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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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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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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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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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眼辨色”试8次错7次
脑开发尚无科学理论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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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清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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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办学许可却设私塾
有孩子辍学走穴

据悉，“脑立方”总部位于内蒙古，企业
注册名为“内蒙古脑立方全脑应用训练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其在上海共设 12 家分公司，未在地方教育
行政部门备案。

由上海工商、教育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共同制定的《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
机构登记暂行办法》和《上海市经营性民办
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经营性民办
培训机构需要征求上海教育行政部门或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意见后，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才能从事经营性培训活
动；其他公司不得以教育咨询或教育类家政
服务等名义变相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

“脑立方”内蒙古总公司法人宋建华、上
海分公司法人金骏表示，之所以未向所在地方
教育部门征求意见，是因为所从事的“并非教
育培训，而是潜能开发，属于一种能力训练”。

当被记者问起为何要教孩子“蒙眼辨
色”时，宋建华说：“我们也不想这样表现，我
说已经帮孩子开发了右脑，但家长一定要看
到一个结果。”

3 年间，“脑立方”已发展了 120 多个教
学点。企业自称，还有上海徐汇等一些教学
点正在建设装修阶段，同时有大量新建协
议，今后还将投资办“脑立方幼儿园”。

她告诉记者，在“脑立方”的日常生活主要
是到各地参加宣讲会，向前来咨询的家长展示

“蒙眼辨色”和“过目不忘”，期末回老家考试。
江雪说，她在老家农村学校没心思读

书，就跟着在“脑立方”工作的亲戚来到上海
读私塾，不出差时由“脑立方”的老师教些文
化课。像她这样可以为家长展示的孩子在
上海有好几个，有些长期待在这边，有些是
随亲戚暑假过来。 据新华社

由于版权意识弱、违法成本低、追责难
度大等原因，近年来网络图片成为被侵权盗
版的重灾区。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网络图片
版权保护亟待加强。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推动了“读图时
代”到来，图片的电子化与网络化已成大
势所趋。这一方面让图片突破了传统线
下载体的限制，极大提升了传播效率，降
低了传播成本，另一方面也让图片侵权盗
版现象呈爆炸式增长。

日前，中国版权协会首次举办了“互联
网＋图片版权保护与产业发展”研讨会，探
讨互联网时代图片版权保护的现状与未来。

据《2017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中国网络核心版权产业规模突破5000
亿元，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网络文学、网络视
频及网络音乐等核心产业规模超过百亿元
甚至千亿元，而网络图片所占份额微乎其
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对网络侵权
状况的统计中，网络图片占 24％，在上述产
业中位列第二，形成奇特的“倒挂”现象。

“网络图片是有价值的，有市场的，但是
这种价值被盗版吃掉了。”中国版权协会驻
会副会长王自强说。

由于版权意识不强，“盗图”现象在
网上随处可见，比如在微信公众号文章
中配用未经授权的网络图片，或者发微
博时在网络图片上打上自己的署名“水
印 ”，这 些 行 为 往 往 不 被 意 识 到 是 侵 权
行为。这不仅发生在个人、自媒体和小

商家身上，也见诸各大网络媒体和大中
型企业。

由此，近年来围绕网络图片版权纠
纷急剧增多，诉讼案件也迅速增长。北
京市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杨德嘉
介绍，2015 年海淀区法院审理图片著作
权 案 件 1000 余 件 ，2016 年 为 2000 余 件 ，
2017 年截至 7 月已达 2800 余件，其中大
部分是线上侵权。

专家指出，加强网络图片版权保护已成
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摄影著作
权协会总干事林涛强调，图片版权保护首先
要完善法律体系，大力推进修改著作权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进程，使这些法律法规适应
数字化和网络时代图片版权保护的新情况。

除了法律法规的完善，还需要建立行业
规范。视觉中国集团创始人柴继军呼吁，成
立图片版权保护的行业组织，建立与微信、
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的沟通
机制，共同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完善原
创保护机制。

相对于影视、音乐、文学等版权作品，
网络图片版权的监管仍相对滞后。今年 7
月，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 2017”专项
行动启动，聚焦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领域的版权整治。国家版权局
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表示，互联网上传
播的所有版权作品，平等保护没有例外，图
片也是网络版权保护工作的对象之一。

