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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打着帮人灵性成长的招牌开办涉嫌淫秽的谭崔课程

癫狂
“
灵修”，疯狂圈钱
参加各种培训课，读各种书，买各种
“
玄灵”物品，只为追求
“灵性成长”，乃至不顾家庭。 日前，网友
“中原半路”向记
者爆料，目前市面上冒出大量
“身心灵”机构，打着帮人灵性成长的招牌，宣扬性解放，开办涉嫌淫秽的谭崔课程，“有人
上课后抛妻弃子”。 真是这样吗？
记者跟踪调查数月发现，伴随着
“
身心灵热”，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涌现各式“
身心灵”机构，做起“身心灵”
的生意，声称帮人蜕变生命，提升人的灵性。 这些
“
身心灵”机构，开办大量培训课，动辄数万元的报名费，令人咋舌，却
也吸引了不少白领。 除了开设培训课程，各种身心灵产品、书籍等，也在坊间、网络火热炒卖。
但热潮之下，泥沙俱下。 据查，一些身心灵培训机构和身心灵导师，开办有淫秽之嫌的谭崔课程或弄玄圈钱，其中
不乏打着教育培训旗号的公司，其实并无相关资质。 目前，广东警方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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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崔课程是灵修还是淫秽？
去年 5 月至今，一个叫秦铭远的身心
今年 2 月，“
门徒”婕西及其他几名门
灵导师先后在广州、北京举办了三次谭崔 徒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对外募捐，发愿为
课程。
“师父”在中国打造一个固定的“
社区”。目
在北京举行的《爱的炼金术》课上，学 前，在广东惠州博罗县长宁镇罗浮山深处
员被引导“
脱光光”。在广州的“亲密爱人？ 有一个“KHAOS 国际静心山庄”，即“门
爱的炼金术”工作坊，号称“分辨并打开 徒”们“发愿”后的初步成果。 该山庄位于
爱、情绪、性等不同的能量中心”。 类似赤 罗浮山北麓后山山坳中，是一栋两层白色
裸裸的宣讲、演示行为，贯穿谭崔的教与 小楼为主体的农家院落。
学。 去年年底，记者参加了深圳尼奥心视
记者日前前往该山庄体验了一把，这
界举办的名为“
爱的协奏曲”课程，上课时 座由农庄改造而成的“
静心山庄”，住宿费
才发现是谭崔课，并号称“首次针对大陆 150 元一天，早晚都有人带领着练习秦铭
朋友开放深度谭崔训练”。
远传授的“静心术”。 婕西告诉记者，秦铭
远是“社区”的精神领袖。

关系模式：门徒臣服师父
在多份身心灵培训招生简介上，秦铭
远被宣称为一个传奇人物，“一位成道者，
拥有清澈、温暖、爱、自由而和谐的内在的
灵性导师”，宣称“二十余年来，在道、禅、
密宗、西藏脉动、创造艺术、苏菲舞蹈、艺
术治疗等诸多方面有深刻的研究 与 体
验”。
号称“
成道”的秦铭远，在全国各地开
办“课程”。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去年 5
月至今，他先后在郑州、北京、邯郸、哈尔
滨、广州、贵州等地举办了 12 个工作坊。
上他课的学员称其为“师父”，如果举
行拜师仪式，则可成为他的“门徒”，并可
获得一个“门徒名”。“门徒”婕西告诉记
者：“师父 8 岁就成道了，他当时从一棵很
高的树上掉下来，看到了宇宙合一，便成
道了。 ”
“门徒”跟“师父”有一种关系模式是
“
臣服”，即“
你不在，让师父做主”！秦铭远
宣称，这是身心灵蜕变的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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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乎只是假面具

