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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兴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Massimo Introvigne 受邀参加6月在中国河南省举办的一

个对话活动，以及随后的9月在香港召开的一个会议。与会者有中国执法部门的官员，中

国官方反邪教协会的领导，中国学术界人士和一些西方学者。对话的内容与“邪教”的概

念（“邪教”这个词很难翻译，其意思跟英语单词“cult”的意思不能完全对等），以及一个

团体——在中国被定为邪教的全能神教会（又称“东方闪电”）相关。这个教会备受争

议，影响甚至扩大到了中国之外，因为该教会被指控2014年在招远一个麦当劳餐厅犯下

一宗骇人的命案，将一名女食客无情打死。Introvigne 先生拿到了一些关于这宗命案的文

件，听取了中方官员和一些对全能神教会反感的学者的意见，也听取了一些逃到韩国和

美国的该教会成员的看法。所以就有了这一个关于麦当劳命案的首个学术调查，初步结

果以研究笔记呈现。 

 
 

简介： 

2014年5月28日，在招远市发生了一起广为人知、常被称为中国“邪教杀人案”的事件。

六名“传教士”走进一家麦当劳餐厅传教，并杀死了一名拒绝向他们提供自己电话号码的

食客。中国当局把这宗罪扣在全能神教会（也称“东方闪电”）的头上。一场针对全能神

教会的迫害运动就这样上演了。根据包括中共官方发布的文件在内的现有文件而进行的

研究结果，却证实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杀人凶手属于一个小教派，他们虽然用

“全能神”这个名字称呼他们的两位女性领导人，但这个教派不属于全能神教会，跟全能

神教会也没有任何关系。本文论述了这个小教派从神化领导人到使用暴力、杀人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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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4年5月28日，在中国山东省招远市一家麦当劳餐厅内发生了一起杀人

案，这是新兴宗教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杀人案之一。六名“传教士”走进麦当劳餐厅

向食客传教，并要求他们留下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当销售

员的吴硕艳（1977-2014年）却拒绝提供电话号码。她因此被宣布为“邪灵”，被

用一个拖把柄打死（Dunn 2015b, 204）。 

命案发生时，中国政府正发动一场铲除全能神教会的运动。全能神教会也称

“东方闪电”，是一个 1991年在中国兴起的新兴宗教，祭司是赵维山（1951 年生）。

全能神教会的教义称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地上，正是全能神。尽管该宗教从未提起

她的名字或平生细节，并警告任何外界的信息都可能是错误的，但多数学者认为，

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全能神的人是出生于中国名叫 Yang Xiangbin (杨向彬) 的一名

女子（1973 年生，Dunn 2015a, 2015b）。由于种种原因，全能神教会和法轮功

一起被中国当局极端地定为典型的邪教（xie jiao）（Dunn 2015b, 21-23）。“邪

教”通常被翻译成“evil cult”，但中国人从明代中期以来就一直用“邪教”这个词，

意思是“非正统教义”或“犯罪的宗派”（Ter Haar 1992）。 

中国警方和媒体迫不及待地将这宗命案扣在了全能神教会头上，而这个指控被

国际媒体周而复始地一直转载着。中国媒体提到，作为指控的证据，命案发生后

的第二天，警方声称在主被告张立冬（1959-2015年）（Chen 2014）家中发现

了全能神教会的资料，包括《羔羊展开的书卷》（2014年凤凰卫视）。又过了两

天，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 播出一段采访张立冬的录像。他说他没有工作，

还说因为吴硕艳是“邪灵”才把她杀死。当被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张回答：“全能

神”（中央广播电台 2014）。 

全能神教会坚称，在张家发现的书可能是警察自己放的，但这个问题似乎并不

重要。虽然由于中国的镇压，该教会被迫隐秘运作，不可能统计相关数据，但学

者们和政府本身都同意这个事实：这个教会有数十万成员，发了几百万册书，有

的书甚至留在公共场所，如火车站，让路人自行发现（Dunn 2015b, 151）。 如

此一来，有这本全能神教会的书，很难说明某人就是该教会的一名成员。  

表示邪灵（evil spirit）的中文术语，麦当劳案的凶犯使用了四个：“邪灵”

