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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胜快速记忆首场观摩会门票告罄
应众多兰州家长要求，
12 月 15 日下午 3 时加开第二场观摩会，
抢票通道今日开启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平丽艳）世界记忆大师、中国首位世界记忆冠军、世界脑力锦标比赛
金牌得主、江苏卫视《最强大脑》国际赛冠军选手——吴天胜以超强的记忆力在全国多座城市掀起强劲的
“头脑风暴”！12 月 15 日，应兰州晨报之邀，吴天胜将来兰举办“最强大脑”天胜快速记忆观摩会，这一消息
迅速成为广大家长的热议话题，短短一周时间，首场观摩会免费入场券门票已被一抢而空。应众多家长的
强烈要求，经与吴天胜团队紧急协商，本报将在 12 月 15 日下午 3 时加开第二场观摩会，抢票通道今日继续
开启。

票热线（0931）8156338 几乎被
家长打爆，
咨询的、
抢票的，
让工
作人员应接不暇，
耿家庄小学和
兰大附中的学生更是组团来报
名。
“孩子不是记不住英语单词、
公式，
就是记住又忘了，
记忆力
真的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吗？
”
针对很多家长咨询的焦点
问题，
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吴天
胜。吴天胜表示，
“记忆力完全
可以通过后天进行训练和培
养。记忆高手就是想象力高手，
经过训练的人都知道，
想象力和
创造力是分不开的。记忆的过
程既要使用想象力，
也要使用观
察力，
其实也是一个开发大脑的
过程。注意力分散肯定记不住
东西，
所以还必须通过训练提高
注意力，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
在
听闻首场兰州观摩会一票难求

的消息后，
吴天胜表示非常期待
此次兰州之行，
到时候一定会给
兰州观众带来最精彩的超强记
忆力展示，
同时还将现场分享自
己的
“记忆秘籍”
，
帮助更多的孩
子解决他们的记忆困惑。
从今日起，第二场观摩会
的抢票通道正式开启。因报告
厅座位有限（340 位），
为控制入
场的人数、
保证安全，
每个学生
须由家长陪同，
每个家庭领取一
张参观券，
收取50元押金，
15日
到场后，
现场全额退还。

扫二维码加微信

甘肃省人民医院
与爱心无国界基金携手救治唇腭裂患者

吴天胜（右）与《最强大脑》主持人蒋昌建。

相关链接

吴天胜，并非有着先天超
强的记忆力，他自发研究出的
“天胜记忆法”
，
不仅让他学习成
绩 直 线 飙 升 ，在 两 天 内 记 熟
1000 个大学英语四级单词，4
天记住《孙子兵法》并倒背如流，
一天阅读并且理解掌握 5 本到
10 本书，
而且在 2007 年参加有
“大脑运动的奥林匹克”
之称的
世界脑力锦标赛，
成为当时全球
最年轻的世界记忆冠军、
亚洲唯
一一名拿到
“世界记忆大师”
称
号的在校学生。在参加江苏卫
视《最强大脑》节目后，
吴天胜更
是成了家喻户晓的
“记忆神话”
。
11 月 28 日，
《12 月 15 日，
本报举办
“最强大脑”
天胜快速
记忆兰州观摩会——大家快来
领票，
看世界记忆冠军演绎
“记
忆神话”
》的消息刊登后，
免费领

观摩会时间：12 月 15 日 9：
00，
15：
00（请提前 15 分钟入场）
地点：兰州大学本部活动中心报告厅（兰州大学正门进入向
右步行 200 米）
领票时间：即日起至 12 月 14 日（每天 9：00～12：00；15：
00～18：
00）
咨 询 电 话 ：9：00～17：00，0931—8156338，周 末 及 夜 间
13919127075
领票方式：
1.现场领票，领票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 123 号甘报大
厦 5 楼 501 室兰州晨报广告中心（市内乘坐 106、75、33、136、139
路公交车，
甘肃日报站下车）
2.微信领票：扫一扫二维码，加“最强大脑观摩会”微信，留
下电话、姓名等信息，发 50 元红包，截图即可作为凭证，到场退
还。

