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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是佛祖转世，能预测灾难，会遁地
术……广东省惠来县农民吴泽衡，创立“华藏
宗门”，胡乱吹嘘神化自我，从而广收信徒，
大肆骗钱骗色。近日，吴泽衡等人因涉嫌组织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诈骗罪、强奸
罪等罪名，被移送至广东省珠海市司法机关。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奸淫女弟子，连晚辈和幼女也不放过

“他就是个变态、骗子、恶魔，用卑鄙的
手段性侵了我，还用阴招让我流产……”一位
女弟子的血泪控诉，撕开了“华藏宗门”掌门
人吴泽衡伪善的面纱。

据了解，近年来吴泽衡以“双修”等名义
引诱、胁迫女弟子与其发生关系。一受害女弟
子称：“基本上女弟子都跟他有过。他会逼我
们去做人流打胎。”

控诉吴泽衡“禽兽不如”“希望法律对他严
惩”的，是吴泽衡的亲戚，也是其弟子。据她讲，
吴泽衡一直喜欢玩弄女性，早年在老家曾与两姐
妹同居，同时致两姐妹怀孕。创立“华藏宗门”
后，吴泽衡玩弄女性更是肆无忌惮，常常以“双
修”为名奸淫女弟子，连晚辈和幼女也不放过。

2014年 7月，警方抓捕吴泽衡后，在其房
间搜出大量性药、神仙水等淫乱物品，可见其
生活之糜烂。据警方查明，吴泽衡现有婚生子
女 6 人，非婚生子女至少 6 人。妻子称吴泽衡
是个大魔头，她说“自己的老婆都不管不问，
还能拯救别人？”

千方百计敛财，涉案金额近700万元

在珠海市九洲大道一小区，吴泽衡有一套
190 多平方米的房产，这里是他居住、设立佛
堂、作为活动据点的地方。而这套房是吴泽衡
的一辽宁弟子出资 130多万元为其买下的。此
外，还有弟子卖房、卖厂为其供养。

吴泽衡还自有一套生财之道，比如收取拜师
费、奉献金、开光法器、办培训班……每一个新成
员加入，吴泽衡都要通过拜师仪式收取拜师费。
每逢生日、成道日、佛诞日聚会等，吴泽衡就会放
出银行账户，收取各地信徒的供养款、奉献金。

2010年，吴泽衡在珠海市开办毗卢性海服
务中心 （佛具店），通过制造散布灾难谣言，
向弟子兜售所谓的开光法器“戒坛方”、大日
如来佛，并强制摊派销售任务牟取暴利。

近些年来，吴泽衡又玩起了敛财新名堂。
利用弟子的虔诚，吴泽衡不断大发横财。据警
方查明，其涉案财物共计6934087.07元。

组织架构清晰，分工细致明确

吴泽衡到底是个什么人？“华藏宗门”究
竟是个啥组织？不少人好奇。

在一部名为《觉者》的宣传片中，吴泽衡
自号“觉皇”“华藏初祖”，“7岁承曹洞禅门高
僧德真、德智大和尚接引，11 岁入山随师修
行，18岁师从少林寺高僧德禅，成为少林寺历
史上最年轻的总监坛”……

据一些弟子讲，吴泽衡经常吹嘘：他是佛教

第八十八世、禅宗第六十一世衣钵传人、少林
寺第三十二代传人，是“大日如来佛”的化
身；英国剑桥大学人文博士、客座教授，香港
联合大学哲学教授；会武功，有“天眼通”

“宿命通”，可以预测地震、水灾等灾难信息。
胡言妄语背后的真实情况如何？据警方查

实，吴泽衡是广东省揭阳惠来人，地地道道农
家出身。少时玩弄女性、耍流氓，在当地公安
机关留下案底；16岁离开家乡后闯江湖，去过
河南，上过北京，下过海南，会点拳脚略懂医
术，时不时闹点事儿被人告到公安机关；上世
纪90年代初，冒用气功名义建立“华藏功”组织，
吸收信徒，传播迷信邪说；2000年因非法经营、
擅自发行股票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0年
出狱后，重操旧业，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据警方查实，“华藏宗门”裹挟弟子有数
千人，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安
徽、山西等 10 多个省市。在美国、挪威等国
家，也有少量信徒。在“华藏宗门”内，有着
分工严密的组织体系，设有护法组、秘书组、
内务组，在各个省份还有专门的协调员。

