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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这些 

这本电子书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你喜

欢这本书，你可以分享给任何你想分

享的人。你可以免费上传或者打印这

本书，也可以通过邮件或者传真发给

你想发的人。 

 

下面是一些你可以帮助传播这本书的方法： 

 将这本书作为附件通过邮件发送给别人 

 通过邮件发送时，附上该书的下载链接 

     

   使用该书时，你有两点例外情况你需要注意：   

1. 你不能修改该书或者文件。当你传播这本书时，不要编辑，

改变，或者删除该该书的相关章节。 

 

2. 你不能将该书或文件用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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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整体学习是一个过程，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学习各种知识。整体学

习的概念来自我写的一些小文章，它们以一个流行的条目开始，叫做

“怎么不用学习而照样拿到你的分数”。我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一

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会新的概念和实质性的东西，而一些了则苦苦

挣扎。我相信这些因素的差别主要由于一种称为整体学习的过程。 

就像许多已经读过《整体学习》里的一些初期文章的朋友所留下

的评论那样，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你自己的学习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反

映着整体学习。整体学习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或革命性的思想。简单

来说，它只是一种解释聪明人怎么思考的方式。 

你没有时间阅读这本书，下面这些是关于本书的快速总结： 

 整体学习与机械背诵是相反的。你的目的是创造互相联系在

一起的信息网络，而不是通过通过蛮力去学习。 

 当你学习一种知识时，你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架构或者一种深

入的理解。 

 架构来自于模型，深入的理解即使不是完全准确，也可以用

于解决问题。 

 通过全息化，暗喻和探索这三个方法，你將可以建立起自己

的信息，架构和模型三者相关的整体网络。 

 与具有基本系统的概念信息相结合，整体学习才能起到作用。

与随意的信息或技巧相结合，整体学习则不能很好的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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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中午了，我感觉到肚子传来

了传来了一阵疼痛，像一个小孩

在玩具店里提出的蛮横要求。我

告诉自己已经是午餐时间了，好

像我告诉那小孩，只要他闭嘴一

会，他就会得到那玩具了，我知

道自己这样这样坐也是没什么

效果的。对讲机打断了我的想法，  

叫我去办公室。这个时候干嘛

呢？ 

秘书兴奋地对我说，“好像你有一个考试要参加.”什么？我记得

并没有什么考试啊。我的肚子似乎朝我咆哮了，对我向前打算抚慰它

的意图不屑一顾。直接去教学楼吧，你可以在那里写你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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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是化学---最学术的考试科目之一，经常是多项选择。虽

然考试主要是为了测试你的科目基本

内容，但是它们经常会出一些基于某

些物质的问题，而这些物质你从来没

有见过！可能这是为了区分那些仅仅

得过且过的学生和那些去参加补习班并且买了大学教科书的学生吧。

现在我只是希望我已经提前知道这考试而已。         

就这样把考试完成吧。我们并没有掌握课堂上的大部分问题，不

过一点点创新能力却可以伴我们走得很远。我有六十分钟去完成考试，

不过我用四十分钟就完成了。像一个静悄悄的交易，伴着我的消化系

统，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做出了选项。 

 

三个星期过去了。 

“恭喜你，看起来你是第一名。”十个名字按降序排列着。我得

有点高兴，因为我是这个除了这个大城市里的人唯一一个上榜的人。

第一名和一张比 500 元稍少点的支票，对于少于一个少于一个小时的

考试时间来说，还不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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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得的天赋？ 