兰州市社区艺术周群众书画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11 月 25 日上午，甘肃省人民医院在西院区住院部广场
举办了该院与爱心无国界基金携手救治唇腭裂患者活动启动仪式。
甘肃省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刘瑞敏表示，此次资助的患儿大部分来自陇南、临夏等偏
远贫困地区，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及医保报销补助，患儿承担的费用很少，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基
本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以享有一流的治疗和服务。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平丽艳）12 月 4 日，由兰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兰州市社区艺
术周——群众书画摄影展览”在兰州美术馆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书画摄影展作品共征集到来自社会各界的
500 余件作品，经专家评审，评选出 97 幅美术作品、112 幅书法
作品以及 100 幅摄影作品参加展览。

老作家高平中短篇小说选出版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社会职能正式移交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通讯员郭炯 首席记者李辉）12 月 4 日下午，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
公司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西固区政府正式协议签字仪式顺利举行，兰铀公司街道社区、市政设
施、文体设施、幼儿园的移交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著名作家刘亮程作品研讨会在兰举行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雷媛）12 月 1 日，由兰州大学文学院主办、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的“新世纪西部作家论坛——刘亮程作品研讨会”
在兰州大学举行。研讨会特邀嘉宾、当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刘亮程，甘肃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张存学，以及文学院部分教
师与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雷媛）12 月 5 日记者获悉，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高平
著作的《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中短篇小说选》由北京当代中
国出版社出版。
老作家高平，是诗人，也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他的长篇
小说《仓央嘉措》十余年间长销不衰。最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选《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中短篇小说
选》。书中收录了高平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创作发表的现实题
材短篇小说11篇及中篇历史小说一部。

《科学抗癌》专家咨询报告会

美力源乳业三步助您如何选择高品质、
高营养、
口味更纯正的羊奶粉：
1.看生产厂家是否有自己的专属牧场：拥
有自己的专属牧场，
不进散户一滴奶，
才能确
保真正从源头保证羊奶粉的高品质。
2.看包装盒上是否有
“高山放养奶山羊”
标
志：
放养奶山羊和圈养奶山羊所产羊奶的营养完
全不同，
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的时候请仔细对比。
3.看包装盒上是否有“秦岭羊”标志：奶羊
的品种很多，
但只有秦岭羊所产的羊奶营养更
全面，
含量更高、
分子更小，
更利于人体吸收。
羊奶接近人乳 ，营养价值高 ，易吸收 ，长
期饮用不上火 ，不发胖 ，还可滋补身体 ，但是
羊奶粉的市场价格却一直居高 ，并且老百姓
很难喝到真正的优质奶源的高品质羊奶粉。

全国启动来电品尝活动
美力源乳业

喝羊奶粉 您选对了吗？
现陕西美力源乳
业为让中老年朋友品
尝到真正的高品质羊
奶粉 ，特拿出 10000 盒
原 价 328 元/盒 的“珍
倍健羊奶粉”在全国启
动来电品尝活动，
数量
有限，
先打先得。
由于本产品成本太高，每天限量发放 200
盒（人工、
包装邮寄费自理）,每个家庭最多限领
5 盒，
请您理解！
SP6104311510010330;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广告）

领取
热线

400-6997-383

特邀著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被誉为“百姓身边肿瘤名医”的北
京清华大学第二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北京中山医院原副院长李继芬教
授主讲第 437 期《科学抗癌》报告：

《全面认知肿瘤，
提高康复率》
（总第437期）
时间：12 月 8 日（周六）上午 9:00

地点：甘肃省抗癌协会

李继芬教授从事肿瘤临床工作 40 余年，运用中西医结合等综合
疗法，诊疗各种肿瘤及并发症，凭借精湛的医术帮助众多肿瘤患者走
向康复。12 月 8～9 日（周六、周日），李继芬教授还将为预约中科会
员一对一咨询，悉心指导康复，请务必携带详细病历及 CT 片等资料，
提前报名预约参加。
广告

甘肃省抗癌协会地址：静宁路298号中海国际17楼1705室（静宁路、秦安路什字东南角）电话：8279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