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办

         2 月 5 日是岛城新春第一节——萝卜 · 元宵 · 糖球会开幕的
第一天，仅第一天就达到了 31 万人次的人流量，这一巨大的人流
量再加上现场热闹的氛围，透露着浓浓的年味。现场秩序井然的背
后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功臣，更是得益于市北区首次试点标
准化建设办节会的尝试。据介绍，今年，市北区举办新春第一节，
离不开 21 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从节会经贸、文化旅游、宣传、食
品安全、治安安全、环境保障六条工作线，全面保障节会的各项管
理工作。
         截至 5 日下午 5 时，来自市北区政府统计的数字显示，昨天一
天的时间里，总计有 31 万人到糖球会现场游玩，全天销售额超过
了 650 万元。 “从全天的情况来看，市民参会的热情非常高，会场内
的各条街道人流量都非常大，我们做好了各种应对工作，保障节会
的平安举办。”市北区文新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2 月 12 日 , 青岛气温回升 , 天气晴好又恰逢周日 , 大批市民游

客抓住了节会“尾巴”, 来逛萝卜 · 元宵 · 糖球会的最后一天。
记者了解到不少市民选择在最后一天逛糖球会 , 早就“计划”好了。
家住李沧区的李先生和几位朋友当天一起来逛会 , 他说 :“只要是‘老
青岛’, 基本上都逛过很多次糖球会了 , 逛得多了大家也得出一个小
窍门 , 就是糖球会最后两天小吃、糖球等食品摊位会打折 , 今天来
吃最实惠。”
       记者发现 , 正如李先生所说 ,12 日当天不少小吃摊位都采取了薄
利多销的策略。在一家烧烤摊铺原先 5 元 3 串的烤肉 , 当天已经 1
元 1 串。老板告诉记者 , 今年他进了不少冷鲜肉 , 节会闭幕后就没
有这么大的客流量了 , 原料放久了肯定不能再卖了 , 不如最后一天
卖便宜点。这位老板对今年的收入还比较满意 ,8 天下来挣了几万元 ,
他说明年还要继续来出摊。据主办方统计 , 截至 2 月 12 日节会闭幕 ,
本届萝卜 · 元宵 · 糖球会共吸引了 226 万人次前来逛会 , 销售额
达 4892 万余元。

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首日销售额超 650 万
　　“诗词综艺热”是时代的声音，
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
依然有着自己的受众，其关键就在
于有没有人去做传播工作，能不能
创新传播形式，做到既有意义又有
意思。
　　这几天的论坛上，诸多热议指
向一档最初并不被特别看好的综艺
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从 16 岁“诗
词达人”到点评嘉宾，甚至主持人
的串词，皆成热点。印象中，古诗
词除了学生课堂学习，似乎离社会
生活有些远。此番热潮，很是出乎
意料。（2月 6日《解放日报》）
　　这个春节，电视基本上被《中
国诗词大会》“霸屏”了。这档节目，
真正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
的融合，因为这档节目，老少之间
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增进了感情，
这个春节很有可能因此而融入家庭
成长记忆。
　　乍看起来，这档节目的走红，
很有些出人意料。众所周知，春节
期间从来都不缺少综艺节目。在传
统习见中，观众喜欢的综艺节目类
型，不外乎“一笑二闹三跳四唱”——
这也是当前市场供给的主要形式。
《而中国诗词大会》，听起来就很有
“文艺范”，似乎曲高和寡，应该“叫
好不叫座”才是。可事实给出了截
然不同的答案。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
对应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社
会心理。很多不可思议，其实只是
隔着一层窗户纸。“诗词综艺热”也
是如此。仔细分析“诗词综艺热”，
并且据此作出文化供给调整，对促
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有着深远
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时
代多元多样的概念。但在很多时候，
我们却做着南辕北辙的事。拿文化
供给来说，很多人往往认准庸俗流
行主义，认为粗浅的才是市场的。
可在事实上，“下里巴人”和“阳春
白雪”永远并存。如果说过去，我
们有意忽视了“下里巴人”，那么现
在则表现出轻视“阳春白雪”的倾向。
体现在荧屏上，出现综艺节目，基
本都是“一笑二闹三跳四唱”。但在
事实上，公众也有高层次的文化需
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娱乐至死”。
而这部分需求，却被有意无意屏蔽。
　　“诗词综艺热”的出现，有着深
刻的时代背景。正如语文教育专家
所说，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强烈呼
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背景紧密相
连，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其实，
远远不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这些
年来还曾流行过汉字听写大赛、成
语大赛……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公众并非一味喜欢流行，依然有着
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当然并不是所
有的传统文化都会受到欢迎，这里
还涉及到手段创新。但只要传统文
化找到好的表现方式，肯定受到欢
迎，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种流行现象的出现，往往是
时代的声音。“诗词综艺热”也是时
代的声音，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优
秀传统文化依然有着自己的受众，
其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人去做传播工
作，能不能创新传播形式，做到既
有意义又有意思。对于传播机构来
说，通过创新的手段，让传统文化“飞
入寻常百姓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赢，何乐而不为？

