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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邪教暗中发展的“ 秘密冶
———评《 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
衣长春
(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摇 要]摇 邪教是宗教的历史反动,也是人类一大公害。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社会时常
出现各类披着宗教外衣的异端邪说,甚至发展成为邪教。 正是基于邪教产生的巨大危害,李维
意教授所著《 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 一书以讨论邪教发展的规律为主线,进一步澄清了邪
教形成、发展并控制信徒思想、心理、行为的一系列规律性特征,从而深刻剖析了邪教非法组织
的运作机制。 该著自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材料与方法相融通,不仅在研究范式上独树一帜,
而且也体现了一名当代学者应有的学术担当。
[关键词]摇 邪教;规律;唯物史观;李维意

[中图分类号] C91摇 [文献标识码] A摇 [文章 DOI] 10. 15883 / j. 13-1277 / c. 20180302403
摇 摇 众所周知,邪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 从

征,从而深 刻 解 析 了 邪 教 非 法 组 织 的 运 作 机 制。

古至今,邪教组织往往以“ 宗教冶 的外衣为装扮,制

通读全书,不禁时时感到作者独到的见解,深邃的

造并利用迷信邪说来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秩序,甚

构思,系统的体系与科学的方法,这无疑都使得该

至对抗政权,由此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严厉的惩

书成为一部富有深度和厚度的力作。 下面,我就

治措施,旗帜鲜明地打击邪教,保护宗教。 新中国

该著几大亮点作出简要介绍。

成立后,特别是随着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加剧,中国

第一,该著以揭示邪教组织由暗到明、由地下

社会出现了各类打着宗教旗号、披着宗教外衣的

到地上的演变规律为内容,对邪教的发展路径进

异端邪说,甚至发展成为邪教, “ 法轮功冶 最为典
型,它使大众真正看到邪教作为“ 社会毒瘤冶 的巨
大危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对邪教从
产生的根源、危害与治理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广
泛的关注和研究。 河北大学李维意教授所著《 邪
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 ( 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版) 一书即是近年来在邪教研究与治理领域所
结出的硕果之一。 作者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带
着一种深沉的现实责任感和学术情怀,以讨论邪
教发展的规律为主线,进一步澄清了邪教形成、发
展并控制信徒思想、心理、行为的一系列规律性特

行了创造性的理论剖析。

“ 邪教冶 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古已有之。 东汉

时期,人们将“ 邪教冶 称为“ 旁门左道冶 ,到了宋代
称之为“ 吃菜事魔冶 ,明清时期改成“ 邪教冶 。 历史
上的邪教往往是官方宗教的“ 异端冶 ,给社会造成
的危害也是灾难性的。 追问过往,反思古今,“ 邪
教冶 并没有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而绝迹。 从 20 世
纪 80 年代起,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滋长起来的以
“ 法轮功冶 为代表的各种邪教组织的蔓延,虽经我

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他们或改头换面,蛰伏地下,
或将总部迁入国外,继续散布歪理邪说,威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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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 有鉴于此,从理论上揭露和剖析邪教形成和
发展的演变规律就成为摆在学界面前一项基本课
题,遗憾的是,根据笔者的了解,此前学界还未有
一部专门讨论邪教“ 规律性冶 成因与走向的学术专
著,理论研究的不足也使得在实践中对邪教的治
理缺少针对性举措。
在该著中,作者李维意教授迎难而上,选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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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解决邪教问题的‘ 一揽子爷 方
案需要坚持群策群力、综合治理冶 ,要把“ 阵地战冶

和“ 持久战冶 结合起来,做到打防并举,相互促进,
标本兼治。 为此,在该著中作者提出了关于进一
步完善邪教预防与治理的若干省思, 如 “ 知己知
彼:切实加强邪教问题的理论研究冶 “ 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总结借鉴古今中外反邪教的经验冶 “ 德法
并用、综合治理: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邪方

