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预警时间毕竟短暂，室内
避震更具有现实性。而室内房屋
倒塌后所形成的三角空间，往往是
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
称其为避震空间。这主要是指大
块倒塌体与支撑物构成的空间，主
要有：

（1）炕沿下，结实牢固的家具
附近；

（2）内墙（特别是承重墙）墙
根、墙角；

（3）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
小、有管道支撑的地方。

什么是室内的避震空间？

国外邪教问题专家：人们是怎么
陷入邪教的？（一）

核心提示：目前，全世界有数千
种邪教组织。他们往往冒用宗教名
义，让许多人分不清到底是他们是宗
教还是邪教。那么，邪教到底与宗教
有哪些本质区别？同时，人们为什么
会加入邪教？以及人们是如何一步
步深陷邪教的？美国加利福利亚州
大学教授、邪教问题专家贾妮亚·拉
利奇（Janja Lalich）走上 TED 讲台，
为我们详述这些问题。

目前，全世界邪教组织有数千
种。关于邪教问题，有两件事情非常
重要。第一，并非所以的邪教都是宗
教性的。因为还有些是带有政治性
的、治疗性的、专注于自我完善的，或
者还有其他的。第二，并非所以新出
现的宗教都是我们所说的邪教。所
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辨别现代意义

上的邪教？人们为什么会加入他
们？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拉拢信众的？

广义而言，邪教是指具有极端主
义“信仰”的团体或组织，其中，极端
主义“信仰”最主要表现在神化教
主。尽管很少有像人民神殿教或天
堂之门邪教那样，具有如此致命的破
坏性，但是大多数邪教都具有以下共
同特征。

邪教具有的共同特征
第一，要求信众绝对顺从，严格

遵守教内等级制度，以便好区分开核
心信众和一般信众。第二，邪教头目
宣称教义能回答生活中的重大问
题。同时，为了让初信者能变成忠信
者，头目往往选用能迎合他们需求的
教义给他们。第三，最重要的是，邪
教头目双管齐下，用显性的和隐性的
两套教义来影响和控制信众，以使信
众保持顺从。同时，邪教头目绝不容

忍内部有人对教义有异议或外部有
人想审查他们。

宗教与邪教大不相同
说到这里，你可能想知道，刚刚

所描述的这些是否也适用于正统宗
教中？事实上，“邪教徒”（cultus）这
个词最初是指通过那些举行特定的
仪式或在寺庙里供奉某些神的一帮
人，但是，该词逐渐意味着过度奉
献。而许多宗教尽管最初是邪教，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融入社会，逐渐成为
社会的一部分。而邪教则恰恰相反，
将信众与社会分隔开来。

比如人民圣殿教，1955年，当吉
姆·琼斯建立人民圣殿教时，几乎没
有人会想到它会造成如此恶劣的社
会影响。因为在当时，人们曾经一度
还将其看作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宗教
运动，在当地大受欢迎，且还得到过
当时旧金山最著名政治家的支持。

但是，在1977年，吉姆·琼斯宣称受到
所谓“圣灵”启示，带着几百名信众在
圭亚镇建了琼斯“公社”。吉姆·琼斯
把这一“公社”描绘成乌托邦城。然
而，在旁人看来，它更像是一座监
狱。当国会代表团计划到现场实地
调查情况时，吉姆·琼斯在琼斯镇实
施了它的终极计划。接下来，便有了
我们众所周知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
杀惨案。1978年12月18日，909名男
子、妇女和儿童被强迫喝下有毒果汁
后 死 亡 。 后 来 ，英 文 俚 语“They
drank the Kool-aid”（他们喝了酷乐
饮料）便用着描述痴迷邪教思想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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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老师快看，我画的
彩蛋好看吗？”“老师，我在蛋上画
了我家的狗狗，你快来看看。”近
日，亳州路街道水西门社区在亳
州路幼儿园大班，开展了“童心画
彩蛋”主题活动。孩子们发挥无
限想象，用画笔绘出五颜六色的
彩蛋。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
绍了彩蛋的制作过程，让孩子们欣

赏了多种作品，如植物彩蛋、动物
彩蛋、彩虹彩蛋等。随后向孩子分
发绘制工具，彩笔、鸡蛋就是作画
的工具。孩子们有的画了一只小
鸟，有的画出一座房子，还有的画
上了小人……作品虽简单，但是充
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小朋友
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也增进了彼
此间的关系。 （施梦茹）