“诗词综艺热”
是时代的声音

　　十二生肖是东亚地区历经数千年
活态传承的文化现象。近年出土的云
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随
州孔家坡汉简等都发现了记载十二生
肖的《日书》。《日书》作为民间传统
的民俗日历，蕴含着择吉择时、日常
起居、天人和合的丰富文化内涵。到
东汉，与今天十二生肖种类相同的生
肖体系基本定型。

　　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时间体系
中，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搭配，一共
有癸酉、乙酉、丁酉、己酉、辛酉五
巡酉年。酉年的生肖是鸡，通常称为

“酉鸡”。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鸡生
肖的形象大多为驯养的家鸡，呼应了
中国农业民俗文化中的“六畜”。但
事实上，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
酉鸡的文化史内涵还与同为雉科动物
的原鸡、雉、鹑等禽类密切相关。

　　生肖鸡的核心民俗内涵，大都和
鸡的习性与外形相关，也即羽毛艳丽、
公鸡打鸣、母鸡育雏、啄食毒虫等。
在雉科动物中，鸡、雉、孔雀都有异
常艳丽舒展的羽毛，因此雉科动物成
为百鸟之王“凤”的主要原型。民间
也常把鸡唤作“凤”。

　　公鸡打鸣是中国文化标记时间的
重要生活现象。鸡鸣过后，日出东方，
昼夜更替。鸡成为光明、晨昏、时间
的重要象征，并衍生出勤奋、秩序、
责任的意涵。闻鸡起舞、鸡犬相闻、
鸡鸣戒旦等成语就源于“鸣禽”的生
活文化。《周礼 · 春官》中记载司掌
鸡牲礼仪的人同时也报时、警夜，被
称为“鸡人”。王安石有诗云：“宫楼
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啼
晨司夜、金鸡报晓，鸡作为“知时畜”
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生活作息
中。

　　鸡在古代被称为“德禽”。《韩诗
外传》归纳了鸡的“文武勇仁信”五德，
释曰：戴冠为文、趾突为武、好斗为勇、
呼食为仁、守时为信。《幽明录》载，
晋人宋处宗养一长鸣鸡于窗前，鸡开
口和他谈论，极富言智，处宗因此言
巧大进。遂有“鸡窗”代指书斋的典故。

　　鸡勇斗的习性被饲主加以训练，
遂形成斗鸡的游艺活动。斗鸡习俗在
东亚、东南亚各地都很流行，历史悠
久。规范的斗鸡活动有游戏规则，在
爱护鸡的前提下欣赏斗鸡的敏捷、勇

武和英姿。斗鸡为民众喜爱的重要原
因就在于其勇武之气能感染人、激励
人。

　　“鸡”字 恰 巧 与“吉”字 谐 音，
因此鸡也是民间文化中的吉祥鸟。正
月初一为鸡日 ( 吉日 )，民间有在室
内或门上“贴画鸡”的风俗，寓意吉
祥入室。画鸡图案取义“大吉有余”“大
吉大利”。也有地方新年贴“鸡王镇宅”
图案的年画和剪纸。鲁西南地区立春
这天要给儿童戴布偶春鸡，象征吉星
高照。

