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路街道确保儿童安全接种疫苗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李丛 摄影报
道）预防接种无小事。肩负着滨
海路街道社区数千名儿童预防
接种任务的滨海路街道预防接
种门诊，是我区疫情期间首批恢
复接种的门诊。为了减少接触，

防止交叉感染，更好地为辖区群
众服务，滨海路街道预防接种门
诊实行全天候、点对点电话预约
定时接种，确保辖区每一个儿童
都能更安全地接种疫苗。

滨海路街道预防接种门诊
每天的工作任务都排得很满，核

对儿童信息进行短信预约、电话
解答家长咨询的问题、对前来接
种的儿童及陪同家长进行预检
分诊、查看健康通行码、手消、测
量体温、预检、登记、接种……一
项项、一件件、一天天有条不紊
地运转着。

每个工作日，门诊工作人员
早早到岗。“请问家长是接到短
信预约，今天给孩子接种疫苗
吗？请出示一下健康通行码。”
曲会计担负着进门的第一项检
查任务。通过询问，了解是否是
当日接种的儿童、近期有无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何时返
程、身体状况、有无进行核酸检
测、健康码核验，看似简短的对
话，曲会计却一丝不苟，因为她
知道这是保护接种儿童的第一
道屏障。

接下来就是儿童接种的预
检分诊处。工作人员再次核对
家长及儿童信息并进行登记，准
确无误后，取号预检。预检大夫
详细向家长了解儿童既往病史、
过敏史、健康状况、喂养状况等，
对适龄儿童进行儿童保健、体格

检查，以确定该儿童是否适合接
种疫苗，同时告知家长接种注意
事项及可能引起的接种反应。
预检结束后来到登记窗口，工作
人员根据孩子的月龄及之前疫
苗接种情况进行接种登记，同时
告知下次需要接种的疫苗类
型。接种流程、接种时间、接种
方式、时间间隔她们都熟记于
心。

登记完毕后到指定的接种
窗口进行疫苗接种。工作人员
对照疫苗登记本，信息核对无误
后，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接
种，交待接种后的注意事项。接
种完毕后留观半小时，以便期间
出现任何不适状况后可及时处
理。再有就是群众的咨询，门诊
负责人李海宁最有发言权，不论
是新生儿首次登记、异地儿童转
入还是预约疫苗、延后接种，她
都能快速找到有效方法，给予解
决。“接种疫苗无小事，每一个环
节都要做到无差错才行，让居民
放心、安心、顺心，是我们工作的
初心。”李海宁笑着说。

邪教洗脑的方法无法独立存在，
它与洗脑的模式、条件、内容和策略
无法分开。“‘洗脑’最初是美国对新
中国思想改造工作的攻击时提出的，
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将对朝鲜战争
的美军战俘的思想改造称为‘洗脑’，
并将之妖魔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

‘洗脑’的研究逐渐指向邪教膜拜团
体，并且把‘洗脑、指称为邪教独有的
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
更多地用‘精神控制’来取代‘洗脑’概
念。邪教组织不甘心成为‘精神控制’
攻击的活靶子，因为这事关能否摘下

‘邪教’的帽子”。洗脑是一个贬义词，
邪教组织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帽子取
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所使用
的方法就决定了它的性质。

一、邪教洗脑的方法：诱导
邪教洗脑的方法之一就是诱导，

“邪教教主运用大量社会心理学原理
去捕获信徒，蒙骗信徒死心塌地地跟
着他们走”。邪教信徒被洗脑后常有
的表现就是病态的心理依赖和不能自
拔的痴迷。信徒的心理依赖和精神痴
迷是由邪教精神控制造成的，由于教
主崇拜的心理压力和邪教信念的群体
效应，信徒的精神信仰达到了“超价观
念”的程度，即超越或远离了正常人的
观念，是一种严重的综合性的心理病
态。邪教的诱导使人心理扭曲、行为
反常，唯邪教为尊，唯邪教为准。

邪教洗脑的心理诱导方法有三：
（一）心智陷阱法：养鱼与煮蛙；（二）
一致驱动法：压力与协调；（三）公开
承诺法：启动行为的开关。邪教组织
用这三种诱导的方法使信徒就范，使
其甚至根本无法逃离控制。

“养鱼”是指被洗脑的信徒如同
鱼缸里的鱼，教主控制着水和食物，
鱼只能任由教主的摆布，这是垄断性

“奖励”的作用；另一方面，教主还时
常抱一只猫放在鱼缸面前，让鱼惊恐
万状，如同邪教经常宣扬现实生活是

“恶魔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鱼意
识到只有躲藏在鱼缸里才是安全。
邪教最常用的恐吓方法就是制造隐
患，具体来说就是极力宣扬“末世