骇人观点：鼓励婚外性爱
“
婚姻，阻碍了成为爱的可能性。在世
俗的婚姻里……彼此很少有滋养。离婚是
一个苏醒的标志，也是开始爱的标志。 社
会不应谴责婚姻以外的性需要，而应该尊
重并鼓励人们对性自由的选择权。 ”
这是秦铭远宣讲的内容，类似骇人听
闻的观点，在他的课程、活动上并不罕见。
他们甚至公然鼓吹换妻换夫，宣称“让女
性解放的 N 个途径之一就是男人可以换
妻，女人可以换夫（换男人）”。
秦铭远的矛头也指向了现代医学。他
说，“很多疾病或因意外因素导致的功能
性障碍是无法利用现代医学治疗的，现代
医学是在干预生命走向圆满，是走在错误
的路上。 ”他推广的“
铭远静心”则可以治
疗“
不孕症”“脖子疼”“
口吃”“鼻炎”“视物
不清”“近视眼”“
毒瘾”等。
记者掌握的证据显示，今年 2 月在罗
浮山举行“神秘玫瑰”工作坊期间，秦铭远

C
组织学员在野外集体裸泳，学员开始有顾
反正师父都不要‘
面子’了，我们还
虑，但“
有什么顾及的？于是，大的、小的、男的、女
的，统统跳入冰凉的山谷溪流中”。

记者体验：异性配对游戏
2011 年 11 月，深圳尼奥心视界举办
了一个名为“
爱的协奏曲”三期系列课程，
实际上“
挂羊头卖狗肉”，教的是谭崔。 前
两个工作坊“前奏——
—野性之美”、“开
启——
—生命的活力”在深圳小梅沙一家酒
店内举行，教的是谭崔入门，号称可打开
“身体”，前两期都是为一个月后在泰国举
涅槃——
—火焰炼金术”七天“深度谭
行的“
崔课”做准备。
记者报名参加了第一期。 当天上午
10 时，在学员自我介绍后，导师泰瑞沙开
始给大家“洗脑”， 说谭崔是“意识的扩
展”，一门“真知的学问”。 接着，泰瑞沙让
所有学员结伴玩一个“海浪与海草”的游
戏，要求“最好在异性之间”进行。 随着音
乐响起，泰瑞沙旁白教导“
海浪”慢慢靠近
“海草”，“可以去挑逗海草”。游戏结束后，
泰瑞沙引导伙伴之间交流各自感受，并要
求伙伴谈论自己的性生活，“这是很关键
的一点”。
第一期课程是免费体验课，接下来的
第二期课程要 4800 元。 泰国课程则更贵，
要 13800 元，住宿、场地费接近 7000 元。
由于学费过贵，记者没有报名参加高级课
程。“境内是初级课程，境外是高级的。”一
位工作人员私下告诉记者：“稍微高级一
点的谭崔课程，不可能在国内上的。 你也
知道，内地没有那么开放，要保守一些！ ”

敛财方为真面目

学员迷失了自我
培训机构却大发横财
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身心灵”课程
上，导师都会强调人应该放下头脑，把世
俗生活中的“理性”思维放下，不要做“头
脑导向”的人，而要用“心”来生活，去全然
地感受“
一切”， 导师所教导的当然是在
“
一切”之中。不少人上过“身心灵”课程之
后，都形成了对某个导师的个人崇拜。
2011 年 4 月，中央电视台《疯狂的培
训》的报道，曝光了社会上一些号称能突
破自我、让生命开始全新蜕变的“
身心灵”
培训公司。 在这些培训公司的课堂上，讲
课者让男女学员相互挑逗，宣称“突破自
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性解放开始”。 学员
迷失了自我，培训机构却大发横财。 被中
央电视台曝光的两家“身心灵”培训机构，
一家在 2007 年至 2010 年培训学员 2470
人，非法敛财 1379 万元，一家从 2005 年
到 2010 年搞非法培训敛财 460 万元。