前人所未思,发前人所未发,认为“ 与邪教的斗争

略冶 “ 扬正抑邪、以正克邪:充分发挥宗教反邪教的

杜渐,对症下药冶 。 为此,全书运用哲学、社会学、

教治理体系冶 等一系列对策措施,力图通过理论创

必须坚持用科学理论抵御歪理邪说冶 ,才能“ 防微

重大作用冶 “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健全完善基层邪

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

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实现彻底消除邪教毒

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总结并提炼了“ 邪教教主崇

瘤的目的。

拜的形成规律冶 “ 邪教精神控制的洗脑规律冶 “ 邪

第三,该著在实证调查与归纳定性相结合、宏

教由正入邪的思维规律冶 “ 邪教妖言惑众的传播规

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考察与现实经验相结合的

的操控规律冶 等六大规律,深入浅出地梳理了邪教

科学史证明,科学发展是一个过程,从前科学

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形成了一整套审查邪教思

到潜科学到科学,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帆风顺,这

维链条薄弱环节和思维漏洞的科学认知方法。 可

意味着伪科学几乎不可避免。 科学理论具有可证

以说,该著 问 题 意 识 精 准 明 晰, 论 证 结 构 紧 密 犀

实性或证伪性,而伪科学在任何情况下既不可证

利,做到了言之有据,述之有理,为反邪教的研究

实也不可证伪,这就需要人们首先确立科学精神

与治理提供了颇有价值、启人思路的新见解,从而

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提倡“ 大胆假设,小

律冶 “ 邪教组织发展的扩张规律冶 “ 邪教极端行为

也彰显出该著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该著提出了一系列防范与治理邪教的
可行性建议,为新时期构建反邪教制度化体系提
供了智力支持。

基础上,实现了邪教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融通。

心求证冶 的科学态度,要坚持 “ 解放思想, 实事求
是冶 的唯物史观,提醒自己也告诫别人,不盲从、不
迷信。
特别指出,该著作者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安定、和谐、有

理论研究工作,多年从事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

序的社会 环 境, 一 个 重 要 的 条 件 是 人 心 的 稳 定。

育工作,这部《 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 的完成

社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需要物质、科技文明的推

不是作者一时心血来潮,相反,正如书中所记述的

动与提升,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层面下积
极健康的心理、奋发向上的团结意志以及崇高远
大的理想信念。 然而,邪教与一切科学文明和人
性为敌,仇视人间一切真、善、美,利用邪说惑众,
制造思想混乱与社会恐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
过对信徒的“ 洗脑冶 和“ 灌输冶 ,养成邪教思维,达

现实缘由,“ 我对‘ 法轮功爷 的最初了解是在 1998

年,我所在的学校共有 6 名不肯回心转意的‘ 法轮
功爷 痴迷者, 其中便有我的一个 学 生。 为 了 转 化
他,我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爷 ,但却收效甚微冶 ,“ 那张紧绷着的面孔、
那双痴迷敌视的眼神、那份痴心不改的邪劲,至今

到对教主的崇拜,借精神控制实现对信徒的行为

记忆犹新。冶 可以说,作者作为一名高校学生教育

控制,进而达到教主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实施疯狂

与管理工作者,首先对邪教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

的反社会、反国家、反人类的极端行为。

会,正因为出于对学生真挚的爱护,李教授从那时

在该著中,作者立足于唯物史观,不仅探究邪
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政治根源,而且着重探讨
了邪教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作者认为,正是由

起就决心了解和研究邪教令信徒痴迷和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的根源。 “ 为什么邪教能够那么有效地
控制信徒的思想、心理和行为? 为什么我们高校

于邪教产生的复杂社会思想根源,治理邪教问题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邪教信徒的影响有限呢?冶

不可能一蹴而就,“ 防范和治理邪教是一项艰巨复

为此,作者经过长期的准备,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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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学术资料,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研,运用实证

够自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材料与方法相融通,

调查方法,坚持从事实材料出发,广泛了解邪教成

最终在研究范式上独树一帜、独抒己见,体现了一

员的心理状态,并进行比较、归纳、处理,理性分析

名当代学者应有的学术担当,这也是笔者觉得此

总结了邪教渗透社会的复杂过程和规律,因而能

书尤其值得推荐的原因之所在。

Unveil a Cult:Comment on The Law of the Secret Development of the Cult
YI Changchun

( School of History,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

Abstract: A Cult is a historical reactionary religion, and a public nuisance. Under a cloak of religion, these
heresies even grow into cults for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in China, endangering society. For this
reason, the Law of the Secret Development of the Cult authored by professor LI Weiyi focuses on the
regularity of a cult growing, and further clarifies a series of regular features, such as how a cult comes into
being, how it develops, and how it controls the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its followers, thus deeply analyzes its
mechanism. The book consciousl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re naturally
integrated.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the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of a contemporary scholar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uniqueness of this book.
Key words: cult; la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 We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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