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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于 2000年 11月 13日﹐是由自甘为中共效命的所谓专家学者、宗教界人士

等组成的，借“民间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名义活动的

官方组织。其办事机构挂靠在政府机构中国科技馆，在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的指挥下，为

迫害法轮功而成立和运作，是一个真正的“邪教协会”。“邪教协会”在全国各省、市、区、县、

街道、企业、大学、中学、小学等成立了下属的各级“邪教协会”，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系统。 

在中共从 1999年 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除了以“610办公室”系统为中心的指挥系统及其操

控的党政部门机构外，“邪教协会”系统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利用成员的宗教或

者科技身份，制造迫害法轮功的理论依据，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宣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另一方

面，它研究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理论和方法，为各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提供指导，并直

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本报告内容包括“邪教协会”系统的组织结构和主要反法轮功活动。 

一、组织结构 

“邪教协会”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方机构，并非“民间组织”。对于其官方性质，追查国际 2004

年 3 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1]中有详尽的论述。 

“邪教协会”公布的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及协会领导机构人员为，庄逢甘为理事长，龚育

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为副理事长，王渝生为秘书长[2]。以下是部

分“邪教协会”成员名单：王大珩、王绶棺、邹承鲁、张光斗、张维、胡亚美、钱令希、梁守槃、

梁思礼（荣誉理事）、王夔、汝信、朱国伟、任定成、杜继文、李元、陈可冀、陈光中、陈祖甲、



    

       

           

2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查國際）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WOIPFG） 

 

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無論天涯海角，無論時日長短，必
將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現公道，匡扶人間正義。 

  
 
 
 
 

 

陈星桥、赵致真、胡亚东、侯云德、夏勇（常务理事）、段启明、司马南（理事）、李安平、程宁

宁（副秘书长）、张凝、叶叔华、石华、邱丕相、刘天君、学诚、尤雪云、王芃（参加联合国人权

会议代表团成员）[3]。 

1.1 1．一个组织两个名字 

“中国关爱协会”和“邪教协会”是挂靠在中国科技馆的同一个组织的两个牌子，均由王渝生担任

副理事长、秘书长和法人代表。在中共“610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这个组织在不同场合或者单

独使用一个牌子，或者同时使用两个牌子。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王渝生等人连续四年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辩解

并向国际社会输出迫害。2001年[4]、2002年[5]、2004年[6]以“邪教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出席会

议；2003年以“关爱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出席会议[7，8，9]。从中共官方的报道中还可以看出，

“邪教协会”与“中国关爱协会”的主要官员完全重叠。 

2010 年 11月在北京召开的“邪教协会”成立十周年的会议把“中国关爱协会”同时列入大会标题

[10]。由此可见，“中国关爱协会”其实就是“邪教协会”的另一个名字。 

1.2 2．网络性组织结构 

如同中共的党委、党支部纵向从中央到街道、乡村遍及全国；横向贯穿各大企业、学校、机关等

等，“邪教协会”从建立开始就十分注重网络性组织结构的建设。王渝生在 2003年 10月 29 日全国

“邪教协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报告中，把“构筑多层次的民间网络体系”作为重点，特别提到

最早的省级“邪教协会”、最早的企业“邪教协会”、区县级“协教协会”、基层“邪教协会”、

村“关爱协会”等等[11]。 

 

在很多地区，“邪教协会”直接作为地方科协的一个机构，“反邪教工作”被纳入科协的重点工作

项目。青岛科协 2007 年年鉴记载，截止 2007年底，青岛市科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 12个区市全部建

立了“邪教协会”[12]。 

 

山东省科协网站发表文章总结 2009年工作，提到在各县同时成立“邪教协会”和“关爱协会”，并

且“形成县、乡（镇）、村（社区）组织网络”。从县级“邪教协会”向全县 15个乡镇扩展，成立

以党委书记为会长的下一级“邪教协会”，还有在 600多个社区、村成立相应的“邪教组织”。还

在有些单位、学校成立“关爱协会”，成立“邪教小组”共 50个[13]。这个典型例子说明，“邪教

协会”组织是依附在现有的党组织上的从上而下的一套网络机构。 

 

