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法判断是否是非法集资，
我们应当注意什么

一、对照银行贷款利率
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利
率是否过高，多数情况下明
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
就是投资陷阱。我国规定，
超过国家贷款利率 4倍以
上的不受法律保护，可作为
判断回报是否过高的参
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
益和高风险是并存的，犯罪
分子的目的就是骗取钱财。

一个企业正常的年利
润一般不会超过20%，超高
利投资回报分配不可能维
持太久。其中必有非法诈
骗行为，“快速致富”、“高
回报、零风险”极有可能是

“请君入瓮”的投资陷阱。
广大投资者和居民一定要
增强分辨能力，挡住利益的
诱惑，切莫贪图高利，参与
非法集资活动，不要相信

“免费的午餐”。
二、通过政府网站，查

询相关企业是不是经过国
家批准的合法的上市公
司、是不是可以发行公司
股票、债券、国家规定的股
权交易场所等，如果不具
备发行、销售股票、出售金
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贷款业
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
法集资。如不法分子以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产
权经纪公司”等为名，推销
所谓即将在境内外证券市
场上市的股票，可通过政
府网站查阅是否已经批准
发行等。

三、通过查询工商登记
资料，查明相关企业是否是
经过法定注册的合法企业，
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等。
如果主体身份不合法，不真
实，则有欺诈嫌疑。

四、一些影响较大非法
集资犯罪，相关媒体多会进
行报道，要通过媒体和互联
网资源，搜索查询相关企业
违法犯罪记录，防止不法分
子异地重犯。

五、对亲朋好友低风
险、高回报的投资建议和反
复劝说，要多与懂行的朋友
和专业人士仔细商量、审慎
决策，防止成为其发展下线
目标。

六、如果实在无法判断
是否是非法集资，除上面谈
到的应当提高警惕，尽量避
免上当受骗外，社会公众可
以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待
了解详情后再做决定。切
不可抱有侥幸心理，盲目投
资。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⑦

邪教洗脑，就是要改造和控
制其信徒的思想（精神）和行为，
被邪教洗脑的人的思想（精神）和
行为趋于极端及邪恶。邪教与其
洗脑之策略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并给与有力的还击。邪教对信徒
进行精神控制一般采取三大策
略：一是综合影响策略，洗脑是邪
教组织有预谋、有组织地对信徒
施以综合性的社会心理影响；二
是瓦解填灌策略，其目标是攻击
信徒的自我意识，通过自我意识
的消解达到信徒常态的归零，即
重点解决好“洗”的问题，为安装
邪教教义之“芯”奠定基础。通过
系统的填灌，在信徒头脑中安装
歪理邪说的“系统软件”，通过对
信徒的隔离，将信徒在邪教既定
的笼子里对他们系统的驯化、填
灌；三是操纵控制策略，其目标是
为瓦解策略和填灌的实施创造条
件，控制策略包括环境控制和过
程控制两大方面。基于此，邪教
洗脑不外乎是以下三个大方面。

一、邪教洗脑的策略：影响

邪教发展的目的是众所周知
的，不外乎聚敛钱财、骗情骗色、独
权专政，等等。邪教的发展必须通
过对信徒的洗脑。邪教洗脑就是
对信徒进行思想（精神）控制，邪教
动用各种社会心理的影响手段，对
信徒进行综合性的社会心理影
响。“邪教组织的洗脑是魔性对人
性的置换，洗脑的‘洗’是前提和基
础，‘洗’就是抹掉和清除原来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然后再系
统地灌输邪教的歪理邪说”。

首先，攻击信徒。没有人会
突然间炽热地爱上邪教组织，而

是因为遇上各种情况被邪教的攻
击搞糊涂了。人不是一下子就成
为邪教徒的，“它是邪教组织有预
谋有计划地对信徒全过程、全方
位攻击的恶果。邪教对信徒全过
程、全方位的攻击通常是非常奏
效的。人们常说变坏易变好难。
向善是一个自我约束过程，向恶
则是一个人性自由释放的过程”。
邪教洗脑不是刚开始就进行人身
攻击，或言语轰炸，往往是用“爱
心”（糖衣炮弹）进行感化和影响，
这样信徒很快就俯首称臣了。邪
教组织刚开始会请人吃饭聊天，交
朋友，渐渐地邀请人参加聚会、活
动等，倡导人们行善献爱心，每个
环节都会使人容易接受，其过程会
使人一步一步地陷进邪教设好的
圈套，无法自拔。事实上，邪教的
攻击导致信徒在态度和信念上产
生变化，并有了后面行为的的改
变，愿意接收和接受邪教信息，并
成为坚定的邪教徒。邪教组织对
信徒的影响就像撒种子，所撒的种
子一般都会发芽与成长。

其次，使目的工具合理性。
就是把手段关联于目的，而不管
目的、目标是否合理和公正。目
的合理性的实质是在目的确定的
情况下，不择手段地去实现目
标。具体来说，邪教教主把自己
目的化而把信徒工具化，邪教教
主通过洗脑把信徒塑造成为满足
贪婪欲望、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
工具。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加
以欺骗以及玩弄各种手法，让信
徒拿出自己的钱财去换取教主所
赐予的“平安”“恩典”。邪教组织
所做所为就是在犯罪，把人当做
自己犯罪的工具及对象，这岂不

是祸哉。
再者，用魔性置换人性。“洗

脑”一词从字面上是指清洗，把思
想垃圾、小情绪清洗一下，可以使
人思想、生活更积极，这本是好
事。但邪教的洗脑却不然，其结
果就是使人中毒，接受邪教组织
的歪理邪说。邪教洗脑所填充的
一定不是正统宗教信仰的内容，
而是“邪货”。正如耶稣说的，从
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