我本应该是没有能力去赢得这次考试的。  

课堂上教的东西不够多。试卷上超过一半的内容都是关于概念

的，而这些概念我都仅仅是感觉有点模糊的熟悉而已。考试中我不得

不写一篇关于肥皂的化学性质的短文。在课堂中，肥皂唯一一次被提

及到的也只是涉及到洗手的时候。 

我学的东西不够多。我的提前警告一般徘徊在五分钟左右。我

只能这样猜测了，其余 9 个和我名列在考试结果名单上的人或者至少

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写什么。考虑到考试的权威性，我正在猜测，他们

可能至少已经打开他们的教科书来学习了。 

我没有更努力的考试。我当时都懒得检查问题。我只是涂题，

写短文，然后就交卷了。 

最糟糕的是，我对自己考得好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虽然这是

我的第一个大胜利，但是我的成绩一向非常好。我几乎不会专门为考

试和检测而去学习，即使我去看书了，也只是快速浏览一下而已，我

不会看的太仔细。学校学习的东西从来不会比我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更抽象。 

对那些在学校里苦苦挣扎的人，或者那些虽然成功了但是却付

出了极大努力的人，我的成功看起来似乎真的是不应该得到的。这第

一个故事，看起来是毫不必要的虚张声势的展现。但是我写我的成功，

其实是次要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特别，而是因为我实际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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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见过，认识和研究过许多看起来有相似天赋的人，他们有一

种理解事物毫不费力的才能。不管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某些人似乎

有一个可以快速理解概念的诀窍。这可以在一些谦虚的天才身上得到

了体现，比如某个人的工作是看门，但是却可以告诉你任何主要的历

史事件或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的地球的爱因斯坦。 

这使我感到困扰。我对天才或与生俱来的才能的解释并不满意。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聪明人设计的用于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结果不能

重复的上等借口而已。我想知道一些人是怎么做到迅速学习的，我想

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天赋，还是一种可以联系的能力。 

心理学家很早就已经知道智商一部分由基因决定，一部分由环

境决定。所以可以很容易地可以排除超级天才是由于他们的基因，伟

大的父母或者某些天生的东西。但是要记得，在染剂发明之前，你头

发的颜色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一个优秀的学习策略可以帮助转化那

些以前仅仅是天赋的东西为成为一种通过训练而得到的能力。 

 整体学习 

   要说智商上的差别是单一技巧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会被认为是

幼稚，最坏的情况呢-----完全在歪曲事实。大部分研究者都相信天才

是由许多能力组成的，包括从创新的问题解决能力到运动或音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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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观察我自己和其他远比我聪明的人之中，我得知有一个相

当突出的因素。那些轻而易举就可以学习新事物概念的人并不像其他

人那样学习。这不是说他们用同

样的策略更加有效地学习。这些

人是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在

学习，如果只是偶然一瞥，很容

易就忽略了这一点。 

   我把这个方法成为整体学习。

整体学习从本质上和机械记忆是

相反的。传统学习是你尝试着将信息塞进你的大脑，并寄希望当你要

用到这些信息时它们就蹦出来，而整体学习是你把你正在学习的知识

编织进你已经理解的任何东西里的一个过程。          

机械记忆侧重于通过你的个人信息盒子来学习。像一个计算机文

件系统，所以的东西都是简洁的，组织好的，并且互相分离的。你有

一个标记为科学的盒子，一个历史的盒子，一个你上星期看过的电影

的盒子，还有一个关于你工作的盒子。这些盒子再被分为许多盒子。

里的科学的盒子里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盒子，一个关于物理的盒子。你

的物理的盒子里再有许多关于不同公式和概念的盒子。 

问题是你的大脑不是

计算机文件系统，你得大

脑是一个由互相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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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组成的网络。当你需要信息时，你只是希望你可以碰巧找到通

向你所需要的盒子的路线。否则你就麻烦了。 

整体学习是凌乱的。它不需要把你学习的东西整齐地放进盒子

里。相反，它仅仅地将各种概念交织在一起。科学概念使你想到了历

史，而历史又提醒你上星期看到过的电影和明天的工作计划。在每一

个综合主题领域里面，你的网络更加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物理上的每

一个概念与你的其他概念几乎都相连接。 

一个紧密的网络意味着，当一条通路被阻塞时，还有上百条通

向相同信息节点的路线。紧密网络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是当你有那种情况时，你就明白那种感觉了。一个紧密网络将会导