（evil spirit）、“恶灵”（wicked spirit）、“恶魔”（demon）和“魔鬼”（devil）。

他们显然把这些词当成了彼此的同义词来用，至少从他们接受的采访及庭审声明

中，看不出他们是否区分了不同类别的“邪灵”的不同之处。相比之下，这伙人常

使用的“恶灵”这个术语，在全能神教会大量的文献中从没出现过，他们在分辨邪

灵的存在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则。仅凭第一眼，仅凭她单纯地拒绝把电话号码给

这伙人，吴硕艳就被当作该杀的“邪灵”（或“恶灵”），这无疑和全能神教会的教

义和实行法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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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1日，为麦当劳命案负责的这伙人在山东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与政府相联的中国媒体到处报道涉案被告的声明和自白。由此，一个支持澳大利

亚学者 Emily Dunn 所作结论的情节便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在命案发生时，那些

走进麦当劳餐厅并制造了命案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全能神教会的成员（Dunn 

2015b, 204）。 他们本属于另一个教派，那个教派的成员从未超过30人，但他

们的受关注度恰好与这起命案相关联。虽然 Dunn（2015a）认为在案发时凶犯

与全能神教会不再有关系，但他们曾经是该教会的成员。可我得出的结论却有所

不同，我不相信他们曾是该教会的成员。 

 

一个微宗派的故事： 

 

这个教派中的相关人主要是来自河北省石家庄的张姓一家人，还有一个于

1975年3月8日出生在山东烟台的年轻女人吕迎春。张立冬于1959年10月8日出

生在石家庄，与陈秀娟结成夫妻后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张

帆（1984-2015）出生于1984年10月24日，女儿张航出生于1996年3月1日，

儿子张舵出生于2001年9月12日（王笃若 2014）。 

虽然后来与丈夫不和，而丈夫在婚内又有一个情人张巧联，但作为妻子的陈秀

娟与这个教派的宗教兴趣的最初形成有关。她原是“三赎基督”（又叫门徒会）的

一个信徒，这个教派由季三宝（1940-1997年）于1989年在陕西创建，他曾是

五旬节安息日教派的一名传道人，那个教派也叫真耶稣教会。他把自己描述成

“神的替身”，是“三赎基督”教派的中心 (Dunn 2015a, 35-39)。 

吕迎春在受审时声明： 

“我从小就知道我是神自己，1998年我看到全能神这本书里面有长子时，就认

定自己就是长子了。…… 最后我发现自己就是‘神自己’”（新京报 2014）。 

 “长子”一词是《新约圣经》中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参看希伯来书1：6；启

示录1：5）前面提到的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全能神教会发的，但是可以确定的

是，在那个全能神教会中，除了信徒们称之为全能神的那个人以外，当今地上再

没有别的活神。在21世纪初，吕迎春就在招远开始办了一个学习班，同时在网络

上散布“救世主”的言论。 

张帆也供认，2007年她“在家门口捡到一本‘全能神’的著作，觉得很有道理”。

（新京报 2014）在一次采访中，她说，那本书叫《神隐秘的做功》。这本书可

能是全能神教会出版的《神隐秘的作工》的翻版或盗版，除非她引用错书名。她

确实挺想加入全能神教会，但一直没办法联系到那个组织。她后来声明，“我自

始至终没有接触‘全能神教会’，因为他们非常隐秘，我也找不到”（凤凰卫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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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张帆在网络上关注吕迎春，并发现吕对那些批评她的人回复得“非常精彩”

