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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的毒瘤还在蔓延。
在一些基层社区、偏远乡村，邪

教组织和人员仍在以各种伪装的姿
态，欺骗利诱蛊惑善良百姓。被骗群
众有的财物受损，有的亲情泯灭，还
有的生命受到残害。一些痴迷者甚至
走上了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道路。

为了提高全民防范抵御邪教的
能力，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近年
来，各地反邪教机构，广大基层组织
和志愿者，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反
邪教宣传活动、探索反邪教综合治
理工作机制，凝心聚力让群众远离
邪教的阴霾。

“我花了大价钱学练功，哪晓得
我差点练闭气。幸好左邻右舍和社区
干部发现了，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才捡回了这条命。嗨，这真是邪教
组织害死人，大家千万莫相信。”

４ 月的成都气候宜人，温江区
涌泉街道凤凰社区的居民们正在活
动间歇观看“花大爷”和社区群众一
起表演的反邪教宣传剧《中邪》。

剧中的“花大爷”是凤凰社区的
居民，前几年自己的战友因为相信
邪教，有病不去医院医治却习练莫
名其妙的功，结果耽误病情去世了。
他非常痛心，就自发和社区群众一
起，将这件事情编成剧目演出，告诫
社区居民远离邪教。

近年来，各地反邪教机构一改
过去发传单、挂横幅、摆展板的单一

宣传模式，以本土化、接地气、群众
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用文化、舞台
艺术传递反邪教知识，真正让群众
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起到了较
好的宣传效果。

在上海，“反邪教文化快车”正
成为反邪教警示宣传的一道风景
线。2014年以来，“反邪教文化快
车”文艺节目巡演每年演出 200场
以上，覆盖了全市 16个区，每年观
演群众累计超过 10万人次，大力宣
传了“崇尚科学，依法治邪”。

在陕西省周至县，农村群众好热
闹，爱看戏，爱唱戏。县反邪教机构积
极利用乡村大舞台，发掘一批民间艺
人，在乡亲们赶集逛庙会的时候，以
乡土化的风格唱响反邪教声音。村民
们都很喜欢看，他们说：“从中知道了
邪教是骗人害家的瞎事情，遇到邪教
要离得远远的，不听也不信他们胡
说，还要给村上报告呢。”

在辽宁大连市普兰店杨树房街
道，30多个“氧吧佳苑”活动中心定
期举办科普小讲堂；广西崇左市天等
县岩造村，在各家各户的墙壁上打造
漫画警示教育长廊；重庆合川区建立

“和谐家园”，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让回归者更好地融入社会……

2016年7月，一名受害群众向反
邪教网站求助，请求帮助寻找被“全能
神”骗走的家人———52岁的单女士。

单女士家人求助反邪教网站只
是一个案例。针对当前反邪教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越来越多的反邪教
机构和组织开始注重利用网络、微
信平台加强反邪教工作。

重庆合川区地处重庆城市发展
新区，曾经是邪教活动的重灾区。

近年来，合川区反邪教机构全
力推动反邪教工作纵深发展，在全
市率先建立区反邪教协会网站“巴
濮风”以及区反邪教微信公众平台。
网站涵盖了科普文化、宗教知识、依
法治邪、在线举报等多项内容，微信
平台还增加了微信互动、微信投票
等功能，举办网上反邪教知识竞赛，
吸引关注人数达到 2000余人，群众
防范和抵御邪教的能力明显提升。

赋予邪教受害者重启人生的力
量，告别曾经“灰暗”的世界，拥抱生
命的“绿色”……

在北京市东城区，反邪教机构
利用“互联网＋反邪教宣传”，创办
了网上网下互动的“薄荷茶空间”，
除在现实生活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
动外，还在虚拟空间拓宽了反邪教
宣传活动的地域和空间。群众可以
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了解反邪教有
关情况，并可以随时随地相互交流，
甚至通过发帖、跟帖、点赞参与到反
邪教宣传教育中。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各地反邪
教机构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反邪教宣

传，百姓反邪教意识不断提高，形成
了“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一些邪
教案件，在群众的积极举报下得以
顺利告破。“远离邪教”“反对邪教”
已成为很多百姓的共识。

为使得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更
加广泛有效开展，进一步增强全民
防范邪教意识，日前，来自各地的基
层反邪教机构和组织在四川成都进
行了经验交流，一些成效显著的反
邪教宣传工作做法得到国务院防范
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认可。

未来，我们的反邪教宣传将如
何发力？“反邪教宣传事关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要高度认识邪教的危
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麻痹大
意。”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说，要让全体人民
避免邪教危害，将反邪教宣传的覆
盖面延伸到每个社区、每个家庭、每
个人，针对易感群体，特别是青少年
学生、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展
精准宣传，确保他们不被邪教拉拢
诱骗。 TUVWXYZ