致一种“就是它了”的感觉。你彻彻底底理解了那主题或概念，以致

你觉得它的每一方面似乎都很明显和微不足道。 

当考试的短文部分的主题是肥皂的化学成分，而我们化学课程从

没有讲过肥皂，甚至连有机分子都没有覆盖到，可是我又不得不写时，

所以我该怎么写这短文呢？我用到了我创造的信息网络。对肥皂的相

关思考使我想到了我在生物领域看过的一个简单视频，这个视频将肥

皂分子比作脂肪。我也想到了一次到再定制的先驱定居点的旅行，在

那里，它们从动物脂肪和碱液中制造肥皂。每一个信息片段在它自己

的单个角度上来看都是不完整的，但是组合起来后，已经足够强大到

支撑我去写一些关于肥皂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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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记忆和整体学习的比较 
 

 

机械记忆                               整体学习 

  

 

     

 

 

 

 

 

 

 

 

 

 

 

 

 

 

 

 

 

 

 

  

 

 

 

 将思想组织到盒子里

面去 

 将科目与概念明显地

分开 

 几乎没有多余的神经

线路到达相同的思想

点 

 只从一个角度看待概

念 

 期望通过重复背诵达

到学习目的 

 将思想组织进网络里 

 将科目与概念相互联

系 

 有许多神经线路到达

相同的思想点 

 从许多角度和多个认

识看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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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架构 

一块砖头从它自己的角度看它仅仅只是一

块砖头，五百块砖头呢，就它们本身来说，也仅

仅只是一堆砖头罢了。但是，如果有了正确的计

划和布局，五百块砖头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建造一

个房子了。如果只从每块砖头的角度来看，显然

对房子本身的设计和有效性是有失公平的。       

  整体学习的内在联系就像这些砖头一样。如果只是从单块砖头上

看，它们是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的，或者可以说它们没什么作

用。但是，当你恰当地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它们就会组成我接下来将

要称呼为的架构的东西。你的架构就是你的网络的全部结合。这个架

构将你所有的思想恰当地结合到一起，以此来创造你对复杂观点的理

解。 

不幸的是，一个架构它自己不会沟通。当某人教你一个东西或

你自学某样东西时，这时你就已经在为自己收集一块一块的砖头了。

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能已经对怎么样把这些砖组织起来有了一个粗

糙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在联系或者这些砖没有被恰当地组

装起来，那么结果是令人相当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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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不了它” 

当你没有正确理解一个概念时，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并没有从整

体上学习。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些信息并且可以正确的解释它们，不过

你还没有从一个更加深入的水平去理解这些信息。你所有的东西不过

是一堆砖而已，你并没有理解怎么把这些信息正确联系在一起。 

建造房子的第一步是意识到你打算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学习

任何复杂的科目或者领域，里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架构。这时存在

于你的知识网络里的理解能力框架将会起到作用。我在课堂上很少记

笔记，甚至学得没有其他人多。我在每节课上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架构，

而不是抄写那些老师说的东西。当然记笔记对学习是有帮助的，但是

要意识到笔记只是我们到达最终结果的一个中间工具。建立一个切实

可行的架构吧！ 

我们要组织起一个架构而不是一个信息的记忆列表，这样的美

妙之处在于，架构比记忆列表更容易维持。如果我给你展示一堆砖，

然后从它们之中拿走一块，如果这一堆砖是由十块或者二十块砖组成

的，可能你可以告诉我那一块砖是从哪个地方被抽走的。但是如果这

一堆砖是由一百块组成的呢？一千呢？一万呢？你还可以知道这一

块砖是在哪个地方被抽走的吗？ 

现在如果我向你展示一个由砖头组成的建筑，然后建筑中抽走

一块砖，你可以告诉我这一块砖是从哪个地方被拿走的吗？可能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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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知道答案了。即使这建筑包含了上百万砖头，但是对建筑快速扫

