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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破损陶瓷器皿是一门民间传统技艺，名曰锔艺，在城市里已经非常罕见。

       纸折扇、拨浪鼓、小风车，这些许久不见的老玩具也一起汇集在非遗展
区里，吸引了年轻游客们饶有兴趣的玩起来。

       左图：萝卜雕刻大赛上，
手艺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将各色
萝卜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下图：非遗展区里，传
承人代表正在为大家展示拓
印“福”字。

日常生活中，以下五种情况下，有可能
被邪教引诱并误入邪教歧途。

( 1 ）当生活中遇到突然变故，心情郁闷、
苦恼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劝导和化解时，
对现实生活产生绝望情绪，邪教便会乘虚而
入，利用所谓的“真、善、忍”、“消业”、“免灾”
等虚无缥渺的歪理邪说进行诱导，使其上当
受骗，从而怀着企求心灵 解脱的愿望加入
邪教组织；

( 2 ）当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时，如：
生病无钱医治、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家中
无钱孩子不能结婚等，这时，如果得不到及
时救助，邪教会趁机以济困助穷的面目出现，
施以小恩小惠，帮其暂度难关，从而怀着感
恩的心理加入邪教组织；

( 3 ）当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饱受折
磨时，邪教会以介绍祖传秘方、宣传某种气
功的特异功能为由，引诱其上钩，从而怀着
治病的愿望加入邪教组织；

( 4 ）当有强身健体需求时，一些邪教
会趁机宣扬某功法的神奇功能，引诱想强身
健体的人们加入其中，通过长时间集体练功、
会功等，这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邪教成员。
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待
业、社会闲散人员中；

( 5 ）盲从心理。看到周围的人在练某
一种功法，被其所谓的“宗教外衣”和伪气
功的各种小把戏所迷惑，受到他人怂恿或随
大流、“趋众”影响，糊里糊涂地成为邪教
人员。崂山

