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

亡，消息曝光后，引发网

民反响，称应该放鞭炮、

普天同庆。

网民留言：“凶残的凶

手终于死了。地狱使者会

欢迎你的。”“江鬼下地狱，

邪党跟随去。”

“蛤蟆不在哈。” “终于

死了！普天同庆！今晚上

饭都要多吃两碗。”

中共此时公布江的死

讯颇有玄机。11月15日，

外媒就传出江泽民已死的

消息。目前国内正在爆发

大规模的白纸运动，中共

统治根基遭到前所未有的

冲击。中共此时突然宣布

江泽民死亡的消息，有转

移视线、缓解公众抗争压

力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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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1999年12月9日，江跟俄罗斯

总统叶利钦签订协约，将中国东北

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送给俄罗斯。

江泽民出卖的中国领土总计达

1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多个台

湾。堪称当代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江泽民是中共腐败分子的总后台
江泽民为换取中共官员支持他迫

害法轮功，用了一个“绝招”，只要官

员紧跟他迫害法轮功，他就提拔重用。

江泽民还纵容其子江绵恒一边升

官，一边经商，闷声发大财。江泽民

家族被认为是中共第一贪家族。江泽

民是中共党政军腐败分子的总后台。

现在江泽民死了，江泽民对全中

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

不能随着他的一死了之。

江泽民的罪行必须受到审判。惟

其如此，中国与世界，才能重新在神

的恩典下共享太平。

11月30日，对全中国人民和全世

界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江泽民，在上

海病亡。江泽民，一生做了四件大坏事：

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最大元凶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妒嫉

学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因而动用全部

国家机器，发动对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大迫害。

其中，最邪恶的是大规模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这根本就是魔鬼所为，

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江泽民是祸害人类道德的罪魁
中共之所以迫害法轮功，关键原

因在于：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假、恶、斗、

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

中共迫害法轮功，目的是扑灭正

信。中共不仅在国内颠覆法制，还在

国际社会大搞渗透，导致西方大国对

中共绥靖，“假、恶、斗”得以在全世

界泛滥成灾，严重败坏了全人类道德。

江的死讯有玄机 
网民：普天同庆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文/王友群

江泽民死了
各地抗议四起 上海民众
高喊“共产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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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运动”风起云涌

1、11月26日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警察围堵抗议的市民。

上海复旦大学两位教授和警察对峙，保护学生不被抓捕。

2、超过3个月封控，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10人

死亡，引发乌鲁木齐人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烛光悼念死难者。

3、11月27日，清华大学众多学生抗议，并声明称：“爱校和

爱国不是同意学校和国家的所有措施，而是做正确的事情。”

4、11月27日，成都望平街道民众聚集抗议。一女士质问警察：

为什么要封控我们，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被封控得多惨吗？

5、上海一名抗议男子遭4名警察压制。眼尖的网友发现捂住

男子嘴的警察，其手上的表是昂贵的“劳力士”，价值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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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省市爆发抗争
仅仅3天，从26日到28日，北

京亮马桥，武汉汉正街、长沙雨花

区、成都市望平街、广州海珠桥等

至少有18个省市的民众走上街头

聚集悼念新疆罹难者及抗议。事件

发展之快，几乎令所有人吃惊。它

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却得到了

许许多多中国百姓的参与，不论男

女，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是中产阶

级还是底层百姓，在这个时刻，人

们不约而同地用各种方式发声。

事件在迅速发酵。民众从最初

要求解封这种对人权的最基本诉

求，继而发展到喊出“共产党下台”。

上海市民王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

示，共产党坏事做多了，就怕被老

百姓知道真相。部分老百姓是敢怒

不敢言，部分老百姓是忍无可忍了，

所以一下子爆发了。

推特网友刘刚认为：“如果所

有被封的城市都这样高喊共产党下

台，这共产党肯定就下台了。共产

党看似强大，实则弱不禁风。”

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11月26

日说，“周期性地，中国人民上街

11月24日晚间，乌鲁木齐天

山区住宅楼大火因疫情封控、消防

通道被锁而烧死10人，官方掩盖

真相，说路是通的，他们自己不下

楼。中共这个说法，彻底激怒了被

苦苦封锁了3年的中国百姓，郑州、

乌鲁木齐、广州、上海、北京、重

庆等多地爆发民众上街抗议。

为新疆火灾鸣冤 上海民众
街头高喊“共产党下台”

26日晚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

大批民众聚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

死难者。民众大骂共产党，有人领

头高喊“共产党下台！”“要自由！”

警察起初站立一旁，之后进入

抗议人群抓捕抗议者。截至27日

凌晨，警察大约抓了两车抗议民众，

直至超载。

有网友把六四学生抗争、香港

年轻人抗争和上海市民抗争的照片

做比较，对网友呐喊：“你告诉我，

哪个才是最后？” 网友回应：“消灭

共产党才是最后！”“把共产党赶下

台，把国号也改了吧，不让共产党

死灰复燃！”

