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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第 周 授课时间 2013年 10月

授课章节 Short-term Memory

本（章）节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教学时数 6

授

课

要

点

本

（
章
）

节

教

学

目

标

1.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basic ways to train their short-term
memory
2. to train students in short-term memory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1. Logical analysis
2. Schemata
3. Visualization

思考题

或

作 业

Listen and retell the passages in the assignment.

教学内容与组织安排



I. Warm-up exercise (10 m’)
Try to remember and retell these numbers.
02887820834, 18010626236, 6222024402007228400
How did your remember them?
By chunking.
028-8782-0834, 18010-6262-36, 6222-0244-0200-7228-400

II. Lectures on short-term memory
A. About Memory (35 m’)
According to Wikipedia, memory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encoded, stored,

and retrieved.
Encoding allows information that i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o reach our senses in the

forms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stimuli. In this first stage we must change the information so
that we may put the memory into the encoding process.

Storage is the second memory stage or process. This entails that we maintain information
over periods of time.

Finally the third process is the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stored. We must
locate it and return it to our consciousness. Some retrieval attempts may be effortless due to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Categories of Memory
1. Sensory memory holds sensory information for a few seconds or less after an item is

perceived. The ability to look at an item, and remember what it looked like with just a second
of observation, or memorisation, is an example of sensory memory. It is out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is an automatic response. With very short presentations, participants often report
that they seem to "see" more than they can actually report. This type of memory cannot be
prolonged via rehearsal.

2. Short-term memory allows recall for a period of several seconds to a minute without
rehearsal. Its capacity is also very limited: George A. Miller (1956), when working at Bell
Laboratories, conducted experiments showing that the store of short-term memory was 7±2
items (the title of his famous paper, "The magical number 7±2"). Modern estimates of the
capacity of short-term memory are lower, typically of the order of 4–5 items; however, memory
capacity can be increased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chunking, to chunk the information into
meaningful groups of numbers.

3. Long-term memory can store much larger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for potentially
unlimited duration (sometimes a whole life span). Its capacity is immeasurably large. For
example, given a random seven-digit number we may remember it for only a few seconds
before forgetting, suggesting it was stored in our short-term memory.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remember telephone numbers for many years through repeti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said to
be stored in long-term memory.

Chunking is a phenomenon whereby individuals group responses when performing a
memory task.

信息通过接受器（眼睛、耳朵等）被传送到神经中枢的感觉记录器。外部信息保存

在感觉记录器里的时间很短，约 1/4秒。如果不被注意，它就会马上消失，而被注意到的

信息就会进入短时记忆，被进一步加工，随后进入长时记忆，作为知识储存下来。



记忆过程：环境→接受〔眼睛、耳朵等〕→感觉记录器→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信息在短时记忆中保存约 10－20秒，而且短时记忆的容量也有限，如不作任何训练，

人对感知的信息只能记住 5-9个各自没有联系的单位。

人们可以借助已有知识和经验，让这些单位之间发生有意义的联系，将大量可用的

信息组成少量的块，这样，记忆广度大大增加。

组块记忆（chunking）以基于相似性或其他原则对新信息进行组织，或者基于存储在

长时记忆的信息将新信息组成一些更大的模块。在这个过程中，记忆者将信息组成了较

大的有意义的单位，减少了块的数量，使记忆能在相等的时间内加工更多的信息。

B. Three Basic Methods to Facilitate Short-term Memory
1. Logical Analysis
2. Schemata
3. Visualization

1. 逻辑分析——横向与纵向 (45 m’)
纵向：分清关键信息和辅助信息，即找出逻辑的层次。即一段话谈了什么中心内容

（树干），围绕该中心内容谈了几个方面（树枝），每个方面又具体谈了些什么（树叶）。

（中心思想—分论点—论据）

横向：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概括，分类，因果，对比对照，时间，空间，步

骤，重要性的顺序排列，列举，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

（1）辨明重要的文句： 领起句、总起句、过渡句、前呼后应句（包括文中反复出

现的文句) ；

（2）审辨标志性词语：A、顺序词，B、关联词，C、指代词，D、范围词、E、类

别词、F、过渡词。

In-class practice.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retell the passage based on your own logical