后，张的信仰就变了（新京报 2014）。 之后她到招远听吕传教。由于对吕的热

衷，她于2009年夏劝她母亲陈秀娟转变信仰，并且通过她，全家人包括她父亲张

立冬、妹妹张航和8岁的弟弟张舵全信了。最后，张家全家人搬去了招远，并租

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一层供家人做布匹生意，另一层供信徒聚会用。 

搬去招远之前，张帆看了一本名叫《七雷发声》的书，这件事发生在她2002

年被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为新生之后，而她2008

年才得以毕业。在招远，她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是内蒙古包头的一对夫妇，名叫李

有旺和范斌，这本书可能吕迎春也看过。那时李姓夫妇尚在狱中，张帆向母亲借

了50,000元人民币寄往包头，以便李有旺、范斌夫妇获释出狱时好从包头搬到

招远跟张家一起住。在一个当时人数只有20-30个信徒的教派中，李有旺、范斌

夫妇被奉为“二见证人”（此名源自启示录11：3-12），而吕迎春和张帆被称为

“长子”。范龙凤也进入了这个教派的核心圈子。2010年，吕迎春开始和张帆住到

一起。 

有些人认为，在启示录10章1至7节中预示大灾难的异象“七雷”一词被引用，

就表明跟全能神教会有关联，但其实后者很明显不是唯一对基督教义中的大灾难

及其征兆感兴趣的教派，而且无论是《七雷发声》一书还是书的作者，在数不胜

数的教会参考文献及网站上都没被提及过。比较保守或保险的结论是，他们经营

的是另一个独立的教派。 

然而在2011年，张帆宣布李有旺是“邪灵”，然后李有旺夫妻便离开了在招远

的这个教派，搬到山东东营。范龙凤也被定为“邪灵”被这个教派开除（Xian and 

Zhang 2014）。随着李姓夫妇的出局，吕迎春和张帆渐渐毫无顾忌地向人透露

她们才是启示录中的“二见证人”，她们俩就是神。不过直到2014年5月，这个小

教派才被完全曝光，为世人所知。 

最后，就像其他中国新兴宗教一样，本案中这个教派的信仰核心是扮演救世主

角色的两个人：吕迎春—张帆。频繁提及启示录，暗示着大灾难时期即将到来。

随着最后的一场正邪之间的对抗，只有那些接受这两名年轻女性“两个身体，一

个灵魂”神性角色的人才会得救（新京报 2014）。吕迎春解释道，我们现在过着

末世的生活，这个事实已经得到证实，如今轻易地，“人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会做

‘撒但’的差役，不会站到神的一边，一旦这样，我们就会在两灵争战的过程中遭

受‘魔鬼’更大的攻击”（新京报 2014）。 

这两人所扮演的“救世主”这个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学会甄别这很重要，在张帆

和吕迎春教派中两人都是全能神，这确实与全能神教会的教义格格不入。在庭审

中，吕迎春明确地说明：“国家把赵维山这个假的‘全能神教会’定位邪教组织，我

们也定他们为‘邪灵’，只有我和张帆，也就是‘众长子’才代表真正的‘全能神教

会’。我和张帆是唯一的真正的‘全能神’的代言人，国家打击处理的是赵维山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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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神’，而不是我们这个‘全能神’，他们是假的‘全能神’，我们才是真正的‘全能

神’”（新京报 2014）。 

张帆补充说：“我目前认为，只有我跟我父亲、弟弟、妹妹、吕迎春、张巧联

是真正的‘全能神’信徒。2010年时，我是全能神的‘长子’。今年5月，因为我获得

从天而来的‘权柄’以杀灭邪灵，成为‘神自己’。‘神自己’，就是说我的本质就是

神。吕迎春的本质也是神”（新京报 2014）。 

一些基督教批评全能神教会的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被告的利益而在庭审时撇

清他们与赵维山那个被禁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中国法庭对那个教会没有好感。然

而，如果他们采用有意识的辩护策略（很可能不是这样），被告方完全可以声称

他们所行的是受“邪恶”的全能神教会的指使，不全是他们的责任，这样的话，或

许对他们所犯的重罪（杀人罪）的判处会轻一些，起码可能不判死刑。 

这个教派只是一个微宗派，而不是中国最大的新兴宗教的一个分教会，这个教

派的信徒人数从未超过30人，且到最后减少至6人。起初，吕迎春和张帆以“牧

人”的身份领导着这个教派，然而在这个教派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张帆证实，“在

全能神组织里，我和吕迎春职务最高，我们都是‘神自己’，我父亲、妹妹、弟

弟、张巧联都属于‘祭司长’”（新京报 2014）。 

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当祭司是不需要资格的，只要相信吕迎春和张帆

是全能神就可以了，甚至是一个13岁的男孩，比如张舵，都可以考虑让他当祭司。

第二，与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相反，在张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微宗派）没有

父权，也没有长幼尊卑。父亲张立冬要服从女儿张帆，对她的命令不能有丝毫质

疑。“神”的要求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秩序。 

 

命案的前一夜：一条狗的悲惨故事 

 