“丁酉话鸡”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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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组织在发展成员时，往往把
黑手伸向那些自身存在问题的易被攻
破者。门徒会就是这些易被攻破者的
“心灵捕手”，它通过捕捉目标人物的
弱点或心理需求，对其拉拢引诱，最
终将其卷入邪教的梦靥。笔者归纳出
以下五种方式：

　　对怀才不遇者的权财诱惑
　　有些人胸怀才学，不得志，郁郁
寡欢，屈居微贱。门徒会紧紧抓住他
们急展才能的心理弱点，给予职务奖
励，如对发展成员较多的信徒授予“职
司”的职务，负责组织唱“灵歌”和
对新信徒进行培训等，使其有了施展
抱负的环境。按照信徒职级向信徒家
人发放不同数额的“照顾费”，激励
信徒努力工作，以便“升职加薪”。
还通过 “作见证”蒙骗群众，如声称
“某某因为虔诚信神，最后做了神界
的大官”。这些手段对青睐“仕途”
和“钱途”的怀才不遇者而言，具有
极大的杀伤力。如：云南省尾朵朵村
能人李刚，因禁不住门徒会提出的“入
教让李刚当负责人”，“李刚会受到村
民的顶礼膜拜，像神一样地被供奉，
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权利

诱惑，走进了邪教编织的噩梦。（《春
风唤回迷雁归》，凯风网，2016 年 5
月 4 日）

　　对身体欠安者的治愈欺骗
　　门徒会利用病者期盼健康的心理
需求，鼓吹“治病”神传，达到引诱
群众入教的目的。门徒会主张“祷告
治病”，宣称“生病者只要信神，坚
持祷告就能百病痊愈”，因为“病来
源于罪”，“只要罪得赦免，病就得以
医治”。季三保声称自己可以像耶稣
一样“赶鬼治病”，宣扬“上帝是天
国的大医生，能叫死人复活，活人无
病，哑巴开口，瞎子睁眼，瘫子行走，
聋子听见”。还通过制造“神迹”来
愚弄病者，季三保吹嘘，他通过“祷
告”让死亡的 3岁小孩“复活”。在
门徒会歪理邪说的蒙蔽下，那些期待
残处重生、疾病痊愈的人往往会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把加入门徒会作为治
病防病的途径，从而被门徒会俘获。
如：重庆市璧山区万文诚，患高血压，
需长期服药控制，因寄希望于祷告治
病，根治自己的高血压顽疾，误入门
徒会，两三年间病情便急剧加重，最
终不治身亡。（《万文诚误入门徒会丧

命》，凯风网，2016 年 6 月 28 日）

　　对贫穷困难者的温饱承诺
　　门徒会抓住贫困人群渴望温饱的
生活诉求，宣扬信教后有粮吃、有钱
拿，提出“发酵粮”、“赐福粮”、“生
命粮”等概念，宣称“信徒吃的粮食
不但不减少，甚至还越吃越多，有这
样经历的人是更蒙福的”。编制《生
命粮歌》：“随时来做饭，耶稣赐米面，
又赐油来又赐盐，锅碗瓢勺都装满。
赐的米面吃不完，白送恩典不要钱。
信心提起来，祷告耶和华，神的儿女
不要怕，耶稣有办法，凭信心去做饭，
赐的饭菜吃不完，全家老少吃了得平
安。”还在《闪光的灵程》中伪造季
三保被“赐粮、赐水”的“神迹”，如：
“三赎（家）自从信神后，家里长年
接待弟兄姊妹，那怕三十多人、五十
多人每次一锅饭不仅够吃，而且还有
剩的。（锅是一尺七寸口径）” 。这种
不生产就有吃不完的粮的“美事”，
往往轻易能抓住温饱线下群众的“芳
心”。 如：陕西裴二霞，家境贫困，
被同村张板女“信教粮食吃不完”邪
说蛊惑，在见证了三赎基督成员赵执
事制造的“神赐粮”神迹后，加入三