据新华社

如何扼制疯狂的“盗图”？
专家建言网络图片版权保护

“蒙眼能辨色”“七天成诗人”
——“脑立方”培训班是神奇还是忽悠？

如今，广场舞凭借其独特的时代魅力得到了迅
速普及和发展，丰富了百姓业余精神生活，让人们
离开麻将桌酒桌，从麻友酒友变成了舞友，这种凝
聚人心、激发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是其
他健身运动项目难以做到的。然而，随着规模不断
扩大，广场舞也引发了噪音扰民、争占场地甚至大
打出手等争议。

定西友谊广场锅庄队的领队姚英桂说：“这些
事件算是很极端的个例，我们平时跳的时候都会选
择去到大广场这种本来就是集体活动的区域，也不
会跳太晚影响别人休息。”

“我们平时也会对广场舞团队进行管理，会给
他们划定区域，每逢中考高考等孩子们考试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自觉停止跳舞。”陇南市成县文化馆馆
长成志说。

不难看出，大部分跳广场舞的人都不希望自己
喜爱的这项运动背上扰民、蛮横、不讲理的骂名，每
一个真心热爱广场舞的人仍旧希望自己为社会带
去的是欢乐和美好而不是困扰和隐忧。

本次比赛裁判长、兰州文理学院体育系副教
授张玉萍认为：“广场舞是音乐、舞蹈、体操的结合
体，是‘舞蹈体育化’的最佳表现，它能够把快乐带
给家庭，因此它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张玉萍介绍，现在已有企业赞助加上政府扶
持，培训专门针对广场舞的社会指导员的模式，培
训后的社会指导员将为广场舞爱好者提供更专业
更科学的锻炼方式和划定锻炼区域。

“在噪音方面，现在广场舞也已经有了一种无
声音响，跳舞的人可以戴上耳机听音乐而不会对周
围环境造成影响。”张玉萍说，“广场舞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每一个跳舞人的自觉维护和政府更加合理
科学的规划建设。” 据新华社

“因为它动作简单，好学，跳起来欢快，我一跳起这个
来就开心。”水明东如此说。50岁的他是甘肃省定西市安
定区青岚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跳锅庄舞一年整，这在他
们这个队里算是不折不扣的“新人”。水明东向记者介绍
到：“平时备课上课很忙，但是在下班闲暇之余就喜欢来广
场上跳跳锅庄，大家也都认识，气氛很好。”“这次来我们只
是助演，要是真的比的话，我们队肯定能拿到好名次。”这
位年至半百的数学老师在谈起锅庄舞时，脸上满是年轻人
般昂扬欢快的激情。

来自定西城郊的农民马彪是水明东的队友，脸上厚厚
的妆容和矫健的身形让人很难看出他已经 59岁了，马彪给
出的理由更加简单直接：“就是高兴呗，以前种地，现在已
经住在城里了，跳这个锅庄舞不到一年，已经认识了许多
城市里的朋友，而且这个舞欢快好学，大家跳着跳着就都
认识了。”潜移默化间，广场舞成了城乡文明最好的润滑
剂。

快乐、可以锻炼身体、可以认识许多新朋友，这是绝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广场舞带给自己的好处，在城市化发展迅
速的今天，冷漠和疏离成为新的社会隐忧，此时出现了这
样一种可以让大家走出高楼深院，来到广场公园，放下戒
备互相交流的全民业余健身运动，广场舞对构建和谐社
会、增强社区活力无疑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当然，除去快乐和强健身心，广场舞还有其他迷人之
处。55岁的李胜明来自河北，由于工作原因现如今他已把
家搬至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此次比赛他是庆阳琼缘舞蹈
队的一员。在谈起广场舞为什么这么流行时，李胜明表示
一是因为广场舞不像其他运动，还需要购置器材才能进行
锻炼，只需要一块场地一个音响的广场舞在加入时成本就
很低，而且加入的门槛也很低，有无舞蹈基础的人都可以
一起跳，包容性比较强；二是由于以前的条件和时间所限，
许多喜欢跳舞的人没有条件也没有平台，现在年龄大了反
而有这么好一个平台，我们当然喜欢跳了。