analysis.
医生提醒人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也随之增强了，许

多人认为饭后吃点水果是现代生活的最佳搭配。无论是在餐厅、饭店，还是在家里就餐，

许多人都喜欢饭后吃点水果爽爽口，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因为，饭后马上吃

水果会影响消化功能。医生解释说，由于食物进入人们的胃以后，必须经过一到二小时

的消化过程，才能缓慢排出。如果人们在饭后立即吃进水果，就会被先期到达的食物阻

滞在胃内，致使水果不能正常地在胃内消化，在胃内时间过长，从而引起腹胀、腹泻或

便秘等症状。如果人们长期坚持这种生活习惯，将会导致消化功能紊乱，因此，人们最

好在饭后 1－2小时再吃水果。

医生还提醒说，人们还要注意改正饭后饮茶和饭后散步的错误习惯。

饭后立即饮茶茶水会冲淡胃液，影响胃内食物的正常消化。茶水中含有的单宁酸还

会促使胃内的物质凝固，影响蛋白质的吸收，从而增加了胃的负担。对此，医生建议人

们，在吃饭一小时内最好不要饮茶，应待饭后一小时胃内食物消化得差不多时再饮用茶

水，这样对消化功能和物质凝固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人的胃在饭后是处于充盈状

态的，即使是非常轻微的运动也会使胃受到震动，从而增加了胃肠负担，影响消化功能。

对此，医生建议，饭后适当休息 30分钟，待胃内的食物适当消化后，再活动较为适宜，

这样也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太大的影响。



复述注意事项：信息重组，层次分明，逻辑合理。纵向逻辑：总分，横向逻辑：因
果，问题及措施。

参考：

有三种饭后习惯是错误的：饭后立即吃水果、饮茶和散步。

饭后立即吃水果会影响消化。如果饭后立即吃水果会阻滞先前到达食物的消化，甚

至引起腹胀腹泻和便秘，长期如此会导致消化功能紊乱。最后饭后 1-2个小时在吃水果。

饭后立即饮茶会冲淡胃液，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增加胃的负担，最后饭后一个小时

候再饮茶。

饭后立即散步，会使胃受到震动，增加肠胃负担，影响消化。最后饭后半个小时再

散步。

2. Schema（pl. schemata）(45 m’)
图式:是指围绕某一个主题组织起来的知识的表征和贮存方式。

人的一生要学习和掌握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贮存在人的大脑中

的,而是围绕某一主题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知识单元,这种单元就是图式。比如,我们见

到某种动物的图片,就能很快想起它的名称、性情、生活习性等很多有关该动物的知识。

这说明该动物的外观特征是与它的名称、性情、生活习性等有关知识是联系在一起贮存

在人的大脑中的。所以说,图式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知识的认知模式。

根据已有知识结构进行

听前：预测（框架+知识）

听时：证实→扩展→休正

适用于学生已有知识+新知识

In-class practice.
Prediction: You’re going to hear passage introducing an artifact company. Predict what

you might hear first.
Now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check your prediction while listening, and then

retell the passage based on your short-term memory.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通过这次会议提供的平台与大家相聚，并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的公司。

我们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工艺品的公司。从公司创立至今，我们已经走过

了整整 15年的历程。15年前，我们拥有员工 50名，今天，拥有员工 1700名；15年前，

我们租用厂房 4500平方米，今天自建厂房 24000平方米。这些数字，都清晰地记录了我

们创造的辉煌。

我们的主导产品是各种建筑模型，如具有异国风情的欧洲大教堂、美国的帝国大厦、

白宫、五角大楼等，还有各种造型的卡通动物、圣诞礼品，我们设计制造的工艺品已经

成为流行时尚。

如今，我们生产的产品已经行销全世界，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德国等二十几个国家都能见到创意工艺

品的身影。这些产品得到了当地进口商的肯定和消费者的好评。15年来，我们的产值年

均增长 30%。

复述提示：有效预测能减轻记忆负担。记忆时辅以逻辑分析，勾勒短文结构和层次，



要点：

1. 公司性质及发展： 工艺品设计、生产、销售，15年的辉煌（员工和厂房）

2. 公司主要产品：建筑模型、卡通动物、圣诞礼品

3. 公司市场及产值：行销全球，收到进口商肯定和消费者好评，市直年均增长 30%。

3. Visualization (45 m’)
图像化记忆（视觉化记忆，叫法不一）主要是把记忆的内容进行再现（visualize）或

者想象为一个场景，来帮助自己的记忆。举过一个例子，信息开始后呈现出来一棵树干，

然后你要做的是把内容分配到各个树枝上去。听下面一段话，注意边听边想象。

最新睡眠调查分析人格特质———

近日，英国“睡眠评量暨顾问服务”主任克里斯·伊德兹考斯基教授对 1000名受试

者进行调查分析指出，不同睡姿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人格特质。

睡觉采用婴儿般姿势的人约占 41%，这是最常见的睡眠姿势，向右侧卧，右手放在

枕头旁边，左手自然搭在腰间，双腿自然弯曲。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卧如弓”，也类似

