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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第一位记忆研究生杜有志集
20 余年心血研究发明的“ZYD”记忆法荣
获“国际博览会金奖”等多项大奖。杜有志
也获得了目前中国记忆研究领域无人超
越的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以最高选票
当选长沙市十大杰出青年；被湖南省人民
政府授予社会办学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他
还当选为长沙市人大代表。 2006 年，杜有
志成为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总负责人。
2010 年 1 月杜有志当选和谐中国十大杰
出人物。他的记忆学校也获得了长沙市首
届人民满意的十佳学校、湖南省十佳培训
学校等省、市级以上多项荣誉称号。 在湖
南乃至全国， 杜有志的记忆学校有口皆
碑，他被称为“中国记忆王”。 在杜有志研
究和推广“ZYD”记忆法的过程中，各大媒
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中央电视台“生活
567 栏目”，对重点推介的《湖南有个记忆
王》作了详细报道；新华社新华网以《记忆
王杜有志》 为题做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湖
南卫视《晚间新闻》以头条新闻做了专题
播放。中科院专家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的专家教授对该成果进行了评审鉴定，一
致认为：“ZYD”记忆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可大大提高记忆效
率，广泛适用于各学科学习。

杜有志是如何踏进记忆这片神奇土地
的？

1983 年，杜有志看到一则报道，说国外
有人发明了一种超级记忆法，学习者能在一
个月内掌握一门外语。 震惊之余，他立志要
创造中国记忆的奇迹！为了从事超级记忆法
的研究， 他一有机会就跑省内外图书馆，认
真查阅摘抄资料。上海、重庆、北京、武汉、广
州、昆明等省市，到处留下了他辛勤跋涉的
足迹，他还购买了大量有关记忆、心理学方
面的书籍。

1991 年初，他决定报考心理学专业(记
忆属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研究生。 在
大学读书和中学教书时，他所学的教的都是
物理，现在报考的却是心理学，且当时距离
考试只有 30多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
个非教育系毕业的人来说，就是把六门心理
学的专业课翻一遍，也让人头疼。 何况还有
英语政治等课程的许多内容要强记，更非易
事。 杜有志胸有成竹， 他运用自己创造的
“ZYD”超级记忆法进行复习，顺利通过了各
门课程的考试。他的英语更是比录取线高出
了 30多分！

当著名教育学家、湖南师大教育系原系
主任涂光辉教授知道杜有志以前在记忆学
方面独到的研究成果后，决定单独派导师对
他进行破格指导。 当时，70多岁的著名心理
学专家李仲涟教授已退休在家，为了给杜有
志进行专门指导，涂光辉教授决定请李仲涟
教授“重新出山”，杜有志从此成为我国第一
位实用记忆研究生。

现场感受：学员也成了记忆大王

杜有志的记忆法真有这么神奇？笔者想
亲身去感受一番并探个究竟。在记忆法开班

的时候，笔者亲自报名参加了听课，一探究
竟。第一天和第二天，杜有志在讲课的同时，
设计了多个测验。这些测验都是一大串的内
容。这些烦琐的内容在平时看一遍都感到头
痛，但是在这个培训班上，几乎每一个学员
都记得又快又牢，学员们脸上都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

第三天的课又开始了。杜有志要求每个
学员用一张纸条随意写一项内容，可以是词
语、成语、歌名、一句话或其他内容。 然后他
把所有的纸条收上去， 再把纸条上的内容
一一写在黑板上， 并用阿拉伯数字标出顺
序。 学员总共写了 54 项内容毫不相关的成
语、句子等内容，如：“披星戴月”；“为了捍
卫国家和民族利益， 人民解放军不丢寸
土”；“钓鱼岛,中国地！ ”。 书写完毕，杜有志
要求学员不要动笔，仅凭心记。 几分钟后，
就有学生举起手来，争着上台。 他随意抽了
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和一
个小学六年级学生上台表演， 这些学生竟
一气呵成，54 项内容竟然一字不差地背了
下来。

记者注意到，来参加面授班培训的大多
是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还有准备考研的大
学生和社会青年。 年龄最大者是一位 70 多
岁的医科大学老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功学子实话实说