健康发展 远离争议

50岁的水明东眼里堆满了笑意和兴奋劲儿，尽管音
乐已停，他的双腿还是意犹未尽地打着拍子，使得脚腕处
系着的民族风情浓郁的铃铛不停作响。

在日前结束的甘肃省首届“陇原舞王”广场舞大赛东
片区决赛上，水明东所在的定西市友谊广场锅庄队是这次
决赛的开场助演，这支56人的队伍用整齐划一的排舞和
热情洋溢的风格赢得了现场的“满堂彩”。

12支来自甘肃省各市州的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
不同风格、不同曲种的广场舞轮番上阵，全场数百名观众
不时发出欢呼声，塑料鼓掌器也发出阵阵声浪为参赛选手
加油助威。

广场舞，这项发展于基层民众的全民健身运动，近些
年迅速崛起为国家城乡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

广场舞究竟有何魅力，能够获得如此庞大的受众人群
与如此火爆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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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好学 快乐健身

赋予平淡生活新意义

广场舞究其本质还是舞，不是健身操，这为曾经喜爱
舞蹈的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再次学习机会，在精神
层面也为这部分人群弥补了年轻时的一大遗憾，这样一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而复得”对这部分中老年人来说
便显得愈发珍贵。

庆阳琼缘舞蹈队的队长李琼今年 46岁，是长庆油田采
油二厂的一名普通职工。生性活泼、喜爱舞蹈的她在 2011
年一手创办了舞蹈队，负责舞蹈编排、服装设计、乐曲选
定、组织比赛等大小事宜。队里每一个人在谈起这位领队
时都是赞不绝口。“现在每天即使我有再重要的饭局，一到
七点我一定会走，因为还有那么多队员等着我呢……”话
还没说完，李琼扫了旁边一眼，马上拉住一个走过的队员，
拿起化妆包开始给这个队员细致地补妆。

广场舞给李琼的平淡生活赋予了新的责任与意义李琼的平淡生活赋予了新的责任与意义，，李李
琼也从这份使命中找到了新的活力和力量琼也从这份使命中找到了新的活力和力量。。

曾经曾经，，人们印象中广场舞是大爷大妈们的专利人们印象中广场舞是大爷大妈们的专利，，而现而现
在广场舞则真正变成了老少通吃在广场舞则真正变成了老少通吃，，一个队里花甲之年的老一个队里花甲之年的老
人和人和 9090后的姑娘小伙同舞同跳也不再是新鲜事后的姑娘小伙同舞同跳也不再是新鲜事。。夺得本夺得本
次比赛冠军的舞蹈队是来自陇南市河东社区的广场舞代次比赛冠军的舞蹈队是来自陇南市河东社区的广场舞代
表队表队，，队长高琼琼队长高琼琼 2828岁岁，，是一位瑜伽教练是一位瑜伽教练，，闲暇时最喜欢广闲暇时最喜欢广
场舞场舞。。她向记者介绍道她向记者介绍道，，她们这个队此次有她们这个队此次有 1919人参赛人参赛，，平平
时跳的规模每天大概有五六十人时跳的规模每天大概有五六十人，，其中与她年纪相仿其中与她年纪相仿 9090后后
姑娘也不在少数姑娘也不在少数。。当记者问起年龄最小的队员有多大时当记者问起年龄最小的队员有多大时，，
高琼琼俏皮地将手比到自己膝盖处高琼琼俏皮地将手比到自己膝盖处，，““大概是这么大的小大概是这么大的小
孩儿吧孩儿吧，，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许多小娃娃看见就叫着嚷着也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许多小娃娃看见就叫着嚷着也
要来跳要来跳。。””

让上了年纪的人老有所事让上了年纪的人老有所事，，使年轻的人暇有所去使年轻的人暇有所去，，这这
样自娱性与社会性完美兼顾的健身活动注定会成为社会样自娱性与社会性完美兼顾的健身活动注定会成为社会
和谐的催化剂和谐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