2010 年 12月山东省济宁市“邪教协会”十年工作总结中说，“截至 2004年底，全市 12个县市区

全部建立“邪教协会”组织，属于正科级全额事业单位或者副科级全额事业单位。在街道、乡镇一

级则由科协工作人员兼职。并且在村居一级成立“关爱协会”。目的是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基层

组织网络[14]”。 

到 2010 年底，中国大陆 22 个省，5个自治区（广西、内蒙、西藏、宁夏、新疆），4个直辖市，全

都设立了相应的“邪教协会”。附录一按照成立时间顺序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邪教协会”

的主要负责人名单，从中可以看出“邪教协会”系统覆盖面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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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主要反法轮功活动 

1. 大规模绑架社会的强制签名运动 

“邪教协会”在国际上第一次露面是在它成立四个月后的 2001年 3月，副理事长王渝生等赴日内瓦

参加联合国第 57届世界人权大会。他们带去了所谓的“150万名公众自发签名长卷”[15]。这个

“百万签名”实际上是“邪教协会”成立后两个月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 

2001 年 1月 16日，“邪教协会”副理事长潘家铮、何祚庥、秘书长王渝生，发动中科院三百位院

士签名“反邪教”[16]，“百万签名”运动正式开始。七天后，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发生，在

中共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下，“百万签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邪教协会”开始了对法

轮功的谎言诬陷和在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造假宣传。 

2001 年 1月 19日，“百万签名”运动在天津科技馆开始，天津市科协成员、中科院院士等 400多

人参加，随后在全市 18个区、县同时展开，共收集签名四万多个。2 月 18日签名长卷运抵北京

“邪教协会”。天津市“邪教协会”为此受到表扬[17]。 

应“邪教协会”的倡议，“百万签名”运动于 2001 年 1月 20日由四川省科技厅、省科技顾问团、

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共同组织，在全省各地高校、街道、企事业等地举行[18]。 

2001 年 2月 5日“百万签名”运动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的头一天就召集了五千多人签名[19]。 

2001 年 2月 12日，广东省教育部门利用各大学开学的第一天，召集了 200多所学校的代表到华南

农业大学、广州大学、东莞理工学院集体签名。东莞理工学院成立“邪教协会”。仅 2月 12 日一

天，广东省各级各类学校有 840万少先队员、400 万中学生和 30万大学生参加了宣誓、签名、举行

报告会、座谈会、主题团日、主题班会、主题队日等活动，许多高校学生的“邪教协会”相继成立

[20]。 

“百万签名”得以全面铺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2001 年 1月 23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

追查国际经过全方位调查证实“自焚”伪案是中共构陷法轮功的阴谋，目的是利用谎言煽动民众对

法轮功的仇恨。“百万签名”启动和“自焚”伪案发生的时间只差 7 天。“自焚”伪案的发生使

“百万签名”在被谎言蒙骗了的群众中得以进行。 

“百万签名”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的严密控制下，在各级党组织和相关机构的强制推行下

进行的。 

2. 将谎言带入校园、欺骗学生 

为配合“邪教协会”把“百万签名”运动在青少年中展开，2001年 2 月 1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共青

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校园拒绝邪教”活动的通知》[21]。各地发起

了“校园拒绝邪教”运动，由北京迅速蔓延全国。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市 23 所高校

和 38 所中专、上海同济大学、广东、安徽、吉林、湖北、重庆、浙江、山东、江苏、陕西、四川、

江西、云南、新疆、辽宁、河北、河南、广西、福建、内蒙、西藏、湖南各大中学都开展了活动。

在各地的活动中，部分大中学同时成立了校园内的“邪教协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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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校园拒绝邪教”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由王渝生（“邪教协会”秘书长）任主编，关原成

（山西省科协副主席）、李安平（“邪教协会”副秘书长）任副主编，“邪教协会”和山西省“邪

教协会”编写了《校园拒绝邪教》一书[23]。此书被大量印发，甚至在有的地方青少年学生中是

“人手一册”[24]。 

3. 欺骗宣传从农村和学校扩展到全社会 

“反邪教警示教育”是 2004 年初开始的，有文件、有纲领、有周密计划的、以农村和学生为切入点

的又一个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启动这次运动的主要文件是由中央“610办公室 ”牵头，包括中

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公安部、农业部、团中央和中国科协等八个部委发布的（办发

［2003］24号）《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25]。2004年 4月 26 日追查