童心飞扬 手绘彩蛋
善于在重要历史关头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的
重要经验。

7 月 26 日至 27 日，党中央举办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
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
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站在历史和时
代的高度，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发展
大势和当代中国现实，深刻阐述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
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对于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满怀信心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奋斗，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
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通篇闪
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具有很强
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
开好党的十九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
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具有重大
的政治意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政治宣示，是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动
员。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
性的重要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讲话具有重
大的实践意义，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
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明确了党和国
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战略部署、大
政方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实践
新发展、夺取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有些镜头，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
记忆中：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
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
就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之后不久，总书记又率中央
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到国
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五年过
去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

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忘
初心、继往开来，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
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
进。当前，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紧密
联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实践，联系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
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入领会
讲话的丰富内容、精神实质、实践要
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
神上来，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
贯彻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选自·《人民日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本报讯“天气酷热，不少市民喜欢
带着孩子到自然水域游泳，也有些未成
年人爱到河边玩水嬉戏，这都存在一定
的危险性。“近日，杏花村街道汲桥新村
社区联合杏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辖区20多名

孩子及部分家长参加活动。
“少年儿童天性活泼，对危险的防

范意识又比较薄弱，所以，家长应时刻
注意让孩子待在大人视线可及的安全
水域里游泳，不能贸然带孩子到自然水
域玩耍。”医护人员还特别提醒，溺水者

被救出后，旁人应尽快拨打“120”寻求
专业援助，同时判断溺水者状况：若意
识清楚，呼吸、脉搏正常，只需对其保
暖，静候急救人员到来即可；若意识不
清，但呼吸、脉搏正常，则需使其保持侧
卧并保暖；若意识不清，呼吸或脉搏停

止，则需马上对其进行心脏复苏……
与此同时，社区还在辖区内醒目位

置张贴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提醒广大家
长和相关部门要尽到看护和教育职责，
严防孩子溺水。

（阮雯）

暑期防溺水 安全牢记心

为帮助辖区“农家乐”从业者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厨师整体素质，日
前，三十岗乡联合安徽徽菜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七天的“农家乐”烹饪技
术培训班，30多名当地“农家乐”从业者踊跃参与。教学中，烹饪大师现
场传授菜品搭配、烹饪技巧等厨艺技能。 姚星 摄

传授烹饪技能

本报讯 日前，海棠街道综合
文化站、团工委举办了“传唱经
典 歌以咏志”歌手大赛活动。来
自辖区的12名选手参加比赛。

本次活动在悠扬的《祖国慈祥
的母亲》中拉开了序幕。一首首耳
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在选手们精彩
的演绎下再放光彩。清华社区的
郝雪琴身着大红色表演礼服，深情
地演唱了《毛主席的话儿记心
上》。选手声情并茂地唱出了对党

和祖国的热爱，为大家带来了一场
震撼的视听盛宴，感染了在场的每
一个人，受到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
评。

“我自己也是一个文艺爱好
者，早期也自创过一些歌曲，但是
还是最偏爱革命歌曲。我现在越
唱经典老歌越有劲，越唱越自豪。”
来观看的比赛的80岁孙国殿老人
兴奋地说。

（彭晴晴 侯月梅）

传唱经典 歌以咏志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
居民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应急
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逍遥
津街道四牌楼社区于近日举行了

“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暨防震
知识讲座”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62名辖区居民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对大
家进行了消防安全主题培训，介
绍了应急避震方法和自救措施，
并进行了应急知识的解惑答疑。
随后，全体人员开展了防震应急
疏散演练：第一声警报响起，所有

人呈抱头缩身状躲在安全区域
内；第二声警报响起后，全体人员
有秩序列队，抱头依次沿墙边从
五楼向楼下进行疏散。之后有关
人员迅速进行了人员统计，确保
全员均“安全撤离”。

此次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不仅让参与的居民了解了
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时如何应
对，同时还传授了简单实用的避
险方法和伤口包扎方法，增强了
居民的应急应变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 （陈霞）

防震减灾 从我做起日前，庐阳经济开发区（林店街道）首届弘
扬传统文化戏曲大赛在秋浦书院举行。

活动中，黄梅戏、京剧、庐剧等各剧种轮番
上阵。表演者们各展风采，婉转唱腔赢得台下
观众阵阵掌声。

此次活动，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提供一个广
阔的交流平台，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和发掘民
间戏曲“达人”的同时，让更多的戏曲爱好者更
好地展现自我、挑战自我。 赵明 孙凤 摄

举办戏曲大赛 弘扬传统文化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