描一眼后，你可以很快发现建筑中的漏洞在哪里，当然就可以很快找

到那一块砖是从哪个地方被抽走的。 

你不需要用每一块砖去维持建筑的结构完整性，同理，你不需

要记得每一个信息片段去维持你理解力的完整性。当你拥有了一个架

构，即使有许多丢失的信息，你也快要解决一些难题。因为你只需要

看一下你的架构，发现空缺的漏洞在哪里，然后把它们填上就可以了。 

大部分人错误的认定，如果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你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只要你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

你就快要从缺失的信息中找到正确的方法。但一个通路被阻断，你可

以采用另一条通路。在考试中，即使我忘记了当时别人教的解决方法，

我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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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型开始 

如果你要设计一幢摩天大楼，你

不会从买地和铺砖开始，对吧？是的，

你会以设计一个模型来作为开始。模型

和架构并不一样。架构是一个理解力的

完整集合。数学架构可以让你解决数学

上的任何问题。 

模型是一个你努力去关联或理

解的思想的快速展现，它是一个不完整的临时的解决方案。没有尝试

建立大量的模型，任何想要建立一个架构的企图都将会失败。想要马

上理解所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意识处理能力有限。建立大

量独特的个人模型可以使你有机会去把这些模型缝合起来，把它们组

成自己的架构。 

最近我在上一门叫矢量线性代数的课程，这课程很抽象，大部

分人要建立一个这门课程的架构都不容易。当介绍到子空间时，我迷

糊了。我需要一个对这个概念的架构，但是它太空泛了，以致我不能

马上掌握。所以我转而寻找一个模型。 

最后我选择的模型是一个可视化展示，这个展示是根据我对理

想化子空间的理解而想象的样子来制作的。这个可视化是如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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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它是完全自动化一样。我依然记得平面通过一个蓝灰色的三维空

间的真空时，慢慢变红然后成为半透明的切片。 

这个模型并不是架构。三维

空间里的平面只是许多不同种类的

子空间中的一种。但是没有这个模

型，一个子空间对我来说，只不过

是一堆规则和数字而已。即使这个

模型并不精确，我还是可以用它作

为一个基础，去改善和扩展最终的架构。 

许多链接组成了简单的模型，而模型则组成了总体上的架构，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架构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完美的。有效的架构也可

以将架构的使用范围之外的东西链接在一起。一旦我拥有了一个为子

空间准备的架构，我就开始将自己的经验视为一个真实子空间。 

当架构之间存在问题时，那些已经成为孤岛的架构是没有价值

的。将各种架构联系到一起有助于将架构的影响地带之外的问题转变

为可以理解的领域。但我写关于肥皂的短文时，肥皂就在我的架构的

知识之外。但是因为我的各种架构是相互联系的，所有它可以根据我

在不同地方的经验，转化为各种不同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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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从整体上学习 

我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尝试去解释什么是整体学习以及将

网络思想打破并重组为架构和模型。但是到底你是怎么真正做到的呢？

好问题！大部分学习整体学习的人只是墨守成规的使用该方法，并没

有去有意识的改进以适应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成熟的方法可以直

接去拿来用。当我需要一个模型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当我有足够的

模型，我就快要建立一个架构。但我学习信息的时候，我就会尝试着

将它与我的架构之内和之外的知识相联系。 

虽然我用了那个方法来组建的系统，但是我相信它是一种可以

练习和学习的技巧。接下来我将会涉及到一些针对组建模型和架构以

及链接架构网络的针对性的方法。 

当你准备好时，我相信大部分方法都可以从顺利被掌握。你不

需要用手指或笔和纸去计算 5+3.相似的，有了足够的练习后，你可能

会发现你自己自动就会使用这些存在于你头脑中的方法了。但是直到

你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思考时，你还是需要写下这些步骤来督促自己强

制使用它。 

整体学习是一种需要练习的技巧。我从来不相信快速的固定的

解决方案，所以整体学习当然不是其中的一种了。那些技巧应该可以

使理解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的提高，但是组建一个高度联系的架

构网络的真正目标，则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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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一：全息化 