2014年5月20日前后，这两位“神”定张帆的母亲陈秀娟为“邪灵”，将她从教派

中开除并赶出家门。后来，他们告诉张帆的父亲张立冬他和陈秀娟的婚姻已经到

了头，他可以“把他过去的情人张巧联叫来，让他们一起生活”现在，“他们俩才是

夫妻（而不是陈秀娟），吕迎春给他俩起了新灵名，（张立冬）叫亚当，张巧联

叫夏娃”（新京报 2014）。张巧联之前没有固定的信仰，她宣布奉吕迎春和张帆

为全能神后，就被接纳入这个教派，成了一名信徒。 

对于这个教派而言，分辨、谴责和开除“邪灵”变得越来越重要。后一种做法在

中国宗教里是传统的，但是吕迎春和张帆却当自己有权柄可以把自己教派中的成

员定为“邪灵”。他们不是单纯地被告知要离开，很明显，他们的仪式充斥着不断

升级的暴力。 

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插曲，就是张帆的母亲陈秀娟被张家赶出家门，又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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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出那个教派。虽然有人说风凉话，认为此举的动机是为了奖励张帆的父亲张立

冬，让他跟情人张巧联生活而不是跟妻子生活，因为他是两位“神”的忠实支持

者。但是陈秀娟被开除简直是一场悲剧。 

起初，吕迎春和张帆宣布他们“要离地”回天堂了，而他们对此的期望也越来越

大，张帆认定她母亲“是‘恶灵之王’”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对我们是在‘邪灵’做

功，我见面之后就会杀了我妈。知道我妈是‘邪灵’后，我当时很气愤，恨不得她

粉身碎骨。”虽然张帆没有真的对她母亲进行暴力人身攻击，但是暴力的意味很

浓。张帆回忆道：“我家墙上写着‘残杀，虐杀，杀牲口’的字样，就是我……写

的。”（新京报 2014）虽然他们也提到她母亲扬言要杀牲口，但是他们把这些话

写在墙上其实是即将来临的暴力事件的前兆。 

真正的第一个施暴目标是一条叫路易的宠物狗，就在麦当劳命案发生的前一

天，这条狗被认定是“陈秀娟的化身”。张帆说：“在谈话过程中，吕迎春注意到宠

物狗路易朝她龇牙，吕迎春认为这是一种示威和攻击。她从狗的眼睛里看到了陈

秀娟的样子，这只曾经也被陈秀娟养过的狗，成为了‘恶魔’的工具，陈秀娟的化

身。吕迎春指着狗喝道：‘陈秀娟，我认出你来了。’……面对恶魔，‘本应该马上

将它扔掉或者杀死’” (萧辉，等人 2014)。 

有关这条狗的事情本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为期一天的庭审中，面临极有可

能要被判死刑的时候，张立冬的言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这条狗的：“张帆在

沙发的茶几下找到路易，就提着狗的尾巴往外走，把狗摔在门口楼道地上，当时

路易就不会跑了，在地上爬。张帆拿着拖把往狗身上打，把拖把都打断了。打了

一会儿，狗不动了，但张帆说：‘它的尾巴还在动’，我就上前，用脚朝狗的头上

踹，踹了一会儿，它流了很多血，估计死了，就提着它的尾巴，扔到楼外垃圾桶

了”（新京报 2014）。 

张帆觉得这次残忍的杀狗事件有着不同寻常的宗教意义，使她的神性地位得到

了确认：“特别是26号杀狗的那天晚上，我更确定我跟吕迎春就是‘神自己’。从那

天晚上开始，我得到了从天而降‘神’更多的权柄，感觉特别兴奋。我10岁的时候

就有一次感觉我是 ‘神 ’，不过那就是一刹那的念头，以后就忘了”（新京报 

2014）。 

 

麦当劳命案： 

 

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24小时前的杀狗事件居然预示着不幸的女售货员吴硕

艳被杀。既然张立冬对这次杀狗事件血腥的细节进行了描述，那么就值得在这里

引用一下吕迎春的庭审供词，因为正如这个教派认为的那样，这件事有着非凡的

属灵意义：“张航找那女的要，那女的不给她。当时我反应过来，原来一直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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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在攻击我们、吸我们，使我们感觉软弱无力。我们俩都认出她是‘恶灵’，就用

话语诅咒她，她不但不听，反而攻势更强。我们看到在她身上的气，围绕后背和

肚子一圈一圈游走，肚子胀起来，我们的灵感受到她的吸力越来越强，攻击越来

越强，我身上越来越软弱无力。在打斗过程中，我看到张帆一点一点往下坠，好

像有‘恶灵’往下拽她，她使劲喊但喊不出来，只能听见很细的嘶声，我去托她，

她就喊张航，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不动？’后来我看见张帆在踩那女的

头和肩，我也用脚踹那女的腰和屁股。在‘恶魔’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过程中，我和