国际发表《关于中国“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调查报告》[26]对这次活动的背景、实施办法等做

了详尽的陈述。 

从 2004 年起，每年都是中央“610办公室”及各部委发出类似通知后，由各级“邪教协会”自上而

下部署实施，该活动一直在“邪教协会”系统的具体安排下持续进行着。 

甘肃省定西市“邪教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绪 2007 年 8月发表文章，把在农村中开展“反邪教警示

教育活动”称为“重要紧迫的工作和治本之策”[27]。 

“邪教协会”2008 年 3 月 10 日发布《关于做好 2008 年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通知》。以办奥运为

借口，号召各地“邪教协会”把“警示教育”深入到城市、农村、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进行

有计划、有组织、按步骤、分层次的活动[28]。 

经过几年大规模全民运动，“邪教协会”对其在各地的宣传的效果十分不满。2009年 4月 6日“邪

教协会”网站署名文章讲：“党中央对‘反邪教’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在当前，在

一些中小学校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邪教协会”不得不继续发布命令：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把

“反邪教警示教育”纳入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由“要我学”过渡到“我要学”[29]。此命令伴随

“邪教协会”提供的教育素材通过其系统下达全国。2009年 6月 22日山西省“邪教协会”在太原

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启动“山西省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活动”[30]。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宣传

部 2009 年 9月《关于进一步做好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用“邪教协会”网站上

提供的资料作素材安排活动[31]。 

“邪教协会”2010 年 1 月 25 日发布《关于春节前后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通知》，号召各

地“邪教协会”抓住春节时机，把中老年人、患病贫困群众、青少年学生等视为重点人群开展活

动；要求使用《邪教为害作乱事例选编》和《反邪教法制教育读本》；要求“中国反邪教网”和

“中国反邪教通讯”对警示教育活动宣传报道[32]。天津静海县“邪教协会”利用春节启动“反邪

教警示教育”活动，向农村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33]。 

“反邪教警示教育”是继前几轮迫害运动失败后，中共挑起的又一轮迫害。而且，现已转为常规性

的持续性迫害。在维持现行迫害活动中“邪教协会”正起着主导作用。 

2.1 4．编辑挂图、举办全国巡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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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群众性大型洗脑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宣传材料，“邪教协会”一直致力于收集和编辑各种挂

图，在其网站上发表[34]，并在全国巡回展览。这些挂图多以漫画的形式针对法轮功进行歪曲事

实、诋毁谩骂的宣传。这些展览名称和内容大同小异，在各地“610办公室”和“邪教协会”的配

合下，在全国各地以至于海外部分地区巡回展出。“邪教协会”声称从 2000到 2009年全国各级

“邪教协会”组织“反邪教”展览近千场，参观群众近亿人[35]。 

2.1.1 （1）配合推动中央六部委举办大型展览 

2001 年 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共“610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中国科协联合举办题为

“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的诽谤宣传展览[36]，下文称“中央六部委展览”。为了使展览在全国范围

内尽快推广，中共“610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反对邪教，崇尚文明”展览参观组织工作的通

知》。这个展览在国内展出时多是由地方党委宣传部、文明办、“610 办公室”、公安厅、•司法厅

和科协主办。如 2001 年 8 月在济南的展览[37]，2002年 4月在广东揭西县华侨纪念馆的展览

[38]，和 2003年 12月在宁夏的展览[39]。2001 年 9月在香港展出时，主办单位是香港各界文化促

进会和香港文汇报[40]。2001 年 11月在澳门展出，主办单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工联、街坊总会、

妇联、中华教育会、学联、归侨总会、澳门日报、澳门中企协会和中联办宣传文化部[41]。2001 年

12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展出，主办单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42]。 

“中央六部委展览”活跃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的几年，在内容上直截了当涉及法轮功，而且是唯

一的内容，在文字上充满斗争色彩。在各地的主办单位中并没有提到“邪教协会”，一方面因为有

的地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成立“邪教协会”，另一方面因为有的地区虽然已经有“邪教协会”，但

在名义上属于“民间组织”的“邪教协会”不能与官方组织平行。虽然没有提名，但是“邪教协

会”对“中央六部委展览”起了协助和推进的作用。湖北省“邪教协会”网站文章提到“协助举办

“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大型展览在全省巡展活动”[43]。 

2.1.2 （2）独立举办大型巡回展览 

2003 年 11月 26日“邪教协会”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主办“崇尚科学 关爱生命 维护人权 反对邪

