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能神”邪教借“末日说”妖言惑众

送钱送女人拉人入教 杀孩子惩戒脱教者

近期全国多省份出现“全能神”邪教活

动，邪教组织成员利用登门宣传、上街打横

幅发传单等形式煽动他人入教，并大肆宣扬

“世界末日”的言论。 记者从浙江省宁海县公

安局获悉，截至 12 月 20 日宁海警方已对 17

名涉嫌散布末日谣言的“全能神”邪教成员，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贵州省连日来采取措施

依法打击邪教组织违法活动，带离、查处 357

名参与“全能神”邪教活动人员；青海省目前

已抓获“全能神”邪教组织人员 400 余人，捣

毁邪教窝点多处，收缴横幅、光碟、标语、书

籍等各类邪教宣传品 5000 余份以及电脑、

打印机、扩音器、手机等一批涉案宣传工具。

邪教组织散播谣言

“现在可以确定，河南信阳光山县砍伤学

生案的犯罪嫌疑人闵拥军， 就是受到同村一

名 60 多岁‘全能神’女信徒的影响，才导致了

悲剧的发生。 ”曾多次参与侦破“全能神”邪教

组织案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疑难案

件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武伯欣教授称。

武伯欣说，今年 12 月，“全能神”邪教组

织借“末日”谣言策划行动以扩大其影响力。

送钱送女人拉人入教

知情者表示，1995 年前“全能神”以农村

为重点发展地区。 1995 年至 2000 年，“全能

神”邪教组织将目标转向城市，重点发展吸

收大学生、商人等人员，目的是为了提高成

员文化素质和增加经济收入。

该邪教组织甚至试图发展政府官员，以

寻找靠山。 2001 年以后，这个邪教组织又把

目标转向各类教会。

为拉来新教徒，“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

有时会以金钱、手机、摩托车等厚礼相赠，甚

至使用一种称为“性交通”的手段，即要求女

信徒利用色相引诱其他教会的一些单身或

丧偶男成员。

专设“护法队”惩戒脱教者

发展对象被拉拢后， 开始被要求参加

“聚会 ”，“聚会 ”时不祷告 ，不讲道 ，不读圣

经，而是读该教的“经典”书，谈心得，跳舞和

唱自创的“新歌”。 并不是每个传教对象都能

被顺利拉拢，发展受阻后，“全能神”改用“硬

招”，恐吓、暴力。

“全能神”邪教组织专门设有“护法队”，

殴打不愿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 案卷显示，

1998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0 日，河南唐河

县“全能神”“护法”在短短 12 天内，接连制

造了 8 起抢劫、殴打事件，受害人被打断四

肢、割去耳朵。

武伯欣称，2010 年， 河南一名小学生

在放学途中失踪 ， 后被发现死于一柴垛

处，脚心印有闪电标志 。 经当地公安调查，

遇害儿童一名家属曾被发展成“全能神”

成员，但意图脱教，该教派遂实施了报复

惩戒行动。

专职财务管敛财转移境外

知情者称，在这个等级分明，组织严密

的邪教组织中，名义上的最高权威“女基督”

的主要工作只是负责说话，保护“女基督”的

“七灵”随时记下她的“著作”。

“‘女基督’只是傀儡，而‘大祭司’赵维

山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知情者称。

该组织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美国传入

我国的邪教“呼喊派”分化衍生而来，其创始

人赵维山原是“呼喊派”骨干，因与同党不和

而另起炉灶。 赵维山任命核心成员罗刚负责

国内工作。

除罗刚外，该教派还有多名核心成员组

成赵维山的智囊团，协助其处理“教务”，并

出谋划策。

核心成员下，“全能神”还依次设立有省

级、区级、县级、城乡级下属分部，设立各层

级负责人，但有指令，通过传真方式层层下

达，传播速度极快。

武伯欣称， 根据调查侦破情况，“全能

神”每一地区均设有专职财务人员，将敛聚、

骗取来的金钱通过转账汇款等方式，交给教

派高层。“据调查，他们敛聚来的大量钱财都

被使用、挥霍和转移至境外。 ”

链接

“全能神”邪教组织又名“东方闪电”、

“实际神”，该邪教传教如同传销一样，采用

“人际关系网络滚动法”，单线联系，成员交

流只称假名。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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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放假 1 天

拼出6 天

元旦小长假

据新华网消息 2012 年 12 月 29

日和 30 日为双休日，31 日为海南省欢

乐节全省放假，2013 年 1 月 1 日 ~3 日

为元旦假期。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3 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以及海南省

关于欢乐节的放假通知，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到 2013 年 1 月 3 日，海南省连