赎基督，最终家破人亡。（《没有天上
掉下来的“赐福粮”》，凯风网，2016
年 5 月 22 日）

　　对遭受重创者的假意关怀
　　有些人在遭遇天灾人祸、家庭变
故等挫折时，往往情绪低落，心态消
极，会对超自然力量产生依赖。门徒
会紧紧抓住群众希望逃避灾难、祈求
平安的心理，以趋利避灾为诱饵，采
取标榜教主无所不能和宣扬“神迹”
等手段，暗示受挫者“祈求就得着”，
引导受挫者把希望寄托于“三赎”季
三保，请求帮助自己改变命运，大肆
宣扬“世界末日论”，声称加入门徒
会的人可免去末日灾难，以此恐吓害
怕再次遭遇灾祸的群众，诱导他们入
教保平安。在门徒会的邪说蒙骗下，
这些人群把门徒会当作自己的“救命
稻草”。如：内蒙古包头市固原，小
芳（化名）的母亲跳井自杀，小芳的
奶奶因害怕再发生意外，在亲戚“只
有信三赎基督才能拯救他们一家”的
蒙蔽下，与小芳父亲加入三赎基督，
欲通过祷告使全家蒙福。将 15 岁的
小芳下嫁给比她大 10 岁的信徒，毁
其一生幸福。（《三赎基督安排 15 岁

女孩教内婚配》，凯风网，2016 年 7
月 8 日）

　　对精神空虚者的精神麻痹
　　门徒会采取聚会活动、“亲传亲”、
“友传友”的方式传播，常常借聚会
之名行传教之事，鼓动人们尤其是精
神空虚者参加传教聚会。门徒会抓住
培训等集体活动，使精神空虚者的生
活充实起来，通过交流学习心得等结
识朋友，使精神空虚者对社会交往的
需求得到满足，填补心灵上的空虚。
门徒会还提出“论复活之道”，鼓吹“只
有一心一意思念神的工作，才是复活
之人才能得救”，使心理空虚者将其
作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不止。如：内
蒙古乌拉特中旗李智通因年纪大了，
害怕空虚寂寞，被邻居一席：“信教
后不但能去病消灾，排遣孤独，还能
结识许多兄弟姐妹，大家互相帮助情
同手足，还经常在一块儿聚会，你就
再也不会寂寞孤独了……”的说辞打
动，与儿媳肖玉慧一同加入门徒会，
后儿媳生病主张“祷告治病”，因拒
医死亡，李智通后悔不已。（《她年仅
30 岁就被门徒会夺了命》，凯风网，
2016 年 6 月 28 日）       市南

门徒会是如何利用人心理弱点的

    1 月 25 日，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就办理组织、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作出解释。
　　司法解释共 16 条，主要就邪教
组织的界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
人重伤、死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邪
教组织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罪数
处断、共同犯罪等实体问题和邪教宣
传品的认定程序等问题做了规定。
　　第一条明确规定，“冒用宗教、
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
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
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
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
织’。”
　　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涉邪教犯罪
行为，司法解释作出了明确的量刑规
定。如使用“伪基站”“黑广播”等
无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频率宣扬
邪教，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利用
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等。
　　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造、
散布迷信邪说，蒙骗成员或者他人绝
食、自虐等，或者蒙骗病人不接受正
常治疗，致人重伤、死亡的，司法解
释第七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组织、利用邪教
组织‘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
　　司法解释规定，组织、利用邪教
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组织、
策划、煽动、胁迫、教唆、帮助其成
员或者他人实施自杀、自伤的，以故
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邪教组织人员以自焚、自爆或者其他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以放火罪、
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等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七种邪教
犯罪行为从重处罚：（一）与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勾结，从事邪教活动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邪
教组织机构、发展成员或者组织邪教
活动的；（三）在重要公共场所、监
管场所或者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
期间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四）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或者被认
定为邪教组织后，仍然聚集滋事，公
开进行邪教活动的；（五）国家工作
人员从事邪教活动的；（六）向未成
年人宣扬邪教的；（七）在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宣扬邪教的。”
　　司法解释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第九条规定：“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符合本解释第四条规定情形，但行为
人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
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可以不
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其中，行为
人系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的，