“对师父要顶礼膜拜，绝对服从。”被弟子
们尊为“上师”的吴泽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
领导权。他编撰了 《华藏宗门宗脉世系表》，
通过排辈分、授法号等方式来管理信徒。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州光孝寺方丈释
明生指出，吴泽衡的“华藏宗门”“于戒、于
理、于修、于证，都不符合佛教规范，是不折
不扣的附佛外道。”

编者按：

对邪教，我们始终不能
放松警惕。

在 境 外 ， 时 隔 多 年 ，
“法轮功”的活动依然猖
狂；在国内，诸如“华藏宗
门”这样的邪教组织的存在
提醒着我们，反邪教依然任
重而道远。

要避免人民受邪教之
害，除了依法严厉打击外，
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挤
压邪教的生存空间，去除邪
教生存的土壤。

去年10月，《邪教：洗
脑背后的真相》英文版在北
美上市，引发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和反响。今年，该书中
文版也面世。本报编辑相关
文章，将其中核心观点与读
者共享。同时刊发《“华藏
宗门”里的荒诞事》，通过
这个最新典型案例，揭露邪
教本质。

讲述邪教内幕

《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 作者里
克·艾伦·罗斯生于1952年，是美国著名
邪教问题研究和干预专家，长期致力于
研究邪教洗脑术。罗斯创立了世界最大
的涉及邪教问题以及揭露邪教活动的专
业网站 （culteducation.com），不辞辛劳
地向人们提供预防邪教侵害的方法，帮

助人们摆脱邪教的控制。从业 30 多年
来，为数千家庭和邪教受害者进行过咨
询。

《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一书获得
国际邪教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一致好
评。

正像凯萨琳·曼恩博士在该书序言
中所说的那样：“在众多关于邪教的书
中，这本书可谓是独一无二。凭借其丰
富阅历，他完全有资格给大家讲述邪教
的内幕。”

《迷失：人格突变在美国流行》 一
书的作者弗洛·康韦和吉姆·西格尔曼在
评论该书时说：“里克·艾伦·罗斯提供
了一个特殊的和急需的资源，把有文献
记载的信息都聚焦在一个综合卷中了。
这些信息是关于在美国和全世界形形色
色的以及日益增多的操控型头目及组
织，他们猎杀捕食个人、家庭和社会。
如果你想教育自己，给家人打预防针，
让亲人理解和知道这些邪教团体如何诱
惑人们，如何窃取他们的意识、复活他
们的心灵，读这本吧。”

《逃脱：我的漫长的反邪教的一
生》 作者保罗·莫朗兹评论说，应对邪
教“最好的防范就是教育，没有人比里
克·艾伦·罗斯在教育公众认识邪教危险
领域做得更多了，当媒体需要解释时，
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提供了答案。知识
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这是读这本书最
好的理由”。

揭露洗脑真相

《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 有一章
节重点讲述了邪教的核心定义。1981
年，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发
表论文 《邪教的形成》，阐述了定义邪
教的三个基本标准，被目前公认为定义
邪教的核心原则：（1） 一个日益成为膜
拜对象的、自称拥有超凡魅力的教主；

（2） 采用了“强制性劝诱”方式；（3）
教主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小圈子对其成员
进行经济、性及其他方面的剥削。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医学
院负责人路易士·乔·韦斯特于1985年也
描述了邪教头目实施精神控制的方法，
即使用非道德的劝诱和控制等操纵技
巧，例如使人远离以前的朋友或家人、
使人精神衰弱、利用特殊手段提高人的
被暗示心理和顺从性、抑制人的个性及
关键判断力、加强对团体的依赖性及离
开团体的恐惧等，来达到该头目不可告
人的目的，从而对其成员、成员的家人

和社区造成实际或可能的伤害。韦斯特
的观点也被视为对利夫顿所确定的邪教
定义的补充。

那么邪教头目到底是如何使人们变
得盲从他们的呢？为什么一些邪教成员
会违背自身的利益，盲目地遵从教主的
旨意呢？本书有一章节介绍了专业研究
机构对邪教操纵和控制过程的解析。罗
斯认为，人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
易被说服和改造，尤其是当一些人处于
忧虑、抑郁以及遭受苦难或处于人生转
折点时，面对那些自称能为其解决问
题、助其摆脱困境之类的许诺，常常是
经不起诱惑的。