论”，只有躲在邪教的鱼缸里才能逃
脱末日的命运。“煮蛙”是指邪教对信
徒洗脑运用“煮蛙”的原理，他们采取
的是一种渐进式渗透，注重点滴灌
输、潜移默化，针对信徒的心理弱点
或某种需求巧妙地加以利用。其有
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请蛙“入锅”，
就是邪教组织通过花言巧语骗人入
伙。第二步温火慢炖，在“青蛙”不知
不觉中加温，同时威逼利诱以防信徒
随时逃离邪教组织。

认知一致性原理是诱导他人改
变态度或改变行为的重要武器。邪
教组织在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的过
程中经常运用认知一致性原理。当
然，他们在运用认知一致性原理的时
候，首先会打破信徒原有的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邪教观念和行
为的一致性。一旦形成了邪教观念
和行为的一致性，在很多情况下它比
邪教观念是否正确对信徒有着更加
重要的影响。当这种不假思索地保
持一致的心理倾向被邪教组织用来
操控信徒的时候，会给信徒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

邪教组织在发展信徒的时候常
会运用承诺手法，他们总是引诱信徒
做出某种承诺的要求。他们引诱的
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有时是很隐
蔽的。信徒一旦作出某种承诺，就会
形成一种自我意像，为了保持这种自
我意像的一致，出于好“面子”或不被
别人说成“伪君子”等压力，便会选择
与承诺一致的行为选择。“全能神”邪
教在入教仪式上要求信徒写保证书，
保证始终敬仰“全能神”，还要求信徒
发毒誓、表决心，誓言离教、叛教会遭
闪电劈死等报应。如此承诺，让邪教
明知“迷途”，也不敢“知返”。

二、邪教洗脑的方法：干预
邪教洗脑的另一种方法是人际

干预法。“人际关系是人们基于交往
互动而形成的心理和社会的联系
……人际关系是人们运用语言或非
语言符号交换意见、表达感情、协调
行为的过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个体
健康发展的基础。邪教组织非常懂

得人际关系的作用，他们知道每一个
信徒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
资源，有了这些人际关系资源，他们
就有了拉人入教的‘桥梁’。邪教传
播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邪教的洗
脑本质上是通过人际互动构建一种
特殊的关系，即单向的依赖关系”。

邪教洗脑的人际干预方法有三：
（一）强化依赖法：单向的依赖关系；
（二）诱使服从法：威逼利诱双管齐
下；（三）威迫遵从法：权威的魅力与
压力。邪教组织用这三种人际干预
的方法管辖其信徒，使信徒屈服于教
主和邪教组织。

邪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内部
结构的根本特点在于依赖关系，核心
是信徒对于教主的依赖。这种依赖
是全方面、整体性的，包括精神依赖、
心理依赖、组织依赖、生活依赖等。
邪教组织所构建的依赖关系，从本质
上看是一种人的依赖关系。邪教组
织的这种单向依赖关系是一种“危险
的依赖关系”，这种危险表现为它以
牺牲信徒的自由、完全听命教主为代
价。邪教构建单向依赖关系的目的
是为了让信徒言听计从，即服从教主
命令、听从教主指挥。信徒对教主的
服从是以教主的神圣权威为基础。
教主把自己打扮成神的“化身”，教主
的命令代表了神的“旨意”、神的“权
威”，要求信徒无条件的服从，信徒要
把这种服从看作是自己的任务，对教
主的爱更甚于对自己的爱。单向的
依赖关系的一端是神化的教主，另一
端是奴化的信徒。邪教的洗脑使信
徒全然依赖教主和邪教组织。

邪教组织洗脑的目的就是要达
到信徒对教主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
是精神控制的标志，而教主崇拜则意
味着信徒对教主服从的绝对化和极
端化。邪教与信徒关系中的“服从”
是指信徒按照教主的要求所发生的
行为，通常要经历一个行为上的被动
遵从到心理上自觉服从的过程，而诱
发心理服从则是邪教实施成功洗脑
的关键步骤。

邪教信徒对于教主的服从是建
立在对教主权威崇拜基础上的，本质

上是一种“权威——服从”模式，教主
与信徒之间的单向的依赖关系便是
这种“权威——服从”模式的具体体
现。邪教对信徒洗脑目的就是为了
达到让信徒的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
从包括心理服从和行为遵从两个层
面。权威既具有魅力又具有压力，它
能够威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
为，进而选择与权威相一致的态度和
行为。邪教教主经常利用信徒对于
权威的崇拜和敬畏心理，有意甚至以
欺骗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权威形
象。邪教教主利用“头衔、衣着、外
部”三种最典型的权威象征来凸显其
权威，导致信徒对其膜拜和降服。