教”大型展览，下文称“邪教协会展览”[44]，由“邪教协会”秘书长王渝生讲解[45]。2004 年 5

月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展出[46]。2004年 7月在湖北省科技馆展出[47]。从 2004年 7月开始，

河北省“邪教协会”在全省开展中小学生征文，近 500篇作品公开出版发行[48]。2004年 12月在

昆明市科技馆展出[49]。2005年 5月在山东省科技馆开幕，山东省“邪教协会”副会长许素海主

持，会长刘蔚华致开幕词[50]。新疆“邪教协会”主办的科普活动周于 2005年 5月 24在新疆大学

启动，当天成立了新疆大学“邪教协会”，“邪教协会展览”在新疆大学图书馆开展[51]。山东省

“邪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忠祥 2007年 9 月网上文章中提到从 2004 年以来，“邪教协会展

览”分别在胜利油田、齐鲁石化、莱钢、济南铁路局等单位巡展[52]。 

“邪教协会展览”在全国的巡回展览从 2003年一开始就是由各地“邪教协会”出面与基层单位主办

的，其它官方机构不挂名。 

2.1.3 （3）邪教协会挂图 

2007 年 9月北京“邪教协会”发动制作了面向全社会的一套“反邪教宣传”挂图[53]。这套挂图由

北京“邪教协会”成员，《中国邪教史》作者王清淮撰稿。王清淮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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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师，他与同系其他两位教师朱玫、李广仓合著的《中国邪教史》2009年 9月获公安部第十届

“金盾图书奖”[54]。 

2.1.4 （4）举办扰乱社区和乡镇的宣传活动 

面对社区和乡镇，“邪教协会”发起了“创建无邪教社区和乡镇”活动。手段之一是由各地“邪教

协会”举办的所谓“科普宣传”活动。 

青岛市科协在 2007 年年鉴中声称，青岛市“邪教协会”设计制作了全国第一套以所谓“真实案例”

为内容的“科普挂图”，印制四千套，发送全国 26个省市。2007年全市共组织“科普宣传”活动

500 余次，受众人数 63万人，全市“邪教协会”基层组织 297个[55]。 

2010 年 4月，陕西省“邪教协会” 参加咸阳市和西安市“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摆放展板，发

放图书和挂图等资料。在这期间“邪教协会”还组织科普小分队走进城市社区和农村，举办主题展

览和科普讲座[56]。  

2010 年 5月，北京“邪教协会”通过区县科协和区县“610系统”将“反邪教”宣传资料下发全市

的各个社区、村。宣传资料包括书、专题影片、挂图、折页、扑克牌、购物袋等[57]。 

除了在各地巡回的“科普宣传”外，“邪教协会”还联合地方政府开展“报告会”、“展览”、

“理论研讨”、 “知识竞赛”等对老百姓强制洗脑的宣传活动，制造仇恨、煽动民众反对法轮功。 

宜昌市“邪教协会”2006 年至 2010年多次获取政府资金到宜昌下面各区、县、市农村、学校、工

厂等地做宣传、展览，平时主要以宣传、图片、网站、广播、讲座、漫画、电影、广播、报纸传单

等手法污蔑法轮功。湖北宜昌市“610办公室”、市科协、宜昌市“邪教协会”、市宣传部门联合

在夷陵区樟村坪镇、分乡镇、乐天溪镇、三斗坪、兴安居委会，西陵区星苑小区、夷陵广场，伍家

区宝塔河社区，宜都、远安等多个乡镇、宜昌三峡大学等学校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58]。 

2.2 5．开设“反邪教”网站 

“邪教协会”系统十分注重网站建设。2004年 9月在武汉召开的“邪教协会第十次报告会暨学术讨

论会”的主题是网络与“反邪教”[59]。据不完全统计，除了“邪教协会”外，福建省“邪教协

会”、河南“邪教协会”、浙江省“邪教协会”、四川省“邪教协会”、江苏省“邪教协会”、天

津市“邪教协会”、上海市“邪教协会”、山西省“邪教协会”、陕西省“邪教协会”、新疆“邪

教协会”均设有网站。 

2.3 6．研究、推广、交流洗脑“转化”方法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方面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妄图使