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司法解释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
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
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1999〕18 号），《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
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
〔2001〕19 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答》（法发〔2002〕7 号）
同时废止。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17 年 1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706 次会议、2016 年
12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
检察委员会第 58 次会议通过，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法释〔2017〕3 号
　　为依法惩治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等犯罪活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
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
释如下：
　　第一条 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
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
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
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 危害社
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
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
　　第二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
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建立邪教组织，或者邪教
组织被取缔后又恢复、另行建立邪教
组织的；
　　（二）聚众包围、冲击、强占、
哄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
共场所、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
序的；
　　（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扰乱社会秩序的；
　　（四）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
他方法强迫他人加入或者阻止他人退
出邪教组织的；
　　（五）组织、煽动、蒙骗成员或
者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六）使用“伪基站”“黑广播”
等无线电台（站）或者无线电频率宣
扬邪教的；
　　（七）曾因从事邪教活动被追究
刑事责任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
又从事邪教活动的；
　　（八）发展邪教组织成员五十人

以上的；
　　（九）敛取钱财或者造成经济损
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十）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
数量在五百张（枚）以上的；
　　（十一）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
达到下列数量标准之一的：
　　1. 传单、喷图、图片、标语、
报纸一千份（张）以上的；
　　2.书籍、刊物二百五十册以上的；
　　3. 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
二百五十盒（张）以上的；
　　4. 标识、标志物二百五十件以
上的；
　　5. 光盘、U 盘、储存卡、移动硬
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一百个以上的；
　　6. 横幅、条幅五十条 ( 个 ) 以
上的。
　　（十二）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
邪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电子
图片、文章二百张（篇）以上，电子
书籍、刊物、音视频五十册（个）以上，
或者电子文档五百万字符以上、电子
音视频二百五十分钟以上的；
　　2. 编发信息、拨打电话一千条
（次）以上的；
　　3. 利用在线人数累计达到一千
以上的聊天室，或者利用群组成员、
关注人员等账号数累计一千以上的通
讯群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宣扬
邪教的；
　　4. 邪教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
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
　　（十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
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
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特别
严重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
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
额达到第二条规定相应标准五倍以上
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
至第七项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较轻
的；
　　（二）实施本解释第二条第八项
至第十二项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
额达到相应标准五分之一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第五条 为了传播而持有、携带，

或者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查获，邪教宣
传品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
规定的有关标准的，按照下列情形分
别处理：
　　（一）邪教宣传品是行为人制作
的，以犯罪既遂处理；
　　（二）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
作，尚未传播的，以犯罪预备处理；
　　（三）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
作，传播过程中被查获的，以犯罪未
遂处理；
　　（四）邪教宣传品不是行为人制
作，部分已经传播出去的，以犯罪既
遂处理，对于没有传播的部分，可以
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第六条 多次制作、传播邪教宣
传品或者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
教，未经处理的，数量或者数额累计
计算。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
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涉及不同
种类或者形式的，可以根据本解释规
定的不同数量标准的相应比例折算后
累计计算。
　　第七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成员或者
他人绝食、自虐等，或者蒙骗病人不
接受正常治疗，致人重伤、死亡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
的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
致人重伤、死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
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一）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
　　（二）造成九人以上重伤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
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第八条 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至第
五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从重处罚：
　　（一）与境外机构、组织、人员
勾结，从事邪教活动的；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
立邪教组织机构、发展成员或者组织
邪教活动的；
　　（三）在重要公共场所、监管场
所或者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
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四）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或者
被认定为邪教组织后，仍然聚集滋事，
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从事邪教活
动的；
　　（六）向未成年人宣扬邪教的；

　　（七）在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培训机构宣扬邪教
的。
　　第九条 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
施，符合本解释第四条规定情形，但
行为人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
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可
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其中，
行为人系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
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人在一审判
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
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分别
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符合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
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节较轻”；
　　（二）符合本解释第三条规定情
形的，可以不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十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过程中，
又有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或者侮辱、诽谤他人等犯罪行为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组织、策划、
煽动、胁迫、教唆、帮助其成员或者
他人实施自杀、自伤的，依照刑法第
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
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
罪处罚。
　　第十二条 邪教组织人员以自焚、
自爆或者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放火罪、爆炸
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
罪处罚。
　　第十三条 明知他人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经费、
场地、技术、工具、食宿、接送等便
利条件或者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十四条 对于犯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致人重伤、死亡罪，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第
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附加剥夺政治
权利。
　　第十五条 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
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
　　第十六条 本解释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
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1999〕18 号），《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
释〔2001〕19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答》（法发〔2002〕7 号）
同时废止。