远离邪教的阴霾
!!!"#$%&'()*+,*-.$()*/0

在同事眼中，他是脑中植入 29
根钢网弹簧仍坚守岗位的“拼命三
郎”；在已转化人员心里，他是用爱
心耐心帮助他们走出迷途迎接新生
活的老大哥……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防范和处
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干部屈申，从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后到现在，一直坚守在教育转化工
作第一线，用一腔热血感化特殊的
群体，用一片忠诚铸造平凡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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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武汉天朗气清，春风和
畅。江汉区中山公园里老人们正悠闲
地散步交谈，孩子们跑来跑去嬉闹。
很多人已经忘记，这里曾是武汉市传
播“法轮功”的练功点和聚集地。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邪
教组织后，屈申从江汉区检察院借
调到区委政法委工作，成为教育转
化“法轮功”痴迷者的第一批干部。

一米八八的个头，说话做事风
风火火。年轻时的硬汉，从那时起在
这个岗位上，极尽耐心、春风化雨般
地一干就是 18年。

“眼睛鼓鼓的，看上去蛮凶的，其
实他特别有人情味。”曹某带着记者
一边看他干净明亮的家,一边讲述屈
申对他的帮助。每天，他都从家里按
时出发，到岗工作去送外卖餐盒，“快
递老哥”的生活让他充实又有保障。

“现在的一切都要感谢屈申，他
对我的帮助，我忘不了。”曹某的话
朴实而充满感情。

10多年前，曹某痴迷“法轮
功”，因受到邪教思想的控制，对家
庭不管不问，对社会充满偏见，还用
手机发送非法短信。妻子为此和他
离了婚，他的生活居无定所。

10多年里，为了让曹某回归正
常安稳的生活，屈申不断地劝说他，
帮助他。帮他办理低保、申请廉租房，
不断地看望他问候他……“他不跟我
讲太多大道理，就是问我身体怎么
样，生活怎么样，让我过好每一天。”
10多年的关心帮助和思想教育，曹
某最终醒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在屈申的工作里，这样十年如
一日倾注心血帮教的邪教痴迷者还
有很多。这里的辛酸苦辣，只有从事
过这项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

学员在转化过程中病了，屈申就
赶紧带他们去治疗；有的坚持不去看
病，身体疼得在地上打滚，屈申就苦
口婆心地劝说；有的家庭困难，屈申
就跑东跑西帮他们申请低保……

原“法轮功”骨干人员吴某曾经
非常顽固。为了转化她，屈申连续
1个多月没有回家，耐心劝说，又先
后 4次远赴吴某的老家黄石进行调
查走访，终于找到吴某的女儿。女儿
哭着喊着，“我想妈妈，妈妈快点回
来。”屈申把女儿的思念原原本本告
诉了吴某，吴某哭了 3天。在屈申的
努力下，吴某幡然醒悟。

“你只有多去了解他们的身世，
了解他们的父母妻儿，观察他们的言
行，才能体会到邪教对人性的腐蚀对
家庭的危害有多严重。”杜忠晓是屈
申以前的同事，4年前退休后返聘到
江汉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工作，在这里他深深体会到了邪教的
危害，体会到了屈申工作的不易。

依法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挽
救绝大多数。这是我们国家处理邪
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也是屈申在工
作中一直秉持的信念。

“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了一个
家庭，给社会增加一份积极力量。看
到他们重新过上幸福和睦的生活，
我就觉得值！”正是因为这样的信
念，18年中，屈申在这个反邪教斗
争最前沿、最辛苦、最考验意志的地
方，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成功转化
邪教痴迷者 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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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赞晖眼里，屈申就像一把
“万能钥匙”，总能打开这些邪教受
害者的心灵。

“一天晚上，在宿舍睡到凌晨
1点多时，他突然问我睡着了吗？我
迷迷糊糊说没有。他说你起来我有
一件事情要跟你说，然后就开始跟
我谈一位学员的转化问题，一直讲
到 2点多。早上 6点他又起床安排
这位学员的转化，此后两天内就成
功了。”夏赞晖回忆说。

这位“80后”教育转化辅导员
觉得，对一个学员经过 4个多月的
努力转化，突破的关键点只有屈申
知道。他向屈申请教，屈申告诉他：
你要用心体会学员，从他的表情，从
微小的细节，就能感受到他的变化。

用心体会，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这背后是屈申对事业的无限热爱，
是孜孜不倦的学习和长久的积累。