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实施洗脑的主要场所除了监狱、劳教所外，是遍布全国的洗脑班。这些洗脑

班对外挂出的多是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学习班、法制教育学校、教育转化中心、关爱中心等牌

子。 

“邪教协会”系统贯彻“610办公室”的指示，从心理学、医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为洗脑提供理论

依据和具体方法，并培养专职洗脑人员和帮教。“邪教协会”系统的会议、出版物、网站等则成为

洗脑方法的交流场所和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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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邪教协会”教育转化攻坚与巩固工作会议经验材料》中提到内蒙古包头市“邪教协会”把

办好洗脑班作为每年的重要工作目标。每一次筹办洗脑班都是由“610 办公室”牵头，由“邪教协

会”提供所谓的“能手”、“专家”、“陪教”，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60]。 

“邪教协会”2007 年主办的《全国“邪教协会”参与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

有关如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与洗脑的论文。论文作者来自各地的“邪教协会”（如厦门、

新疆等）、劳教所（如山西太原新店劳教所）、洗脑班（新疆第五监狱）、帮教团（如胜利油田帮

教团）、和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新疆“邪教协会”的论文是关于如何按照新疆自治区党委和“610

办公室”的命令，参与开展“教育转化”工作的过程。《论文集》中还有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

院、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院的论文。论文中明确说明，研究基金来

自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邪教协会”立项重点课题、浙江省“邪教协会”立项重点课题

[61]。 

2005 年 6月成立的南京下关区“爱心家园”，是专门用伪善与欺骗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场

所。是中共“610 办公室”与“邪教协会”支持的重点单位之一。“邪教协会”副秘书长李安平、

程宁宁先后走访“爱心家园”。程宁宁作为“邪教协会”成员还到国际会议上宣扬“爱心家园”，

结果被与会者驳得哑口无言，狼狈而返[62]。 

湖北省“610办公室”及省“邪教协会”到全省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精神病医院聘请所谓精神

和心理专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8年 6月 26日，武汉市“邪教协会”到市女子劳教所

对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转化。湖北省“邪教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市精神病医院

心理专家刘小林，常务理事、原湖北省中医研究院院长邵权武等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骚扰。湖

北省“邪教协会”理事、湖北大学所谓心理学教授严梅福长期参与湖北省洗脑班，制定对法轮功学

员的“转化”策略，并发表诽谤法轮功的论文[63]。 

在 2008 年 10月北京“邪教协会”工作综述中提到其与多方机构合作，进行理论研究。其中包括与

北京八中合作，针对青少年进行的研究，和与中科院心理所合作，进行关于精神控制方面的研究

[64]。 

2006 年科学人文出版社出版的《正与邪的较量》一书，收录了“邪教协会”成立五年来的年会和研

讨会的 80几篇论文。这些论文以“反恐”、“维稳”、“人权”为借口，造假、诬蔑、诋毁法轮

功。“邪教协会”理事庄逢甘、于光远、王渝生为其作序[65]。 

湖北省“邪教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专门的“邪教课题组”。刘家俊、罗红、刘亭在《全国

“邪教协会”参与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论文集》发表关于“转化”工作意义的论文[66]。 

各地“邪教协会”通过各种会议，交流“洗脑经验”，培养“洗脑精英”。从其成立至今，各种各

样名目繁多的会议没有间断。所谓的“学术研究论文”在网站上发表，传抄。“邪教协会”2011年

1月 8日文章总结其成立十年以来，先后举办 9 届年会、11次学术报告会暨讨论会、7次秘书长联

席会议、5次教育转化和“回归社会工程”专题研讨会、2次基层组织建设专题研讨会，总共有近万

人次参加，交流论文 2000 多篇、计 1000多万字[67]。（注：追查国际收录了比较大规模的会议的

主办单位、主要议题和召开时间、地点。如有需要，请直接与追查国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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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1999 年 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和所有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

害。迫害的头一年，虽然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但是迫害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施。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邪教协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成立，旨在填补国家机器在愚民宣传上的空白，从宗教

和科学的角度用谎言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迫害得到全面实施。 

“邪教协会”是在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的指挥下，从事研究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

“转化”迫害的主要打手，完全是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而存在的政治组织。十几年来，“邪教协