杜有志在国内率先推出“挂钩产生灵
感”，使枯燥的“死记硬背”变成快乐的轻松
记忆。他创建的《“ZYD”超级记忆法》简单易
学、实用高效。 杜有志创办的长沙有志记忆
学校，是全国首家既开办函授又常年面授培
训超级记忆的学校。每次开班场面都十分火
爆，今年暑假原计划开办 5 期，但因为报名
人数太多，增开到 12期。学员大都是来自全
国各地，有从北京和上海坐飞机来的，有来
自香港、深圳、武汉、太原等地的，也有来自
湖南省各地州市的。

山西太原市知达实验学校高一学生罗
喻，今年初购买了 ZYD“超级记忆法”的全
部 2 套教材后， 原来班上成绩倒数第一的
他，成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语词汇量
更是突飞猛进。 经过 2 个月的学习和训练，
原来只记住了 200 多个单词的他，一下就牢
记住了 3000 个单词。 现在，他每 10 分钟就
能牢记住 30多个生词。今年暑假，他和他的
同学秦林一起来长沙参加面授培训，学后连
连称赞：不虚此行！秦林说：杜老师的方法画
龙点睛、一点就通，枯燥无趣的知识变成了
五彩缤纷的美丽乐园。培训班里的其他同学
也是惊喜连连。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初二学生
林洪说：自从学了“ZYD”记忆法，妈妈再也
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哪里不会记哪里。 香
港马鞍山四年级学生成清说：我不但背书快
了，学习能力也大大提高，这个方法真是太

好了。
邵阳市水东中学某女生从初一到初三，

一直名列年级总分第一。 后来，她把学习的
秘密武器———“ZYD” 超级记忆法告诉了好
友唐生。 唐生正在读初三，学习成绩一直处
于中等水平，特别是英语一直徘徊于及格水
平。 为了给远在广州工作的爸爸一个惊喜，
五一劳动节，唐生来到长沙参加了杜老师的
三天记忆培训。 5 月底，在学校的英语测试
中，唐生考出了年级第二名的好成绩。 他的
历史成绩更是从原来的 19分飞跃到 98分。
苏玉是南京东南大学的在校研究生，正忙于
准备出国英语考试，自从读了“ZYD”超级记
忆法的书后，尤如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丝毫
不觉得英语学习的可怕，而是认为它充满了
无穷的魅力。

重庆忠县拔山初级中学陈雄学完
“ZYD”超级记忆法后，成绩得到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 历史由原来的不及格上升到 90 多
分，特别是政治，以前每当他看到一大篇的
政治问答题时就感到头痛，自从学了“ZYD”
后，就感到轻松多了，成绩大大提高，每次考
试都在 92 分以上， 其它课程的成绩也相继
大幅提高。

屡创佳绩 倍受追捧

“ZYD”超级记忆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不是偶然的。 她荣获 95 中国国际
博览会金奖、 首届全国记忆科研大会最高
奖，她是由中国第一位记忆研究生研究发明
的，“ZYD”超级记忆法还是全国最早通过专
家鉴定的高效记忆法，而且有志记忆学校是
全国最早一家既开办面授培训又常年开办
函授教学的超级记忆学校。 2004年 5 月，杜
有志的研究成果荣获国家教育部“十五”规
划课题一等奖。

实践中的轰动效应， 来自理论上的突
破和创新以及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高效
性。 它融合了语言学、密码学、符号学、心理
学等学科的精华。 早在 1994 年 6 月，杜有
志的毕业论文———《超级联想记忆法对提
高中学生记忆效果的实验研究》被由专家、
教授组成的五人答辩委员会审议后一致通
过。评委们对“ZYD”记忆法的独创性、高效
性，及其对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促进作用
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该法实用性强，对提
高中学生记忆效率、 学习效率有着非常现
实的指导意义。 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惟一
的一篇实用记忆应用领域的硕士研究生毕
业论文。