气场检测仪叫价近 8 万元
三年前，广州人李红（化名）迷上了追

分
析

求所谓“灵性”成长，在李红所购买的“身 西透露，参加秦铭远去年 8 月广州谭崔课
有普通职员，有企业家、白领、
心灵” 产品中， 她个人最喜欢的是 Aura 程的学员，“
Soma 牌灵性彩油。 据介绍，这种灵性彩油 海归，都是追求精神层面的人”。
在“身心灵在线”“成功网”等网站上都有
尼奥心视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出售，一瓶 50ml 的“灵性彩油”在电子商 “来我们这里的人，都比较高端，因为课程
务网站上卖 500 元。 在一家名为“智慧之 费门槛很高”。据了解，该课程女学员是男
光，身心灵产品旗舰店”的淘宝店铺内，一 学员人数的两倍多。尼奥心视界负责人透
款美国“
Aura imaging”牌的人体气场检 露，“
身心灵”成长圈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测仪价格高达 79800 元。“不仅是心理学 是女性居多， 而且事业有成者的太太多。
界，即使生理学界，乃至整个生命科学界， 值得注意的是，“
身心灵”培训学员中不乏
主流学术圈内都没有关于气场、潜能的测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身影。在尼奥心视界培
试仪器，更加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 那些 训课上，记者碰到了一名国家注册二级心
声称证明气场存在的实验，都没有能登上 理咨询师。 她感觉很有用，可以用来帮助
主流的科学杂志和会议。 ”中科院心理所 其他人。
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罗非告诉记者。
深圳尼奥心视界对外宣称“是国际级
的教育培训机构”。据记者调查，该公司主
要业务就是举办各类“身心灵”成长培训
砸钱学员以阔太太居多
课程。 事实上，这家位于深圳南山蛇口工
据查，秦铭远课程的招揽对象不乏高 业区的公司注册经营范围是“经济信息咨
端人士和社会精英。今年元旦在京举行的 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国内贸
成功人士、企 易”，并没有教育培训资质。秦铭远则属于
谭崔课程目标对象主要是“
业家、中高层管理者、白领阶层与其亲密 跑“单帮”，并没有实体公司。 记者调查发
身心灵在线”列出的众多“身心灵”机
爱人”，“
心理学及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工 现，“
作者、教育培训以及心理学爱好者”等。婕 构，大多都打着咨询公司的名头。

鼓吹通灵穿越
实为“心理邪教”
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心理学专家
徐文军告诉记者，通灵、占星、塔罗、生命灵
数等神秘色彩很浓的内容，并不利于心理健
康。 他表示，科学心理学范畴里面并没有上
述内容，它们只是一些所谓身心灵导师个人
的想法，个别人片面的考虑，推广起来会对
人们产生很大的误导， 特别是对心理脆弱、
心理暗示比较强的人产生不好的效果，导致
他们产生精神紧张。“
科学告诉我们，灵魂并
不存在，但很多身心灵导师及课程都宣称灵
魂存在，这会使得被吸引进去的人们内心冲
突矛盾，导致他们内心混乱。 ”“谭崔这种培
训，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它已经突破了道德
底线。 ”徐文军说，这种培训多是出于个人金
钱、私利做事。
知名心理咨询专家晏嫣告诉记者，身心
灵本身是有一定学说基础的，在国外接受程
度非常低，到了国内被一些机构或个人作为
赚钱的工具， 其结果就是误导了很多人，甚
至故意弄得神乎其神来圈钱，“不搞得玄点，
怎么忽悠人？ ”
徐文军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心灵学的研
究者大多不是科学人士，在过去强调唯物主
义教育的时代，这些唯心的思想是无法立足
的。 心灵学者打着心理学的旗号在社会上忽
悠，宣扬的内容一个比一个唯心，越来越离
谱，最终会误导群众，是一种“
心理邪教”。

D 涉案人员被查
进
展

媒体报道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出动
超过 30 名公安民警、 联防队员以及工商部
门执法人员，对“
KHAOS 国际静心山庄”
进行包抄搜查。
20 日 19 时 30 分，博罗县罗浮山管委会
办公室李主任通报：目前涉案相关人员程某
已经被找到，并带往县公安局接受调查。 涉
案证物包括手提电脑、钱包等被警方暂时收
取。
（据《羊城晚报》）

链接

谭崔

印度语 T
a
n
t
r
a的音译读音。 T
a
n
t
r
a是印
度的一种教派，继承了印度教中性力派的思
想，认为通过性交可以使人类灵魂和肉体中
的创造性能源激扬起来。

秦铭远带着学员在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