会”系统一直在台前进行对广大群众造假宣传，在幕后则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迫

害。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头几年采取的是铺天盖地、明目张胆的形式，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重视和中国民众的反感。因此后几年至今采取的是不公开的迫害形式。传统的媒体，受中共一手

控制的报纸、广播、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从头版头条、24小时连轴播放，变成了只字不提。而背地

里迫害一刻都没有停歇过。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协会”系统通过其特有的形式继续着媒体和司法

系统担当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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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反邪教网站》“关于深入开展中小学校园反邪教警示教育问题及对策” 

作者陈和志  2009 年 4 月 6日 

[30]《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山西省启动全省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活动”2009 年 6 月 26 日 

[31]《中国矿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关于进一步做好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通知” 

宣传部理论科 2009 年 9 月 22 日 

[32]《邪教协会网》“中国反邪教协会关于春节前后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通知”2010 年 1 月 25 日 

[33]《天津邪教协会网站》“天津静海县反邪教协会开展农村警示教育活动”2010 年 4 月 27 日 

[34]《邪教协会网》“反邪教网大型展览” 

[35]《邪教协会网》“纪念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十周年”作者:李安平 2011 年 1月 8 日 

[36]《人民网》“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大型展览在京开幕 2001 年 7 月 15 日 

[37]《新浪新闻中心》《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大型展览在济南开幕 2001 年 8 月 10 日 

[38]《正清网》“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图片在广东揭西展出 2002 年 4 月 16 日 

[39]《宁夏大众科技网》“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展览  2003 年 12 月 3 日 

[40]《人民网》香港举行“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大型图片展 2001 年 9 月 2 日 

[41]《人民网》澳门举办《反对邪教  崇尚文明》大型图片展 
[42]《人民网》加拿大华侨华人参观揭批“法轮功”图片展 2001 年 12 月 28 日 

[43]《湖北省科协网站》“湖北省反邪教协会”  

[44]《新华网》“崇尚科学 关爱生命 维护人权 反对邪教”展开幕 2003 年 11月 26 日 

[45]《新浪图文》“崇尚科学关爱生命维护人权反对邪教”大型展览在京开幕  2003 年 11 月 26 日 

[46]《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大事记 2004 年 

[47]《湖北幼儿教育信息网》参观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小记 

[48]《正气网》中小学生反邪教征文集《生命畅想曲》出版 2008 年 8 月 31 日 

[49]《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反对邪教展览在昆明开展 2004 年 12 月 25 日转载自《中国反邪教网》 

[50]《山东省科技协会》“省暨济南市崇尚科学关爱生命维护人权反对邪教展览在济南举行” 

[51]《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新疆反邪教协会在新疆大学举办“崇尚科学、关爱生命”科普活动周 2005 年 6 月 14 日

转载 

[52]《山东邪教协会》“企业民间反邪教组织是开展群众性反邪教活动的重要力量” 2007 年 9 月 26 日 作者:周忠

祥      

[53]《中国反邪教网》北京市反邪教协会组织召开反邪教宣传挂图审稿会 2007 年 10 月 18 日 

[5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我系教师著作《中国邪教史》荣获金盾图书奖”2009 年 9 月 22 日 
[55]《青岛年鉴 科协工作》 
[56]《陕西省反邪教协会网站》“整合资源、开拓渠道，加大反邪教科普宣传--陕西省反邪教协会积极参加陕西省第十

八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2010 年 4 月 6 日 

[57]《人民网》“全市反邪教宣传资料综合配送行动”2010 年 5 月 13 日   

[58]《明慧网》“对湖北省宜昌市文字打手的调查”2010 年 9 月 30 日 

[59]《邪教协会网站》“中国反邪教协会第十次报告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2007 年 6 月 5 日 

[60]“积极参与法制教育学习班工作全力打好教育转化攻坚与巩固工作整体仗 --全国反邪教协会教育转化攻坚与巩固

工作会议经验材料之十二” 

[61]“中国反邪教协会”2007 年《全国“反邪教协会”参与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论文集》目录和摘要 

[62]《明慧网》揭开南京下关区“爱心家园”的真面目 2010 年 7 月 10 日  

[63]《明慧网》湖北省“六一零”头子杨松的部份罪行 

[64]《首都科技网》“北京反邪教协会”2008 年 10 月 27 日 

[65]“正与邪的较量——来自反邪教工作者的报告” 