张帆逐步意识到那个女的必须死，否则‘恶魔’将要吞吃所有人，所以我就告诉张

立冬等人要把那个女的打到没有气息。否则只要她有气息，哪怕她的肉体不动，

‘恶魔’对我们攻击的力量也不会因为她肉体虚弱有丝毫减弱。我对上前阻止我们

的人说，‘谁管谁死’。我们和那女的发生冲突是两灵（神和魔鬼）之间的争战，

别人是看不清、理解不了的，包括警察也理解不了”（新京报 2014）。 

在麦当劳命案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被害人吴硕艳并不是这个教派的敌对

方。在走进麦当劳之前，他们并不认识她。然而她拒绝给电话号码这一举动，却

被视为天大的恶行，触犯了“神自己”，是不可饶恕的罪，宣告着“上帝”和“恶魔”

之间的最后一战已经拉开了帷幕。 

麦当劳命案发生后，中国的公众舆论在道义上被一个事实所激怒、震撼：就餐

者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并阻止这场命案的发生（NancyCNN 2014）。这

个事实被餐厅内的监控摄像头和其他顾客偷拍下来的视频记录下来。行凶者没有

武器，除了张立冬以外，四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完全可能被其他顾客所制

服。也许，他们已经被眼前所发生的惊世骇俗的一幕吓瘫了。 

2014年5月28日，整个教派，包括张立冬、他的女儿张帆和张航、儿子张

舵、他的情人张巧联，还有吕迎春，都去了招远的那家麦当劳餐厅。2014年8月

21日，除了13岁的张舵，其他所有人都被逮捕并接受烟台中级人民法院的审

判。2014年10月11日，张立冬和张帆被判死刑，吕迎春被判终身监禁，张航被

判十年有期徒刑，张巧联被判七年有期徒刑。2015年2月2日，张立冬和张帆被

处决。 

一件明显无法解释的事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烟台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

以及被告在狱中接受采访时。除了张帆的妹妹张航表示自己并不是真心信神且对

整件事的感觉很复杂外（新京报 2014），其他的被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

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逃避严厉的处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命案发生时，虽然张

立冬自称无业、全职事奉他的“神”，但是这个正处黄金年龄的男人曾经富有过 

（中央广播电台 2014）。 

有一种解释，可能是吕迎春和张帆宣布他们很快就要离地回天堂，这也是他们

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被处决只是离开这个星球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设

想，吕也许宁愿跟张帆一起被处死，也不愿被判终身监禁，毕竟他们俩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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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个灵魂”。张立冬在接受采访时边说话边使用的肢体语言，看起来挺像

一个真心信神的人（中央广播电台 2014），也许他只是希望能够跟他那个当神

的女儿在天堂团聚。 

 

结论： 

 

很明显，尽管全能神教会不必为这起命案负责，吕迎春—张帆教派也不是全能

神教会的一部分，但中国政府却利用麦当劳命案加强了其反对全能神教会的行

动。 

全能神教会回应指控时，说中共操纵几个“精神病患者”制造了这起命案，并利

用这起命案为其打击全能神教会（同时还有几个家庭教会）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

理由，“中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全能神教会 2015）。 

一些维权人士也进行了类似的评论。其中，辛树言评论道：“山东招远案发生

后，中共以此为由对全能神教会进行全面镇压，据报道至少有1500多名全能神教

会无辜信徒被抓。中共当局这种运动式执法，乃是对法治的真正破坏。他们为什

么要发动打压‘邪教’运动？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共的意图是掩盖社会危机，转移

舆论视线，将之嫁祸于宗教组织。”（辛2014；相类似的评论参看郭 2014）。虽

然中共的动机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毫无疑问，它确实利用了这起命案为其兴起

一场镇压全能神教会的运动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2017年6月，后者向一些学者透露了一份据称是2014年6月16日电视电话会议

内容的文件，在会上，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又称“中央610办公

室”）的官员们针对全能神教会进行了讨论。他们建议“一方面，要紧紧抓住‘5·28’

这个典型案例，揭批邪教反动本质、欺骗手法和严重危害”，以及进行“大力推进

境外专案”的宣传。鉴于此，从2017年8月19日开始，我数了一下，跟全能神教

会或“东方闪电”有关的不同语种媒体网页，大概有20,000个，这些网页都把全能

神教会跟麦当劳命案联系在一起，可见这种宣传相当成功。我们只希望学者们认

真、努力地研究后，能让我们知道2014年在招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而对这场

悲剧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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