剖析“法轮功”本质

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专门讨论了“法
轮功”（两个专门的章节和部分附录，还
多次使用了“法轮功”作为例子），详述了
为什么国际邪教研究专家普遍认为“法
轮功”是具有极强破坏性的邪教。

罗斯对照世界公认的判断邪教的标
准，对“法轮功”的邪教特征进行了详
细的剖析。首先，李洪志是一个典型的
邪教教主。“李大师”声称自己通晓

“宇宙的最高秘笈”，被他的追随者奉为
“活菩萨”并相信其有超凡能力。其
次，“法轮功”练习者放弃了自己的批
判性思维，允许李洪志为其作出价值判

断。李洪志要求其追随者相信他永远是
对的，不允许对其所谓超自然力量、教
义或主张进行质疑。虽然李洪志宣扬

“真善忍”，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信徒在
面对批评或质疑时并未表现出任何的宽
容，而把这种批判视为“迫害”，对提
出质疑的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威胁或
恶意诬告。最后，“法轮功”给人们带
来了巨大伤害，2001年发生的“天安门
自焚事件”就是铁证。

书中介绍，玛格丽特·辛格女士从
上世纪60年代起就关注邪教问题，研究
时间长达40年，是国际邪教问题研究领
域的权威。早在2000年美国西雅图召开
的美国家庭基金会国际会议上，辛格就
提出要警惕“法轮功”，“我一直在研究
这个人是怎样自封为神，欺骗人们加入
他的组织，然后把钱交给他，促使他发
财又掌权的”。

书中提到，邪教研究专家戴维·克
拉克在谈到“法轮功”问题时也提出疑
问，一种像太极一样的锻炼方法是怎样
成为人类救赎工具的？为什么“法轮
功”又叫“法轮大法”？戴维经过研究
得出结论：“法轮功”是指由李洪志传
授的一套锻炼方法，而“法轮大法”是
指李洪志所传授的一套异端邪说。练习

“法轮功”只不过是吸引人们加入的工
具，而“法轮大法”才是真正要传授给
新来者的东西，当“法轮功”这个名字
被广泛用来称呼这一团体时，“法轮
功”修炼者更喜欢在内部称自己是“法
轮大法”的信徒。

在该书附录中，罗斯还收录了2009
年他到中国实地采访“天安门自焚事
件”当事人郝慧君和陈果母女的情况以
及参加膜拜团体研究国际论坛时的发
言。在谈及见到郝慧君和陈果母女的情
形时，他满怀同情地说，“在我曾经采
访的邪教受害者中，最辛酸而令人心碎
的要算自焚幸存者郝慧君和她的女儿陈
果”，“本书就是专为郝慧君和陈果而
写”。他还借用辛格的话，“如果你要看
到‘法轮功’的真实面目，只需观察郝
慧君和她女儿陈果那两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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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邪教，
知识是最好的保护

——《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中文版面世

新 参

美国著名邪教问题研究专家
里克·艾伦·罗斯新近推出了一本
揭秘世界范围内邪教的新书《邪
教：洗脑背后的真相》，详细介绍
了许多臭名昭著的邪教，如“科学
教”、“卡巴拉中心”、“里程碑教
育”、“法轮功”和“统一教”等，以
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小型而致
命的邪教”。该书以大量实证性
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加上作者
本人数十年丰富实践阅历，堪称
目前揭秘邪教领域独一无二的权
威著作。该书近期已在亚马逊网
上书店销售。

邪教问题已经蔓延全球，许
多大型邪教组织逐渐兴盛，越来
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没有哪
个大洲甚至国家敢宣称自己未受
到邪教现象的影响。随着互联网
日益普及和便捷，任何人无论在
任何地方，都可能受到邪教影
响。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
邪教案细节，如1978年琼斯镇集
体谋杀和自杀事件，1984 年薄伽
凡·史利·拉杰尼斯生物恐怖袭击
事件，1995 年奥姆真理教东京地
铁沙林毒气事件，1996年到 2002
年国际奎那意识协会诈骗和虐童
案，2000 年乌干达“恢复上帝十
诫运动”屠杀和自杀事件，2005
年耶稣基督末世圣徒原教旨教派
性侵儿童案，以及 2001 年“法轮
功”邪教人员“天安门广场自焚事
件”等。