[66]“深刻揭露“邪教教主体制”及其对邪教痴迷者转化工作的意义” 

[67]“纪念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十周年”李安平 2011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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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邪教协会”负责人名单 (2010 年底收集) 

  成立时间 负责人名单 

中央 2000/11/13 

庄逢甘（理事长）、王渝生（秘书长）、龚育之、潘家铮、傅铁

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副理事长）、王大珩、王绶

棺、邹承鲁、张光斗、张维、胡亚 美、钱令希、梁守盘、梁思礼

（荣誉理事）、王夔、汝信、朱国伟、任定成、杜继文、李元、陈

可冀、陈光中、陈祖甲、陈星桥、赵致真、胡亚东、侯云德、夏勇 

（常务理事）、段启明、司马南（理事）、李安平、程宁宁（副秘

书长）、张凝、叶叔华、石华、邱丕相、刘天君、学诚、尤雪云、

王芃（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代表 团成员） 

吉林 2000/12/29 

王兵（副会长）、王志刚（理事，空军 610 成员，工学硕士）、潘

义春(秘书长,理事)、宋剑锋（会员）、李绍柏（《反邪教工作简

报》责任编辑）、白柱杰（理事，长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副书记，

吉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春市律师协会

监事长；吉林省委、省政府整治经济软环境监督员） 

广东 2001/3/14 

张磊（会长）、赖晨野（副会长）、释明生（副会长）、张志远

（副会长）、马毓钧（副会长）、张硕城（秘书长）、工美嘉（副

秘书长） 

湖南 2001/3/30 
何继善（理事长）、刘宝琛、圣辉、陈赫、陈兰新、刘道龙、周建

纯、张以文、迟峰、赵元灏（副理事长）、罗术根（秘书长） 

湖北 2001/3/29 

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39人，其中常务理事 11人。华中科技大学校学

术委员会主任、省科协副主席、 教授、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任理事

长，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导陶德麟，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 、省科

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沈韫芬，原省总工会副主席、高工马学礼，省

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栗陶生任副理事长，省科技馆馆长罗红任秘

书长，省委 610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田少国和省科协普及部副

部长王亚林任副秘书长。 

云南 2001/4/19 

黄润干（会长）、罗元明（秘书长）、史国文（副秘书长）、刘胡

乐（常务理事）徐太原、徐晓华、黎昆萍、李淑鸣、黄中云（会

员）周本贞、苏升干、蔡朝东、向翔（成员） 

陕西 2001/4 

保铮（理事长）、梁琦（顾问）、步喜峰（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龙彦、付德全、李从教（联系人）、西北工业大学反邪教协会傅恒

志（名誉会长）、季文美、曹守裕、周尧和、陈士橹、张立同、杨

尚勤、徐任、魏炳波、黄迪民陈安成、王兆强、乔辉、员智凯、丁

社教、庞小宁（顾问委员）王健、郭利伟（会长）、李春科、张守

华、张平、李丽芳（副会长）、陈青萍、杨来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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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2001/4/19 

黑龍江省反邪教研究中心 孙慕天(副会长、哈师大教授、中国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省科协常委)、黄文虎（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河南   2001/4 

李润田（理事长）、释永信（副会长）、叶琳（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李希辉（常务副理事长）、濮阳市反邪教协会 周国学（理事