模型并不是想法的简单

聚合，它是一种经验。我看到人

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意

图通过将规则和想法聚合在一

起来理解某样东西。这似乎很合

乎逻辑，但这并不是一个将想法

互相联系起来的好主意，甚至比蛮力的机械记忆好不了多少。 

相反，如果你想通过一张特殊的图片或一种特殊的感觉来总结

概念和想法，我称这种方法为“全息化”，我之所以没有把它成为“形

象化”是因为它不需要一幅照片来帮助你。基于你的学习偏好，你看

你或看见，听到或者感觉到你的思想。不仅仅是一幅图片，“全息化”

更多的是关乎一种经验。 

通过“全息化”你正在学习的那些抽象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转

变为有形的东西。这就创建了一个可以相互联系和可理解的实用化模

型。想象“全息化”有点像是你压缩文件的大脑版本。但你压缩一个

文件时，你要用到很多字节，通过删除多余的元素，你就可以把这些

字节压缩到一个更小的存储空间里了。全息化意味着，你要整理一小

撮概念，然后把它们变为一个单独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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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全息化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已经在使用全息化这个方法了。但一个

作家向你描绘一个概念时，全息化通常就在这时候被用上了。要描述

记忆图像或感受层面上的相关概念时，他或她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模型

来使你理解他或她想要传达给你的意思。整体学习意味着，当没有一

个容易的模型给你使用时，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寻找模型的程序。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做时，最好的方法是准备一叠纸，然

后开始吧。将几个思想的关系以图片的形式画下来。记住你的目标还

不是一个完美的架构，现在你的目的是完成一个简单化的模型。即使

后来证明了你的模型是很不精确的，但是这也比没有模型要好很多。 

问一下你自己这概念看起来像什么，听起来像什么，或者感觉

起来像什么？它是怎么起作用以及反应的呢？当我学习计算机科学

的时候，我形成了一种记忆图像，它关乎奇异机器，以及可以展现我

所学的不同科目和函数的对象。字符串和队列看起来像沿着绳子悬停

的彩色立方体。函数就是字符串和独立模块的机器，又可以分化出新

的模块。 

如果你很好的掌握了这方法，那么你不需要笔和纸就能够做好

了。你的想象力可比你的手摇快多了，所以一旦你开始去理解一个过

程，你就可以全息化这些不同的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了。你可以理解

它们是怎么作用的，以及对刺激因素的反应。糟糕的想法也可以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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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乎寻常，甚至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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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暗喻 

全息化是我发展模型的一

个关键步骤，也是完成一个架构

的第一步。但是仅仅拥有了模型

还是不够的。发展一个独特的模

型需要时间，而如果这些模型丢

失了，那么你做的一切也都是浪

费了，因为当你面对一个你没有合适的工具和架构使用的问题是时，

一切都显得无力。把各种架构联系起来，你需要用到暗喻这个方法。 

当你要把两个实际上没有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时，人们

往往会用到暗喻这个语法。暗喻的一个变异是明喻。当你用到一些如

“好像”或“正如”等的词语时，你往往是在使用明喻了。在学习中

使用暗喻的背后思想是挺简单的:你想把两个思想（即使这两个思想

没有什么关系）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把宇宙描述为一个由空间-时间

组成的织物。这就是暗喻。他不相信宇宙会包含所谓的棉线会编成为

图案，但是他用了织物这个概念去描述宇宙，而我们大家本来对织物

就有一个概念的，但是我们却不会把它和宇宙联系起来。 

暗喻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架构。如果你想要建造一座房子，最快

速的方法是对你已经拥有的图纸作一些小的修改。暗喻可以让你把新

建立的架构与之前你已经建好的架构联系起来。当你的模型不能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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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信息时，这往往可以帮助你把一些有用的信息碎片组织起来。 