“两高”发布新司法解释 依法惩治邪教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毋庸置疑，该司法解释的颁布施行对于准
确认定涉邪教犯罪、精准打击邪教活动具有重
大意义。那么，相比此前颁布的三个涉邪教犯
罪司法解释，该解释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

　　一是体例上更加系统完备。

　　此次司法解释出台以前，关于涉邪教犯罪
的司法解释有三个，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 1999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1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
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2002 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答》。三个司法解释虽层次清晰、内容科学，但
也存在“散、乱、重”的问题。“散”，即涉邪
教犯罪案件如何定罪量刑，如何区分此罪与彼
罪，如何判断罪数、犯罪形态，答案散见于上
述三个司法文件中，既不方便查阅学习，又不

利于司法人员执行运用；“乱”，即逻辑不够严
谨周密，有混乱之嫌。以《解释（二）》为例，
第 1 条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第 2 至第 4 条划
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第 5 条又回到罪与非罪
的老问题，第 7 至第 10 条又规定此罪与彼罪的
区别，完全没有按照先罪与非罪、后此罪与彼
罪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内容；“重”，即内容重合，
纵观 2002 年《解答》的内容，基本上是《解释
（二）》的量化细化，相关内容完全可以与《解
释（二）》合二为一。

　　新司法解释的颁布，有效解决了“散、乱、重”
的问题。一是形式完备。合三为一，改变过去
内容分散、三分天下的格局。一翻新司法解释，
关于涉邪教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谁来鉴定
邪教宣传品等等问题，一目了然，既利于学习
研究，又便于操作执行。二是内容系统。更加
权威、集中、统一，逻辑更强，条理更顺。新
司法解释将重复的内容剔除、繁琐的内容简化、
抵触的内容理顺，条文不再“打架”，法律权威
得以体现；按照如何认定邪教组织、涉邪教犯
罪如何定罪量刑、犯罪形态如何把握、罪数如
何判断、此罪与彼罪如何区分的顺序安排内容，

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二是积极应对邪教犯罪新趋势。

　　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邪教组织不断变换
手法与我对抗，与此相适应，邪教犯罪出现一
些新趋势，即犯罪场所由社会面转移到网上，
犯罪手法由公开聚集滋事到借助科技手段、互
联网煽动反宣。

    为适应这些新趋势、新动向，新司法解释
在内容上作出了积极应对。如针对利用伪基站、
货币传播宣扬邪教的犯罪行为，新司法解释明
确“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针对利用通讯信息网络进行邪教犯罪的新动向，
新司法解释更是单列一项，详细规定传播电子
图片多少张、拨打电话多少次、在线人数累计
多少、信息被浏览多少次，就应当以组织、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量刑，真正做
到犯罪认定标准细化量化，同时，充分发挥了
刑法对此类邪教犯罪的打击震慑作用。

　　三是主动回应司法实践新需求。

　　随着邪教犯罪手法的变化升级，司法实践
中对邪教犯罪的打击处理出现一些新问题，亟
需加以研究解决。如为了传播而持有、携带邪
教宣传品或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查获邪教宣传品，
应该按照犯罪的何种形态定性？又如，对多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而未经处理的行为，是
否该累计计算宣传品数量？ 再如，对于对涉案
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是法院
自己认定，还是交公安机关认定，抑或交由具
有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判断？新司法
解释不掩盖矛盾，不回避问题，对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新需求，均给予了鲜明、主动的回应，
有效解决了司法难题，充分发挥了刑法打击犯
罪、保护人民的功能。

    关于犯罪形态问题，新司法解释第 6 条明
确：“多次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用通讯
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未经处理的，数量或者数
额累计计算。”关于邪教宣传品认定问题，第
15 条规定：“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
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
具认定意见。”

涉邪教犯罪新司法解释的三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