对涉邪教人员的教育转化是一
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第一天起，屈
申就知道仅有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
必须不断学习，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他白天工作，晚上就开始认真
研读批判邪教歪理邪说的各类书
籍，掌握“法轮功”等邪教的本质特
征，一读就读到深夜。学历并不高的
他，还广泛学习了法学、社会学、宗
教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
领域的知识，全面掌握做好教育转
化工作的知识要领和策略艺术。由
于他勤奋刻苦，很快成为教育转化
的业务骨干和行家里手。

在屈申帮助过的人员里，有一名
空姐，迷上了上海一家所谓企业咨询
管理公司的培训课，多次请假飞往上
海上课，花费了数万元的培训费不说，
回家的话题就是“上课”如何如何好，
还极力劝说丈夫一起去。丈夫发现这
种课程类似被多次曝光的违法“灵修
班”，在劝说妻子无效的情况下，通过
当地司法所，求助到了屈申这里。

屈申把对话特意安排在了一家
茶馆，轻松的环境让人敞开心扉。第
一次谈，屈申就是充当一位倾听者，

请这位空姐说说为什么要上这个
课，究竟学到了什么？第二次，屈申
有备而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第
三次，屈申注意到了空姐的细微变
化，继续耐心劝说。直到第五次谈
话，空姐彻底卸下了思想包袱……

在长期钻研和努力下，屈申和
他的团队探索出了一条以讲法律政
策、批邪教本质为主的教育转化新
路子，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八步工作
法”，让学员彻底认清了邪教的核心
本质，有效提高了巩固率，降低了反
复率。如今，这一做法已成为全国反
邪教战线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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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屈申长年坚持教育转化邪
教痴迷人员，他成了邪教组织和邪教
顽固分子攻击的对象。在境外邪教网
站，他的名字受到污蔑、诅咒和丑化。
邪教顽固分子不断造他的谣，经常半
夜给他打骚扰电话，写信咒骂他。

对于这些威胁，屈申很坦然：
“无所谓，都习惯了，我不怕他们。”

屈申的妻子也曾想劝丈夫换一
下工作，最终还是被丈夫的坚持打
动。“现在也习惯了，刚开始还很担
心，一旦回家晚了，就赶紧给他打电
话。这么多年了，他总是忙忙碌碌
的，不着家，整天看不到人。”

2012年，一位被转化人员不予
配合，情绪激动，血压急速上升。那
时，屈申正患支气管炎，他抱病守在
床头照料这位学员。两个星期后，这
位学员终于稳定了情绪，身体恢复
了健康，而屈申却大口吐血。

同事们强行把他送进医院，在
住院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经常趁
医护人员不注意溜回去，抓住点滴
时间，做这位学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终于有一天，屈申高兴地对同事们
说：“他醒悟了！”

2013年春节，由于长年超负荷

工作，屈申出现了头昏、手颤、视线
模糊、浑身乏力的严重不适症状。在
家人劝说下，他才到医院检查，发现
颅内长了一个很大的动脉血管瘤，
而且出现裂变迹象。医生立即为他
安排了手术，在脑部植入了 21根防
护钢网弹簧。

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嘱他在家
静养 2个月，半年后一定来复查。此
时，屈申心里挂念的仍是他的工作。
他婉拒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没
在家休息一天，又投入到工作中。家
人多次劝说去复查，他总是一句话

“这个对象转化下来就去”。
一年半后的一天，他再次感到

不适，趴在办公桌上起不来，被同事
们强行送到医院复查，脑中再次被
植入 8根防护钢网弹簧。

出院后，屈申第一时间就把电
话打到单位，询问“法轮功”痴迷者
周某的转化进展情况。当得知转化
工作陷入僵局时，他心急如焚。

他拉着妻子的手说：“这个学员
非常关键，必须转化他，我去看看才
能放心啊。”他又给女儿打电话，“我
在家里没事干，到单位去透透气啊。”

就这样，屈申马不停蹄地赶回单
位，在单位呆了4天4夜，反复召集同
事们分析研究周某的情况，最终将他
成功转化。周某痛哭流涕地对屈申说：

“我信你、我服你，现在真后悔啊……”
同事杜忠晓对记者说：“屈申就

像是一颗射向邪教的子弹，是反邪
教斗争的一面旗帜。”

2015年，屈申被评为武汉市劳
动模范，2016年又被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
问题办公室评为全国防范处理邪教
系统先进工作者。

“屈申身上，体现了一名共产党
员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品质，体
现了爱民为民的大爱情怀，体现了
反邪教战线干部甘于奉献、甘当无
名英雄的精神追求。他是反邪教战
线干部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通过学
习榜样，把反邪教工作做得更好。”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说。 TUVWXYZ

在反邪教战线书写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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