三、邪教洗脑的方法：灌输
邪教组织洗脑的第三种方法就

是灌输规导法，“灌输规导方法使建
立在反复灌输和行为规导基础上的
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影响过程，在具
体的实施中，虽然不同的邪教都有着
自己的花样也有着共同的特点”。

灌输规导方法包括：（一）自吹自
擂；（二）欺世盗名；（三）重复强化。
这三种方法会使人偏听偏信而误入
歧途，我们当高度谨慎对待。

邪教组织在洗脑过程中并不吝
啬使用监禁、公开暴力和死亡威胁等
手段，但是他们同样懂得运用温和的
劝说方案。他们打着传播宗教、练功
强身、诊疗治病、商业经营等各种各
样的旗号招募新成员，以特别热情、
特别真挚、特别诚实的言行举止骗取
人们的信任，吹嘘加入他们的诸多好
处，拉拢、诱骗人们入伙。自吹自擂
是教主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自我标
榜，是对自我的无限放大，也就是在
一个凡夫俗子身上贴上神佛的标签，
实现自我神化。教主自吹自擂的目
的是充分发挥神佛崇拜对于信徒的
社会心理影响，用神佛的强大威力去
攻击信徒的自我意识，确立教主在信
徒心中的“神位”。自吹自擂是一个
心理强化的过程，它能够不断放大教
主在信徒心中的崇高地位，随着信徒
对教主崇拜的加深，他们会鬼使神差
般地将自己的财产、钱物，甚至自己

的生命、妻子、女儿交付教主支配。
邪教组织是崇拜信仰骗局的布

设者，编造荒谬离奇、骇人听闻的歪
理邪说，借机制造思想混乱，是邪教
教主蒙骗民众、欺世盗名的惯用伎
俩。所谓的欺世盗名，就是欺骗世
人，窃取名誉。欺世盗名作为邪教对
信徒洗脑的方法，核心是一个“骗”
字。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科学的幌
子，以济世救民者自居，干的却是骗
财骗色、败坏宗教、祸害社会的勾
当。巧设伪善的温柔陷阱，是邪教欺
骗民众加入邪教组织的杀手锏。宣
扬诳世的歪理邪说，是邪教针对信徒
实施的精神控制。在获取信徒信任、
依赖的同时，邪教组织便会引出解救
你脱离苦海的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入
邪教组织，接受邪教教义，然后便能
获得教主的拯救，过上天堂一般的幸
福生活。但其真实目的却是控制信
徒、剥夺信徒、驱使信徒，让信徒永远
留在邪教之中，为教主效忠。甚至诱
使信徒走向反政府、反社会的立场。

邪教的洗脑是一种强迫性的态
度改变，其目的是实现信徒对邪教观
念和行为的认同，实现信徒的重新社
会化。邪教洗脑通过刺激的重复强
化，可以实现内化与外化的统一。内
化就是通过歪理邪说的反复灌输，让
信徒无条件地认同和接受；外化就是
按照歪理邪说的要求改变原来的生
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的关键，就
是通过刺激的重复强化让信徒形成刻
板的条件反射，产生成瘾心理。邪教
教义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性、欺骗性的
谎言。邪教教主之所以编造并向信徒
反复灌输他们的谎言，无非是由他们
的贪婪欲望使然，企图建立起单向的
依赖关系，实现对信徒的精神控制。

邪教组织通过对信徒的诱导、干
预、灌输的方法，以达到控制信徒的
目的，使信徒对教主和邪教组织言听
计从，过邪教的生活，并传播扩散其
邪教组织。我们要反邪教就要明白
并反对邪教组织的诱导、干预及灌
输，使之不听邪、不信邪、不传邪。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起底邪教之：洗脑方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纪海燕）为深入宣
传社区矫正法，推进社区矫正工
作依法实施，提升社区服刑人员
改造质量，预防服刑人员重新违
法犯罪，近日，莱山经济开发区
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
了一场“特殊”的考试。

考试前，司法所工作人员带
领大家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区矫正法》，旨在对社区
服刑人员的法律常识、矫正意
识、思想状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的指导教育，重点对社区服刑人
员在社区服刑期间不服从管理
或重新违法犯罪被收监执行的
有关知识进行了再学习。

考试过程中，社区服刑人员
认真审题，仔细作答，独立完成
答卷。通过集中考试，社区服刑
人员对法律法规和各种行为规
范等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
认识，纷纷表示，自己会珍惜法
律给予人身相对自由的机会，积
极接受改造，严格执行思想汇报
制度，加强学习法律法规，从思
想上保持警惕，在行为上严格规
范，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

经济开发区组织
社区服刑人员
参加集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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