 

 

 

怎样使用暗喻 

如果你经过相应的练习，那么暗喻将会是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

当你学习一个新的科目时，它会自动地使你想到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

但我阅读尼克拉.马基雅弗利（Nicollo Machiavelli）的《王子》 （The 

Prince）时，我开始把他关于治国才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弱的

架构）的思想和我之间的架构联系起来，然后把这个思想变为关于商

业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对这个领域我有一个很好的架构）。 

如果你还没有广泛的使用暗喻这个工具，那么快速开始的一个

方法是，无论你学习什么新的东西，都玩一个叫“这使我想起..”的游

戏。游戏玩法很简单，你思考或写下一个新概念使你想起的一系列思

想。如果这些思想是可笑的或者完全没有联系的，那也没关系，这正

是重点----去链接那些通常不会被联系起来的东西。 

这个思想的重点是，通过不断的实践这个游戏，你可以从自己

已经理解的优势方面去看待一个新的概念。这有助你快速理解一样新

东西。如果你对运动风了解，那么当你要理解经济或科学时，你就可

以把运动作为一个喻体。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在任何事物之

间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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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暗喻的一个额外作用是它可以主动地把你的架构链接到

一起。这个过程最终意味着，即使当你的架构真的很弱时，你照样可

以把一些缺失的信息填上。你可以从艺术学的角度去解决一个编程问

题，或者你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决一个恋爱问题。当然，暗喻

这个方法没有一个完美的架构那么好，可是当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

整的发展一个架构时，那么暗喻会是不可思议的代替方案。 

方法三：探索 

探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通过你的思想架构，模型，暗喻，

然后找到错误。把这个过程看作

是你最终理解一样东西的打磨

阶段。零碎的模型不能表达你所

学会的知识，也不能补充你所欠

缺的理解能力。 

如果你严格遵守了上面

的两个原则，那么探索这个阶段则相应的没有那么必要。当你大量地

进行全息化和暗喻操作时，最终你会留下许多的冗余度。因为你从很

多角度去理解了一个东西，所以即使你采用的去理解某样东西的方法

失败了或者那两个领域隔得太远了，你一样可以有很多方法去理解它。 

但是如果你的理解能力真的很重要，那么经常探索你的思想网

络有助帮助你清除错误。只有你往后去检测你的思想网络时，那些漏

洞和错误才会被发现。如果你不仔细审查相关信息，那么这些错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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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隐藏在你的意识之中。在考试中就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你意思到

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想不起正确的方程式。一

个足够强大的思想网络或许意味着，你不需要那方程式就可以解决那

个问题，但是可能你要花一些弯路才能到达那个境界。 

 

怎么样去探索 

学会怎么去探索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问题。如果你正在学校运

用整体学习的话，这些问题意味的是家庭作业问题，各种任务，还有

测试。真正懂得去运用你的知识网络的话，你会很快发现其中漏洞和

错误。 

有一个练习模型认为，你应该重复的做一个问题直到你理解它

了。我可不同意这个方法，那只不过是机械记忆，它使用问题去加强

一个策略方法，而不是去探索一个整体的网络。整体学习法假设你已

经建立起了一个架构，而练习问题只不过是用来补上那些漏洞。如果

你最终还是不得不通过大量同种类型的问题练习来理解一个问题，那

么你需要往回走，去创造一个新的模型，然后重建你的架构。 

第二种练习探索的最佳方法则是学习。我的的确确也认真学习

了，不过我主要把它当作练习探索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学习知识的来

源。阅读笔记和章节可以指明一些思想。通常这些思想已经深入我的

网络，但有时候我会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学习通常没有比测试更能

发现你的不足之处，但是它可以修复你一些已经被损坏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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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得不读好几遍才能记得某些东西，那么你要么是不够

