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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明 （陕西）分 心

当邪教组织引诱我们时， 我们应该
如何去防范呢？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
几点：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对
于每个人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的生活质
量也跟兴越爱好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们
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精神世界得到了
充实，那么邪教组织也无法趁虚而入。

参与积极的社交活动 人是社会性
的动物， 参与到社会中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需要。 当我们参与了积极的社交活动， 如
乒乓球团体、 象棋团体等， 既可以充实自
己的生活， 又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心态， 让
邪教组织无法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坚定生活信念 要坚定生活信念，
正确解决生活问题。 人生多挫折， 有的
人家庭不幸， 有的人感情失意， 有的人
下岗失业， 有的人事业受挫， 有的人身
残多病。 面对不幸与挫折， 不能心灰意
冷， 垂头丧气， 更不能到邪教那里寻找
出路。 应该理智地分析现实原因， 这才
是改变命运的正确选择。

破除迷信思想 要破除迷信思想，
正确对待生老病死。 人没有不生病的，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任何人都逃避不
了， 而疾病则需要通过科学的医治恢复
健康， 而不是通过迷信。

正确认识宗教知识 有正确的宗教
知识非常重要， 这可以让我们辨别什么
是正确的信仰， 同时也有助于拒绝邪教
组织的拉拢。

心理咨询师 孔熙

5月 28日， 发生在山东招远的
“故意杀人案” 震惊全国。 当晚 21时
许， 为宣扬邪教、 发展成员， 犯罪嫌
疑人张立冬等 6人在市内罗峰路的麦
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
话号码。 当索要被害人吴硕艳电话遭
拒绝后， 张立冬等人认为其为“恶
魔”、 “邪灵”， 应将其消灭， 遂实施
殴打， 致吴死亡。

这一事件， 再次将全能神邪教
摆在了众人面前。 自上世纪 90 年
代起， “全能神” 教便借基督教
“救世” 之名从事非法活动， 所制
造的伤害事件有很多起。 郑州一位
长期研究“全能神” 的学者透露，
三门峡某县一位公职人员曾被其
“上级” 指挥一群信徒打断一条腿，
作为他“退教” 代价。 据悉， 邪教
组织一般选择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进行传教， “软硬” 兼施蛊惑人
心。 目前， 除“全能神” 外， 我国
已认定的邪教组织还有 14种。

为何全能神等邪教如此嚣张？
明明知道是邪教组织， 为何还有这
么多的信徒加入并“死心塌地” 追
随呢？ 又为何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更易上当？ 为帮助大家认识邪教的
真面目， 远离邪教， 笔者特从心理
学的角度来分析。

1、 好奇 人们一开始对邪教并
没有什么样的认识， 如全能神它披着
基督教的外衣， 让对于没有了解过基
督教或者宗教的人来说， 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 再加上亲朋邀请， 很容易就
加入进去。

2、 精神空虚 不管是什么样的
宗教， 都需要有信仰， 而空虚的生活
与低下的知识水平， 给了邪教趁虚而
入的机会。 具体分析起来， 一些农村
中老年妇女及部分城市空巢老人加入
“全能神” 等邪教的主要动机， 是闲
来找个 “组织” 打发寂寞， 寻找心灵
上的安慰。

3、 恐惧 全能神邪教哄骗教徒
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世界末日， 而对于
那些真的相信有世界末日、 恐惧世界
末日的人来说， 加入全能神邪教是他
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4、 压力与不良情绪 现代社会
的飞速发展引起较大的社会生活心理
压力， 在这种焦虑的情境下， 个体与
别人亲近的需求就会增加， 如果生活
中缺乏相应的沟通交流机会， 人际关
系就会更加充满隔阂， 这种长期的需
求缺失产生的负面情绪导致想寻求另
一种方式。 这又大部分体现在四五十
岁的中年妇女身上， 她们人到中年，
面临着各种社会生活压力， 知识的缺
乏又使她们找不到释放压力的出口。