长）、平顶山市反邪教协会王寿梅（理事长）、马树彬（副理事

长）平顶山市新华区反邪教协会 姬淑萍、李发军、汪灿军（工作人

员）焦作市反邪教协会郭文杰（理事长）祁新建（副理事长兼任秘

书长）李斌（常务理事） 

四川 2001/5/15 李芳（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刘宝珺会长 

天津 2001/5/16 

刘方均（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市科协副主席）、尹怀勤（常务副理

事长）、洪解亮（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晏清（常务理事兼副理

事长）、母国光、胡国定、申泮文、何炳林、陈茹玉、陈荣悌、李

正名（荣誉理事）、苏宜、朱坦、周清（理事）、天狮集团反邪教

协会冯樯（秘书长）、红桥区反邪教协会张贤模（理事长）,副秘书

长赵洪韵 

北京 2001/5/17 

張熙增（理事長、北京市健康促进协会会长）、賀慧玲（秘书长、

常務副理事長、市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張開遜、陈广元、

席文启，马国謦、劉福源、習五一（副理事長）、於欣榮（秘書

長）、畢淑（副秘書長，主任）、王文忠（理事）、劉陽（主任助

理） 

海

南    
2001/12/21 

现任理事长为陈志荣，常务副理事长为黄俊忠、肖邦森，副理事长

杜一戎 

安徽 资料暂缺 资料暂缺 

福建   2002/5/14 

王颖（秘书长）、程利国（常务理事）厦门市反邪教协会 陈传鸿

（理事长）石狮市反邪教协会 王有官（会长）泉州市反邪教协会 

王超生、林丕鼎（领导） 泉州市丰泽区反邪教协会 张福龙（理事

长） 

山西 2002/10/21 
关原成（理事长）、陈跃钢（副理事长）、刘志敏（副理事长）、

释宣（常务理事）、王自琴(秘书长) 

重庆 2003/2/28 

向仲怀、祝家麟（会长）、翟春林、王作芝、何海忠、释惟贤、能

艳华（副会长）、雷颖茹、戴伟（秘书长）、周忠行、王青山、戚

攻（常务理事）、程天民（名誉会长）、文国伟、邓波、彭朝荣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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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2003/3/15 

刘祁涛（会长）、沉光玮（副会长）、沉殿忠（常务理事）、姚常

明（常务理事）、刘洪亮（副会长兼秘书长）、郝秉让（理事） 沈

阳市反邪教协会王树茂（副理事长）、张志强（理事）营口市反邪

教协会 王恩来、刁绍长（名誉会长）、王友三（会长） 抚顺市反

邪教协会刘全仲（会长）、蒋跃飞（秘书长）大连市关爱协会 王会

全、白玉祥、孙广田、郑全慈（名誉会长） 

河北 2003/6/12 

张宗祜（理事长）、印象初、净慧、靳云鹏、刘汉章（副理事

长）、刘秀华（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国红、范志娥（副秘

书长）、王海波、运金（理事）、唐山市反邪教协会 丛选忠（理事

长）、“衡水市反邪教协会” 齐志诚（理事长）、“涿州市反邪教

协会” 王自农（理事长）、“承德市反邪教协会” 屈汕（发起

人）、“张家口市反邪教协会”张懋兰（理事长）、李怀友（常务

副理事长）、杨敏（办公室主任）、孟宪玉（副主任）、杨文芳

（成员） 

浙江 2003/7/8 

阙端麟（理事长）、高从阶、杨金荣、孙锡培、赵越、吴惠林（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光明（秘书长）、李凤（副秘书长）、陈永

革（理事）、方建基（成员）舟山市反邪教协会 徐君盟（理事长） 

宁夏 2003/11/25 

理事长：越经臣； 

副理事长：强锷，陈树兰，许兴，梁海,李宗义; 

常务理事：谢生林,吕维新,强复活,张净云,鲁国会,王永斌,杨

惠玲,通明,周学峰; 

秘书长：张鹏程; 

副秘书长：吴奇芳; 

理事：吴自明,赵福顺,王彦卿,田宝贵,黄日昶,马竹兰,国斌,

刘宏,李青,陈卫川,秦均平,陈祥骥,刑世瑞,张德润,孟昭靖,王

伦津,杨连海,王银,王新武,谢保国,金韶琴,刘允,曹建军,吴秉

银,孙怀颖,王建 

西藏   2003/12 

西藏反邪教协会是西藏科协学会部(国际部)的一个部门。党组书

记、副主席群增，党组副书记、主席仓珍，副主席冯继谦，副主席

普布仓决 

青海   2002/2003 秘书长李平 

新疆 2004/6 理事长:张小雷 

副理事长:陶  鹏 董  文  高  峰  贺  萍（女

）  金恩斯·别克  库来惜·阿不都拉(女)  廖志承  王

永平  赵卫山  朱  烜  张国民 

秘书长:吴小红(女) 

新疆反邪教协会下设专家团 

团长：张小雷 

副团长：陶鹏 

成员:周俊林  努尔买买提·托乎提 何运龙 周小西 袁国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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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国 付德润 常虹 胡文康 徐江涛 

广西 2007/5/17 资料暂缺 

江苏  2008/11/19 
协会副理事长费桂兵（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理

事长廖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