专心，要么你就是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架构，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不

相信考前的突击几个小时的学习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如果我不是第一

次学习这个科目或者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忽略了去建立一个架构，那

么对我我来说，在考试前我最多只会花半个小时去把这个科目探索一

下。 

对整体学习的批评 

当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讨论整体学习时，我收到了许多支持，

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有趣的反对意见。虽然根据这些批评，我对自己对

整体学习的理解进行了整合和修改，但是整体学习并不是天才的完美

取代。整体学习只是观察学习过程的一个方法，有些领域并不能应用。 

 

专制独断的信息 

如果某些领域里存在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底层系统，那么整体学

习在那个领域最适用不过了。整体学习假设这个领域存在着一个合适

的架构，只是这个架构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而已。这个想法适用于大部

分科目。科学和数学看起来是最适合运用整体学习的领域，不过在关

系学，文化写，计算机，生活，健康，情感，和哲学等领域里整体学

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但是当某一个领域的确不存在一个架构时，那么整体学习在这

个领域就要失效了。法律领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有一些不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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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架构可以运用到法律领域，但是总体上说这些架构是无力和独断

的。你不能根据一些相似法律的联系就假设另一些法律的存在。具有

高度独断的基于规则的系统需要另外一些技巧，而这些技巧整体学习

没有办法提供。 

在历史领域里，整体学习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在法律领域要

好一些，但是有许多情况不适合整体学习，因为历史信息和数据都不

符合底层系统的情况，它们仅仅只是一系列事实而已。拼写，词汇和

语言都有一些相似的小潜力去组建一个架构。对于那些不大容易组建

起一个架构的领域，还有许多成熟的系统方法可以去理解其本质，但

是这已经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潜意识学习 

整体学习关注概念的理解，但是有许多生活领域是一点也不依

赖概念的理解的。老虎伍兹不需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学习者才会赢

得 PGA（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技巧是通过潜意识的学习获得的，

并不会从整体学习方法中受益多少。 

每一种学习方法的组成，都是基于高度概念性到高度技巧性的

一个比例点。整体学习更加侧重于高度概念性的一端，在学校和许多

行业的学习，往往就是这种类型的。但就像过度的记忆对学习概念不

是一个好方法一样，基于互相连接的的学习方法也不是一个学习技巧

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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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体学习的总结 

虽然我试过了很多种学习思想，但是如果说有一种可以带走的

学习方法的话，那么就是你应该创建一个巨大的互联思想的网络，而

不是单纯地把这些信息塞进你的脑壳里。这不仅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学

习方式，而且这样做也更加有趣。全息化和使用暗喻都是如此的有趣。

不像学习一门枯燥的课程，你需要强迫你的大脑去接受那些信息，整

体学习是按照大脑的规则去使用你的脑筋。 

如果我已经让一个学生用更少的学习精力去理解了他的科目，

或者我给了你们其中任何人一个去提高理解能力的方法，那么，我已

经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特别讨厌一个人总是以天才或天赋的借口去解

释别人的技巧。值得高兴的是，我已经为打破智力精英这个说法做出

了一点自己的努力，同时给那些刻苦努力的人们一个机会去使用在别

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学习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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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里还可以访问一下资源： 

 

我的网站： 

http://www.scotthyoung.com/blog/ 

 

怎么样不用学习也取得好分数： 

http://www.scotthyoung.com/blog/2007/03/25/how-to-ace-your-f

inals-without-studying  

学习与整体学习： 

http://www.scotthyoung.com/blog/2007/03/29/studying-and-holis

tic-learning 

这本书完全免费，我发表这本书并不期望从任何读者那里取得

获利。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许你会给点小费。 

 

捐赠： 

http://www.scotthyoung.com/blo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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