己缴纳的费

用。“学几天就10多万啊？” 记者问。“一点都不

贵。” 对方笑笑说，“因为我们会对孩子进行1~3

年的跟踪复训，终身免费复训。你算一下。1~3年，

你基本上每周都可以过来学习，作业、考试也可

以拿过来，让老师教你正确的方法。算下来很划

算，一年都没花多少钱！”

在其网站上，展示着不少的“成功案例”，贴

出了十多名曾接受培训的小朋友的照片。这些学

员的年龄分布在9到13岁，来自成都各个中小学，

如石室联中、泡桐树小学、石室中学青龙校区、成

都外国语附属小学、成都美视国际学校、大邑县

北街小学、温江第二小学以及温江实验小学等。

记者随机对泡桐树小学、大邑北街小学以及

温江二小等学校中出现在网页中的“成功案例”

学员进行核实，发现这些小朋友身份真实，并且

确实曾参与潜龙智德的培训课。

成都“总部”在居民小区中

日前， 成都商报记者依照潜龙智德网站的地

址， 来到了位于青羊区瑞联路66号的天合凯旋

城。这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在5栋2单元，记者

终于找到了它在成都的“总部”，门口既无招牌

也无明显标志，在防盗门上，用一张打印的A4纸

张贴着“潜龙智德”四个字。

记者假称是来咨询的家长，一名姓辜的工作

人员接待了记者，将记者带到了阳台改成的接待

室。这是一套租用民房改作的办公场所。据她介

绍， 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我们教学都是

在高档星级酒店，一般周末开班，实行的小班制，

每期有四五个学员。”

在介绍培训课程时，记者提出，能不能解释

一下“超动力”课程如何实现蒙眼识物？辜老师

立即给记者介绍了松果体理论， 并打了个比方：

“人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潜能，只不过很多人

不强化锻炼，就渐渐消失了。我们都是有全国专

利的，研究所设在北京的中关村。”

学蒙眼识物交3万 全套学完要近14万

1

现场

测试

2

成都商报记者

晨晨现场展示蒙眼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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