胎儿在母亲身体中的姿势。采取此睡姿的人外表强悍但内心敏感，初识陌生人时可能会

害羞，但很快就会恢复自在。

士兵型睡姿的人约占 8%：睡时脸向上平躺，两手贴在身体两侧。采用这种睡姿的人

的性格非常中规中矩，理性，有时过于理性。沉默拘谨，不喜欢大惊小怪，对自己和别

人都要求甚高。

海星型睡姿———脸朝上仰着睡，手脚伸开呈大字形约占 5%。这型人愿意倾听他人

并在必要时提供帮助，因此容易交到知心朋友。采用这种睡姿的有两类人, 一类是对自己

的状况盲目乐观，盲目自信，就像有些自负的人。他们待人接物热情、开放。心理藏的

东西不多，有什么说什么，思维快，情绪变化也会快一些，总之是做事速度型的人。另

一类人是各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不怕被伤害。

圆木型———睡时身体的一侧着床，两手靠近身体，腿稍直，这种睡姿约占被调查

者的 15%，这型人个性随和，喜欢待在人群之中，会信任陌生人，不过可能容易受骗。

III. Comprehensive exercise of STM skill. (2*45 m’)
Listen to and retell the following passages. Remember to use the three basic methods to

improve your short-term memory.
Passage 1 How did the woman get help?
When a light passenger plane flew off course some time ago, it crashed in the mountains



and its pilot was killed. The only passengers, a young woman and her two baby daughters,
were unhurt. It was the middle of winter. Snow lay thick on the ground. The woman knew that
the nearest village was miles away. When it grew dark, she turned a suitcase into a bed and put
the children inside it, covering them with all the clothes she could find. During the night, it got
terribly cold. The woman kept as near as she could to the children and even tried to get into the
case herself, but it was too small. Early next morning, she heard planes passing overhead and
wondered how she could send a signal. Then she had an idea. She stamped out the letters 'SOS'
in the snow. Fortunately, a pilot saw the signal and sent a message by radio to the nearest town.
It was not long before a helicopter arrived on the scene to rescue the survivors of the plane
crash.

Passage 2 低头族的健康危害

古人低头是思故乡，现在年轻男女低头除了偶尔装下深沉外，更重要的是对着手机

屏幕刷微博、打游戏、看视频，这似乎是时下全球年轻人的共同特点，台湾先人一步，

新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低头族”，专门形容这些无论在车里或者办公室，时时刻刻都

在看 iPhone或 iPad的青年。

最近，“低头族”们听到一条坏消息，有调查显示，65%的人因常低头而有双下巴，

这道理就像久坐屁股会变大。所以，“低头族”赶紧把头抬起来吧。

低着头又长皱纹又显肉

近期有一项调查显示，65%的人因常低头而有双下巴，据说这道理就像久坐屁股会

变大。研究称，我们在低头时，脖子承受的压力是平常的三倍，而脖子的肌肉又是垂直

生长，一旦胶原蛋白受压迫断裂而长出颈纹，就如同对折的白纸回不去了，而低头挤压

的造山运动，让脂肪溢出下颚，久而久之定型出双下巴，而且容易产生皱纹。

低头可使颈部松弛提早 5年
下巴到颈部这段确实是”低头族“的一级灾区，杭州市三医院皮肤激光美容科郑晓

晖副主任医师说，颈部皮肤本身就处于对抗重力的过程中，受地心引力的作用，皮肤出

现松弛下垂，在此基础上，经常保持“低头”这个动作，无疑是外在施加了一个向下的

压力，可能使颈部的皱纹加深。“而本身比较肥胖，下颌脂肪偏多者，重力和低头施力会

对脂肪有一个牵引，造成颈部皮肤松弛，出现双下巴。”

正常情况下，颈部的一些皮肤问题要到 35岁以后才会出现，发生结缔组织的萎缩，

其中最重要的胶原蛋白减少，表皮细胞自然衰老，变得没有活力。然而，“低头族”的错

误姿势，可能将这一时间提早至 30岁，或者更早。

影响视力损伤颈椎

在汽车等移动物体上用手机、电脑等，都对眼睛不利。在不稳的状态下看屏幕，更

易引起眼部干涩和疲劳，从而影响视力，造成视力下降。另外，由于手机体积小，人操

作时常手握手机，僵直于一个姿势，且常常低着头，专注于虚拟世界半天不活动，这自

然会造成肩颈肌肉紧张、劳损，轻则让人肩膀痛脖子酸，而本身有潜在脖子、颈椎问题

的人，很容易诱使疾病发作。

低头族的心理疾病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丛春华教授认为，“低头族”产生的原因源于他们对自媒体的

依赖症。她认为，媒体具有工具的属性，应该为人所用，而“低头族”已被工具所控制，

出现心理疾病，患上手机依赖症，这都是过度使用自媒体造成的结果。

她表示，“低头族”被媒体牵引，已经忽视了自我的存在，不再以理性的形式生活工

作，取而代之的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同时，过分依赖自媒体会造成社交障碍、心理障碍、



情感的冷漠化等危害。公民同时应该对自己负责。”丛春华说。

IV. Review and assignment. (10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