误入邪教
歧途的五种诱因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起，法国一些受邪

教之害的家庭和有识之士就呼吁全社会警惕

邪教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与邪教

组织斗争。一些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反邪教

的民间团体。目前，法国有全国性的民间反

邪教团体两个：一个是“保护家庭和个人协

会全国联合会”，另一个是“反精神操纵教育

和行动资料中心”。

　　一、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

　　1974 年 12 月 18 日，一位邪教受害者的

父亲在法国雷恩市发起成立“保护家庭和个

人协会”。很快，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立了

类似协会。1982年3月18日，各协会联合起来，

成立了“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

该联合会总部设在巴黎，有 21 个协会和 15

个分支机构，常设工作人员 9 人，义务工作

人员 30 多人，总部和各协会的负责人均由退

休法官、律师和心理学家担任。

　　“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属于

“无限期“存在的民间机构。其职责有：研究

邪教的组织方式和活动特点；接待和帮助邪

教受害者及其家庭；向公众揭露邪教团体及

其活动；协助原邪教人员恢复正常生活；帮

助脱离邪教的受害者融入社会，重新生活。

　　“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及下

属协会在反邪教斗争中，充分发挥民间团体

的优势，多方面开展工作，起到了政府反邪

教得力助手的作用。它们随时向政府报告各

地邪教组织的新动向，提出防范和惩治邪教

组织的建议；会同媒体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

到企业、学校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普及防

范邪教的知识；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帮

助他们起诉邪教头目。企业和个人对该团体

予以支持，在经济上给予赞助。

　　二、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

　　“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又叫

“罗歇 . 伊戈尔 CCMM 中心”，1981 年由著名

作家罗歇 . 伊戈尔及其支持者自发创立，总

部设在巴黎，主席是让—皮埃尔 . 布斯盖。

罗歇 . 伊戈尔之所以发起成立该中心，是因

为他最小的儿子因为受邪教精神操纵，自杀

身亡。他在惨痛之下深思，认为要使人们避

免邪教之害，关键是要防范和摆脱邪教对人

们的精神控制。该中心得到法国各地群众的

支持和教育部、青年与体育部的认可，并迅

速发展。现有常设工作人员 3 名、会员 740

多人、分支机构 43 个。

　　“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的奋

斗目标是参与保护人类自由，反对用任何手

段企图渗透、控制和奴役个人或集体，尤其

是青少年思想的行为。它的行为准则是明确

区分只属于个人信仰范围的行为（包括信仰

与无信仰）与属于立法者与法官权限的情况

（教派行为）。它遵循的原则是独立于教派和

政党，客观而严谨地研究信息资料，具有明

确而坚定的公共立场。

　　“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通过

出版书籍和资料进行反邪教宣传，通过电话

和信函接受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属咨询，接待

邪教受害者并帮助他们摆脱邪教的迫害。该

中心做了大量基础工作，搜集了法国和其他

国家有关邪教的资料和书籍近千册，建立了

200 多个邪教组织的详细档案，从而形成了

研究邪教问题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曾为法

国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邪教情报小组 1981 年

提交的关于法国邪教的第一个报告提供了大

量第一手材料。该中心每年向法国政府提供

大量有关法国邪教的报告，协助政府开展与

邪教的斗争。此外，该中心还参与了“欧洲

教派信息研究中心联盟（FECRIS）的反邪教

计划与行动。

　　“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和“反

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积极开展反

邪教国际合作，不定期地主办有关邪教问题

的国际会议，与几十个国家的反邪教组织建

立了密切联系，共同开展防范邪教工作。

2000 年 11 月，“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

中心”主席让—皮埃尔 . 布斯盖先生、行政

主任帕特里西亚 . 卡扎诺女士、特派员阿雅

特—埃尔 . 穆昂塔西女士等应中国国际友谊

促进会之邀，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国首届“邪

教问题国际研讨会“，与中国国际友谊促进

会社会问题研究与交流中心的研究人员及其

他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2001 年 3 月

26 日，“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

和“反精神操纵教育和行动资料中心”负责

人分别与前往法国访问的中国反邪教协会代

表团进行了座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邪教问

题和反邪教斗争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示今

后在调查研究邪教问题方面加强交往，建立

长期稳定的交流关系。

　　三、启示

　　一是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反邪教，使

反邪教成为民众自发自觉的活动。在反邪教

活动中，不仅要发动邪教信徒亲属、专业人士、

原邪教信徒、教会等力量，还要注意发动大

众传媒、科研机构、立法机关参与共同反邪教。

　　二是反邪教运动要着眼于解决促使信徒

参加邪教的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工作问题，

解决其孤独感、挫折感，在社会中广泛提倡

亲情、友情、团体意识。

　　三是转化邪教徒应以情感人，注重说理

转化。应着重解决促使信徒加入邪教的个人

问题，促进教徒个人及其家庭的自我完善。

转化邪教徒的方式应以亲情感化、说理转化

为主，这样不但能帮助邪教徒认清邪教的本

质，而且有助于邪教徒尽快回归社会。

　　四是政府应大力支持民间的反邪教运动。

法国民间的反邪教运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

持，成效显著。法国在民间反邪教组织的推

动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反邪教法律《阿

布—比尔卡法》，还规定了“精神操纵罪”，

使得信徒家长和反邪教团体能够在信徒痴迷

邪教的情况下代表信徒利益起诉邪教组织，

如果邪教组织两次被判决有罪，法庭则有权

解散该组织。这样，邪教组织就不敢在法国

为所欲为，其规模和成员急剧萎缩。

　　五是民间反邪教运动应加强国际合作。

由于许多邪教组织已发展成为跨国界的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邪教活动。当某一国加强

了对邪教的打击力量时，邪教组织的主要头

目往往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遥控指挥，

蛊惑其信徒负隅顽抗，或者利用所在国对其

他反邪教国家施加压力，成为危害社会的恶

性毒瘤。因此，必须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

共同打击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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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间团体反邪教活动启示    春节刚过，年味不减，伴随着新编创的主题曲，“岛城新春第
一节”的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于正月初九热闹开场。融合多样曲艺
元素的开幕式、蕴含古风民韵的非遗博览、匠心独运萝卜雕刻大赛
和推陈出新的花式糖球制作大赛等项目在海云庵主会场轮番开办。
其中，包括非遗项目少林太祖长拳、太极鸳鸯螳螂拳、浮山后大鼓、
高家糖球制作工艺、核雕、闫家山地秧歌、面塑、竹蜻蜓制作工艺等。
热情逛会的市民游客如潮水般涌入节会，仅开幕首日就吸引了 32
万人。市北

冬吃萝卜夏吃姜，品尝清脆爽口的潍县萝卜，已经成为正月里岛城居民的习俗。游客兴致盎然地参与灯谜竞猜活动。

小朋友们亲自吹出来的糖人，感觉不错吧！

        2 月 2 日，市南区在海口路 5 号建
成一处反邪教警示教育阵地。整个阵
地由 24 块全新设计的宣传展板组成，
展板以红色为主打基调，既契合了新
春佳节的气氛，又透出强烈的警示意
味。内容上分为世界邪教概况、世界
邪教共同特征以及中国邪教概况 3 个
逻辑模块，国外邪教部分重点介绍 9
种具有世界影响、破坏后果最为严重
的邪教组织；国内部分从历史上的邪
教说起，以介绍当代现行活动最猖獗、
危害社会最严重、坑害群众最具欺骗
性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为重点。
这两大部分通过真实鲜活的案例、触
目惊心的场景照片，配以简明扼要的
文字注释，将各种邪教组织神化活的
教主、编造歪理邪说、实施精神控制、
诈骗聚敛钱财、疯狂实施犯罪等恶劣
行径进行大起底、大曝光，全景式、
概要式展现国外及国内邪教反人类、
反社会、反科学、反政府的共同本质。
        邪教严重侵害人的身心健康，危
害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是人类
的公害，社会的毒瘤，古今中外皆然。
当前，邪教组织在我们身边的反宣拉
拢活动时有发生，对我们的潜在威胁
不可忽视。在新春佳节之际，市南区
防范处理邪教办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警惕邪教拉拢腐蚀，自觉防邪拒邪，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快乐、文明
的春节。市南

市南区在海口路新建一处反邪教警示教育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