5、 自我中心 缺乏基本的生命
意识与素养， 缺乏对生命———他人的
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的尊重， 缺乏
平等意识。 “招远故意杀人案” 中
“不给电话号码就杀人” 这一行为的
逻辑是： 不服从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敌
人， 是敌人就该杀。 张立冬等行为的
残忍、 残暴并不普遍， 但在人与人的
关系上， 持极端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立场的人， 并非罕见。

当加入到了全能神等邪教以
后， 邪教组织内部便有专人负责
对新入教的人员进行洗脑， 并不
断地强化， 通常这类人都受过心
理学方面的专业培训， 通过不断
地灌输、 刺激和强化， 达到精神
控制的目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情绪宣泄 上面说过 ，
压力与不良情绪会导致我们加入
邪教团体， 而邪教团体也会利用
这一点， 比如利用心理学中的尽
情宣泄法， 如不停摇摆， 和着节
奏拍手， 旋转舞等产生晕眩和头
脑恍惚之感。 这些反应使信徒相
信此行为对他们是有益的， 只需
坚持下去， 就能实现人生的 “终
极意义”。

2、 集体暗示 邪教利用不
断重复的颂扬或歌唱的方式制造
“气氛 ”， 引起成员的 “思维停
止”， 产生半催眠状态。 邪教组
织教导信徒 ， 只有他们掌握着
“真理”， 别人都是被误导的， 被
魔鬼操纵的。 此外， 邪教组织还
利用人的社会交往与归属的需要
来吸引信众。

3、 隔离 邪教组织往往控
制信众的时间和生理环境 （人际

接触的信息）， 即切断原有信息
源和对这些信息源的解释， 将个
体与原有的参照群体相隔离。 社
会心理学表明， 在相对封闭环境
下聚集成群的人， 他们的情感、
观念、 追求都转向同一个方向，
自觉性、 个性被消解。 成员之间
可通过相互感染使整个群体易于
接受同一情感或观点。 任何一种
暗示都会在群体中产生连锁反应，
使某种观念或者情感得到迅速传
播， 使个体做出为群体的共同利
益或信仰而牺牲一切的行为。 这
就是邪教信众之所以为其组织做
出种种出离想象行为的原因。

4、 恐吓 加入邪教组织后 ，
如果对邪教组织产生怀疑， 就会
被恐吓甚至被殴打。 当人们经历了
这些恐吓与殴打， 发现无法摆脱
时， 只得全心全意加入邪教组织。

心理学家荣格说过， 就像人
的身体需要盐一样， 人类的心灵
从记忆难及的洪荒年代起就感觉
到了信仰的需要。 信仰寄托着人
的精神最高的眷注和关怀， 而全
能神等邪教披着基督教的外衣，
装神带骗， 引诱人们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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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一辈子都享受
幸福快乐。 只有经历过， 才会懂得；
只有痛苦过， 才知道快乐时刻是多
么开心； 只有付出了， 才能获得回
报； 只有辛苦过， 才知道安逸其实
是那么不易； 只有失败过， 才知道
成功是那么艰难。

●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
来， 因为它无法更坏， 因此我们心
中应该总是充满阳光。 任何事情即
使再坏， 也有好的一面。 选择人生
最积极的一面， 心态好， 一切才会
向好的方向转变。 决定成败的关键
是心态， 而不是智商， 生活在天堂
还是地狱， 取决于你的态度。

袁静 （广西）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邪教
痴迷者也是受害者， 他们的心
理异化是由于邪教团体利用人
们的宗教需求和对人生意义的
追求采取的精神控制策略造成
的， 但他们寻求精神平衡的需
求是真实的。 如果缺乏强有力
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受害者无
法认识到他们被欺骗或被利用。
他们自身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或
健康的精神状态来认识到他们

被利用的事实。
因此， 心理干预法是引导他

们回归的重要手段。 通过持续
有针对性的干预， 使精神痴迷
的邪教信众脱离邪教精神控制性
环境， 引导他们多参加有益的社
会或集体活动， 扩展生活视野，
激发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
珍惜， 正确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社
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保持良好健
康的心态， 不再受邪教侵害。

揭穿邪教的精神控制法

个体为求安慰

组织施多法进行精神控制

心理干预 引导痴迷者回归

五招防范
邪教组织拉拢

心理咨询师 孔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