杜有志的佳绩在他的超级记忆培训班
上更加得到了体现。就在培训班即将结束的
那一天， 突然出现了令笔者大感意外的一
幕：一个中学生有点怯生生地问杜老师能否
签名留念，然后递上笔和笔记本。就在这时，
一大群学生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请杜老师

为他们签名。
来自山西运城市的曹先生说起“ZYD”

超级记忆法，感到格外的兴奋，连说这个钱
花得太值了，真是受益匪浅！ 他说自己在法
院工作， 年龄有 40 多岁了， 记忆力有点衰
退，有时连当事人也对不上号，他一直为自
己的记忆力不好而苦恼。 偶然的机会，他看
到了一则关于杜老师的报道， 精神为之一
振，立即拨打了电话，得知杜老师暑假会在
长沙开办培训班时，他二话没说就从山西坐
飞机赶往长沙，参加了杜老师的第一期面授
班。 听了杜老师生动的讲课后，曹先生觉得
收获非常大。他马上给自己的夫人和小孩报
了下期的名，随后，他的爱人和两个小孩又
在第二期培训开课之前坐飞机赶往长沙参
加学习。 他们觉得这样的假期过得最有意
义。

贵州石阡县张毅 7 年前曾经在长沙参
加过杜有志老师的超级记忆法培训，感触很
深，受益匪浅。当时女儿太小，所以今年暑假
在女儿上初中以后就计划安排她来参加培
训班。 暑假的超级记忆法培训，在山东工作
的妈妈张毅回到贵州石阡县接来了女儿，母
女俩一起报了名，女儿的很多记忆困难迎刃
而解。 超级记忆法让两代人受益无穷，妈妈
和女儿连连称赞：值得！ 值得！

培训班结束后，笔者又从杜有志那里了
解到，由于全国各地的读者打电话来要求学
习记忆方法的人太多，尽管有好几台咨询电
话，电话还是时常占线,为了方便更多的读
者，杜有志开通了“ZYD”超级记忆法服务
网站 www.zydschool.cn，加强与全国各地学
员的交流与互动。 网站开通以来，浏览人数
连创新高，场面十分火爆！

学习永远不晚，学习正在进行！ 所有学
完了 ＺＹＤ 记忆法的学员， 说出了自己共
同的心声：容易学、学得快、记得久！

（秦天 /文）

最新关注

本报读者均可获得杜有志亲自传授
“ZYD”超级记忆法的机会，请把握与杜有志
交流的良机（函授、面授学习可任选一种,均
可获极佳效果）。

函授招生：“ZYD”让您记得快速、准确、
牢固、轻松。《“ZYD”超级记忆法》（上、中、
下）广泛适用于语、数、外、政、史、地、理、化
等各科学习，全套收费 95 元。《“ZYD”英语
单词记忆王》（上、中、下）帮您快速攻克单词
难关，全套收费 98 元。 均含全套教材、邮费
等一切费用。 请通过邮局汇款（汇款时不要
设密码，不要在信中夹寄现金），汇款后 10
天左右可收到。如需加急，请增加 21元特快
专递费，5天左右可收到。 学员以自学为主，
学习中如有疑难可来电来函咨询。

汇款请寄：湖南长沙市省委邮政代办所
记忆学校财务处 收款人： 杜有志 邮
编：410011
�������面授招生：应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强烈要
求，决定在国庆假日期间开办超级记忆法培
训班一期，杜有志亲自主讲，时间三天（第三
天为上午半天）。 学员培训当场测试,当场见
效,效果令人叹服。 因名额有限，面授班须提
前报名，并按报名先后顺序安排座位。 外地
学员须提前进行邮件预约或电话预约，可代
为联系食宿，费用自理。

具体日期安排如下：
2012年 10月 1日－10月 3日
报名地点：长沙市韶山北路维一星城国

际 21楼 2111（省图书馆正对面）。
咨询热线： 0731-84139316���84139318����

�������服务监督电话：（0）13574872218�����
�������网址：www.zydschool.cn

开启人类的记忆之门
———记中国第一位记忆研究生杜有志

�������杜有志参加湖南经视《越策越开心》与
汪涵马可侃记忆

记忆专家成了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