二、邪教洗脑的策略：填灌

邪教洗脑就是给信徒填灌
“邪货”，为要改变被洗脑者原有
的观念与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邪教组织知道只有先让人的脑子
清零，他才可以“买”其所“卖”的

“货”。洗脑，先是洗掉什么，然后
再是怎么洗。“邪教洗脑要‘洗’掉
的是信徒的自我意识，达到信徒
常态观念的清零，然后在信徒的
头脑中安装一个邪教的‘芯’。俘
获信徒是实施洗脑策略的前提，
要想俘获信徒就要抓住信徒普遍
的个体心理需要。唯有如此，信
徒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去咬邪教
组织抛出的‘鱼钩’”。事实上，很
多人就有“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抱
着某种需求而落入邪教的陷阱。

洗脑就是填灌。灌什么？就
是灌输邪教的歪理邪说。主要有
三个方面：神化教主，末日恐吓和
制造神魔对立。怎么灌？其途径
是：集体灵修，教义填灌和情景感
染。可以说，邪教信徒一旦吃了
邪教的迷魂药，要清醒过来还真
是件难事。

三、邪教洗脑的策略：操控

邪教洗脑就是要操控信徒。
这种洗脑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完成
的，切断信徒与朋友、同事、家人
的联系，使信徒变得孤立无援，从
而丧失社会支持系统，于是便产
生了一种“社会封闭现象”。“经过
一段时间的强化，在邪教组织压
力面前，信徒逐步选择毫无根据
的顺从，表现出强烈抵触、诋毁邪
教组织之外的一切人和事”。邪
教信徒在其邪教的操控下，与正统
宗教及一切的真善美隔绝和对立。

邪教洗脑经常使用“奖励”和
“恐吓”的双重机制。“奖励”是指心
理上的安慰或者奖赏，当人遇到难
以排解的苦恼、难以摆脱的困境
时，邪教组织便会迎上来，“耐心倾
听”并告诉其应对的“妙法”，鼓吹
教主是万能的，“信则得救”“逢凶
化吉”——这一切都是邪教组织
给与信徒的心理奖赏。除了奖励，
就是恐吓，邪教组织通过三种手法
来制造恐惧：一是末日惨景恐惧，
二是自然灾害恐惧，三是魔化现实
世界。可以说邪教就是“吓教”，威
胁、恐吓，为得是使人只走邪教这
条“单行道”，不断加强其反动势
力，祸害社会和国家，及正统的宗教。

正统的宗教信徒拥有自主
权，不是迷信教主和经典；而邪教
却与此相反，他们使用影响、填
灌、操纵的策略给信徒，使信徒只
剩下邪教可以信、教主的话语可
以听的地步，把人捆绑起来，毫无
自我、自由，更没有什么意义和价
值。邪教实在是不可信的“教”，
人们当“警”而远之。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起底邪教之：洗脑策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赵莉莉）8月7日，
莱山街道举办第二期书记主任
论坛，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村
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村委会
主任、全体包村干部、科室负责
人共计81人参加了会议。与会
人员共上一堂廉政党课，并集体
观看警示纪录片《叩问》。

廉政党课《依法遵规守纪
干净做人做事 切实当好村居基
层组织带头人》，从知形明势、自
警自省、做村级组织的“敲钟
人”，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做纪
律规矩的“捍卫者”和忠诚担当、
廉洁奉公、做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地讲述
了如何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
的好干部，同时也为机关干部和
村级干部日常工作的开展敲响
了警钟。

郝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郝永深有感触地表示：

“今天的这堂廉政课真的让我受
益匪浅。一个党支部，如果没有
过硬的纪律和作风，那么一切都
是空谈。我们各村的书记主任
要带头遵规守纪，村委班子才能
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生态氛围，大
家干事积极性和创造性自然而
然就提上去了，也就能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今后的工作不

管是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还是人
居环境整治就都可以保质保量
地完成了。”

警示纪录片《叩问》讲述了
违法违纪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观
看纪录片过程中，大家表情凝
重，既对这些案例表示感叹，又
对照自己的工作作出了反思。
观看结束后，西村包村干部孙鹏
表示：“这个纪录片，让我在思想
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教育。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转业
干部，在今后的包村工作中一定
会时刻以这些反面教材为警示，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和
道德水准，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的

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
己，也用党章和党规约束自己，
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自己的诺言，
认真完成党交待的各项工作。”

当前，莱山街道不少村面临
村居致富项目发展、人居环境整
治等或大或小的工程。这次书
记主任论坛，就是警示广大机关
干部和村级干部，在面临工程的
廉政考验时，千万不要栽跟头、犯
错误。各村将严格按照最新的村
级事务规范化管理的相关要求，
该履行民主程序履行民主程序，
严格程序办事，既能对工程起到
保障作用，也避免了村干部出现
损害村集体利益的违规行为。

莱山街道召开第二期书记主任论坛

山海路保洁靓又美
为提升城市市容环境，打好扬尘治理攻坚战，给市民

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全面加强主次道
路清刷清洗作业力度，采取“机械清扫、洒水降尘、冲洗除
尘、快速捡拾、立体保洁”的作业模式清除道路灰尘、流黄
等问题。据了解，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有关人员利用高
压水车、洗扫车对迎春大街、港城东大街、滨海路等城区主
要道路实行每日4次洒水冲洗作业，针对山海南路、观海路
等大型运输车辆通行较为频繁的扬尘重点监控路段，道路
冲洗、洒水降尘频次增加至每日5-10次，采取洒水车搭配
洗扫车的方式进行不间断洗扫作业，达到深度清洁的效
果，作业结束后保洁人员进行全天候巡回保洁，发现路面
杂物等问题第一时间清理完毕。

特约摄影师 牛立志 通讯员 胡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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