以各种伪装面目出现

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邪教
团体，包含大量对“科学教派”、

“法轮功”、“统一教”等受害者案
例的剖析，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
个事实：被称为“邪教”的团体可
能会以许多伪装面目出现。它们
常常表现为一个宗教或精神团
体，但也可能有其他伪装形式，如
商业和企业计划、饮食锻炼培训、
心理治疗等。所有的邪教，无论
以何种伪装呈现给公众，大多具
有共同特征，即拥有剥削和危害
人的相同组织结构、动力和行为
方式。书中提到的一些邪教组
织，中国读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它
们代表了亚洲或全球已经活跃的
邪教组织类型，例如大型团体意
识培训、传销商业计划以及打着
基督教招牌的一些团体或机构，
它们都可能具有破坏性行为。

书中还用两个章节专门对
“法轮功”做了分析，认为“法轮
功”完全符合邪教定义的核心标
准。“法轮功”邪教不仅在中国造
成社会危害，而且在世界各地，如
在北美地区已经引起同样的关
注。作者通过从受影响家庭的投
诉、对前“法轮功”成员的探访以
及通过邮件与现时“法轮功”习练
者的通信，得出结论：“法轮功”的

确伤害人。里克·罗斯认为，“法
轮功”符合邪教最显著的特征，
即人格驱动型，由一个具有“超
凡魅力”的掌门人掌控该组织，
已影响到中国上百万人的生活，
据报道已导致1000多人死亡。

对他人生活施加控制

“邪教”究竟是怎样控制人
的？本书有一章重点介绍现有研
究机构对邪教操纵和控制过程的
解释。一些传销公司和大型团体
意识培训课程也采用了类似的综
合强制劝诱技巧，对他人的生活
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和控制。干
预邪教的基本方法在上世纪 70
年代由特德·帕特里克首次制定
和测试。他设计了一项教育课
程，包括发人深省的提问和对
话，试图揭开邪教的控制程序，
因此特德·帕特里克的教育方法
也被称为“戒除邪教程序”。著
名邪教问题专家和心理学家玛格
丽特·辛格言简意赅地对此进行
了解释：“所谓戒除邪教程序，
也就是给邪教成员提供邪教团体
的真实信息，使其明白他们自己
的决策能力如何被剥夺。”本书
中，里克·罗斯将干预邪教教程
分解成若干浅显易懂的模块、不
同类别的问题和相应的对话并赋
予具体内容，因此，可以引导读
者学会识别可能有害的邪教团
体，并利用相关的研究信息和实
用工具有效地处理邪教问题。

教育是最佳预防措施

邪教已超越地理、人口、国
籍或意识形态，是一个事关人类
福祉的问题。从业三十年来，里
克·罗斯已经为数千家庭和邪教
受害者进行过咨询。多年来，他
收到过多次死亡威胁，被跟踪，
甚至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

里克·罗斯还致力于在报
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上揭露
邪教，他认为对公众进行关于邪
教的教育是最好的预防措施，媒
体已成为揭露邪教的重要工具。
他的言论已被世界众多出版物和
媒体引用，如美联社、路透社、

《纽约时报》、《中国日报》、《南华
早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
刊、《新闻周刊》和《福布斯》等。
几乎遍及全美的电视节目都报道
了他的工作。

里克·罗斯认为，互联网已经
彻底改变了关于邪教的认知教
育。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通
过访问互联网就随时可以查阅邪
教的历史信息。为尽可能地利用
这一资源，他于1996年发起建立
罗斯研究所互联网档案馆，并向
公众开放。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和最全面的关于邪教问题的线
上信息库。 （新 参）

权威新著揭露邪教洗脑真相

“华藏宗门”里的荒诞事
本报记者 黄庆畅

“华藏宗门”里的荒诞事
本报记者 黄庆畅

2014 年 10 月，里克·艾伦·罗斯新著 《邪
教：洗脑背后的真相》英文版在北美网络书商

“亚马逊”上市，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
反响。雅虎网、路透社、美国新闻供稿网、美
国商业电报网等境外媒体及网站陆续予以报
道，意大利“国际内部刊物出版协会”、美国最
大实体书店巴恩斯-诺布尔公司、美国鲍威尔书
店、南非万帝书店等先后推介此书。今年，《邪
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中文版由香港和平图书
出版公司出版，在港台等地同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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