拼出了 6 天的假期。 具体为 ：2012 年

12 月 29 日和 30 日为双休日， 紧接着

的 31 日为海南省欢乐节全省放假 ，

2013 年 1 月 1 日 ~3 日为元旦假期。

内蒙古一副县长

一天陪领导

洗 8 次澡

洗到虚脱

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 分管

外宣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年底了，

很多部门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

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

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 ，他

一天陪洗了 8 次， 整个人都快洗虚脱

了。 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服，直接

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到来。

“来 的 都 是 上 级 领 导 ， 不 陪 不

行，接待拉近感情。 ”这位副县长无

奈地说。

此前， 记者在内蒙古一个县级市

调研时，接待办一位负责人表示，当日

他吃了 4 次早餐。“没办法，一大早就

得赶场子。 ”据其介绍，接待“下来”的

客人，比起地方干部去上面见“管钱管

项目”领导产生的浪费，可谓小巫见大

巫。 他说，很多地方领导见上面“管事

的”人，只要能约出来见面吃饭 ，无论

到多贵的地方消费都不是问题。

（据《京华时报》）

李咏 月薪 20 万元

月薪：工资 +1 万元化妆费

+12 万元津贴

简介：在央视的主持人队伍里，

李咏绝对算一个“异类”。 从天生的

相貌到自己设计的花哨西服和蓬松

卷曲的头发， 李咏脸上挂着他那标

志性的笑容。

王小丫 月薪 15 万元

月薪：工资 +1 万元化妆费

+12 万元津贴

简介：游刃于《经济半小时》和

《开心辞典》几档节目之间的央视名

嘴王小丫， 因为旺盛的人气而被很

多喜爱她的观众誉为央视“黑马”，

中央电视台最具品牌价值的女主持

人之一。 （据《半岛都市报》）

央视名嘴月薪最高 28 万元

近日，一个“主持人综合价值在线评估

系统”通过对主持人的从业经历、外貌形象、

财富价值、公众人气、新闻曝光率、奖项以及

学历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不仅给各主持人

打出估分，也顺带曝光了部分央视主持人月

薪收入，其中《新闻联播》资深的女主播之一

李瑞英以月薪 28 万元领跑榜单， 而最少的

则是王小丫，月薪为 15 万元。

李瑞英 月薪 28 万元

月薪：工资 +1 万元化妆费 +18 万元津贴

简介：李瑞英是央视《新闻联播》最资深

的女主播之一。她 1961 年生于北京。大学就

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1983 年毕业后

在江苏电视台从事新闻播音，1986 年调回

北京广播学院任教，不久后进入中央电视台

工作，主持《新闻联播》节目至今。

水均益 月薪 26 万元

月薪：工资 +1 万元化妆费 +18 万元津贴

简介：水均益，1993 年加盟中央电视台

后，先后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高端

访问》、《环球视线》栏目记者、编导、主持人。

在伊拉克危机、波黑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

期间，多次赴战地采访报道，是国内著名的

战地记者。 多年来，在国际新闻报道和人物

专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国内著名的

国际新闻主持人。

董卿 月薪 26 万元

月薪：工资 + 化妆费 1 万元+ 每月特殊补贴 3 万元

简介：2002 年 5 月，董卿走进中央电视

台，先后主持过《欢乐中国行》《魅力中国》及

春节联欢晚会，在 2005 年度“国际电视主持

人论坛暨年度颁奖盛典”中一连捧得“最佳

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及“最佳电视女主持

人”两项大奖。

周涛 月薪 22 万元

月薪：工资 +1 万元化妆费 +18 万元津贴

简介：周涛，出生于安徽淮南市，18 岁

时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中

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央视文艺中心副主

任。 连续 16 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主持人。据称周涛的豪宅看起来宛若身在

海边帐篷的休憩室。

朱军 月薪 22 万元

月薪：工资 + 化妆费 1 万元

+ 每月特殊补贴 2.3 万元

简介：朱军，1964 年出生于甘肃

兰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节目主

持人，《艺术人生》节目制作人。 1981

年参军，1985 年进入甘肃省曲艺团；

1988 年加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 。

1991 年进入甘肃电视台，1993 年进

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警方讯问“全能神”邪教组织人员。

“全能神”教徒围堵警车。（央视视频截图）

“汉语盘点 2012”揭晓

“梦”当选

年度国内字

据法制晚报消息 12 月 20 日上

午，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 中国网络电视台共同主

办的“汉语盘点 2012” 活动在北京揭

晓，“梦”、“钓鱼岛”、“衡”、“选举”分列

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 、国际词

第一。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

长田立新表示，“梦”作为年度国内字，

在票选阶段一路领跑， 可见， 国运来

了 ，梦挡也挡不住 ，奥运“梦 ”、飞天

“梦”、航母“梦”、诺贝尔“梦 ”，一一兑

现，其实，强国梦不仅属于国家，更应

该属于每个中国人， 中国梦的关键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入选年度词的钓鱼岛， 则反映出

国人对民族尊严的敏感， 钓鱼岛问题

引爆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

街头反日风潮。 年度国际字词方面，由

“衡”与“选举”领先，2012 年大选扎堆，

往年一般都各玩各的， 今年却撞在了

一起，演出许多热闹戏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