各地抗议四起 上海民众高喊“共产党下台”

反对可恨的统治者。这种情况现在

正在发生，因为他们没有了恐惧。”

中共是魔鬼 各地在加速镇压 
资深时事评论员李沐阳提醒，

虽然中国民众为争取自由的抗议完

全是合法的，但事实上我们应意识

到，中共是个魔鬼，即使人们是理

性和平的抗争，中共一样不会容忍。

28日，有知情人透露中共“武

警的悍马车队已经进入上海”了。

推特上有网友的消息，坐满武警的

中共警车从闵行区抵达乌鲁木齐路

后，封锁了附近的路口。

很显然，中共害怕出现更大规

模的抗争运动，担心中国百姓推翻

它的暴政。有消息透露，中共要将

民众抗议污名化为“境外势力煽

动”。这是中共的手段，中共把一

切对它不利的事情都说成是境外势

力鼓动的，以图混淆视听，锅让境

外势力背，帐就算不到他们头上。

民众的和平抗议争自由一定要

坚持，揭露中共，曝光邪恶，在解

体中共的路上，每一位为正义发声

的都是同路人。 大纪元

11 月 26 日晚，上海市民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乌鲁木齐大火中的死难者，同时集会抗议，高呼“共产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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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反问“我什么都没写！”后者

骂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写什么

吗！” 而在中国当下的抗议中，白

纸代表无法自由表达言论的愤怒。

高校抗议此起彼伏
北京大学爆发抗议，网传图片

显示，北京大学家园食堂楼梯附近

的墙壁上，11月26日晚出现红色

涂鸦文字，抗议中共的“动态清零”。

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学生贴出标

语：“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么唯

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在楼道里张

贴“不要核酸要吃饭”“让人民讲

话”“我是中国公民”等白纸，在

操场上集体聚集表达抗议。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重庆大学

的学生哀悼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

复制四通桥的抗议口号。宁波工程

学院，有白纸红字的标语写着：“我

是中国青年，不是境外势力。”

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聚会中，

演讲者也喊出“要民主法治，要表

达自由”。此外，网络也传出了甘

肃政法大学的抗议视频和浙江大学

文化广场的抗议照片等。

新疆火灾引发全国抗议“清零”

浪潮，全国至少100多所高校响应，

市民也纷纷上街抗议，多地高校和

街头喊出政治诉求，包括“共产党

下台”“民主自由”等。

白纸运动 高校学生掀抗议潮
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学

生率先聚集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

者，并举白纸喊出“人民万岁，逝

者安息”。该校校长到场恫吓学生：

“总有一天要为自己今天所做的一

切付出代价。”瞬间引爆学生怒火，

学生回呛：“你也要为你所做的付出

代价，这个国家也要付出代价！”

推特27日传出的视频，有数

百名甚至上千名清华大学生在校内

紫荆园前聚集，大学生们举着白纸

进行抗议。清华学生们集体高喊“民

主法治，表达自由”。其中一名女

学生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

捕，所以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

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

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举白纸”抗议源自一个著名

的苏联政治笑话：一个人在莫斯科

广场上高举白纸，警察要将其逮捕，

高校抗议 声援白纸革命

大纪元

中共教育部27日召开各大高

校党委书记与校长紧急会议，商讨

如何应对此轮学潮，清华大学传出

提前让学生放寒假回家的消息。

此次由新疆大火而引发的高校

学生抗议和各地民众游行，被称为

自六四以来中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

民间反共运动。人们越来越认清中

共迫害百姓、愚民百姓的邪恶本质。

面对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共一

点办法都没有，暴力镇压只能加速

它的灭亡。民众的抗争不会停止，

无论中共怎样挣扎，都逃不脱灭亡

的下场。有识之士要早日“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彻底抛弃中

共恶党，让我们在这历史的重要时

刻都站在正义的一方。

国
百

中
逾

2022年11月24日，一位

身背超人背包的男子在重庆某

小区门口怒骂中共防疫政策，谴

责当局一错再错。期间，他金句

频出，并喊出“不自由毋宁死”

口号，围观人群热烈响应，称其

为“大英雄”。

“超人哥”说：“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

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

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为什

么？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

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他们只能

错下去。”

视频最后显示，一群警察依

然要控制“超人哥”，但周边民

众围上来“救”他，警察与民众

混在一起，“超人哥”大喊，“帮

我一下，帮我一下……”最终，

他被大家拽回来，成功解困，周

围民众热烈欢呼。

重庆超人哥一语惊人
警察抓捕 民众救回

大纪元

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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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好后悔当时没有支援。”“我

们惭愧。我当时也不明白，被蒙蔽了，

跟着骂。是2019年以后我才不断

明白和反省，知道失去了什么，现

在看着上海青年真的感同身受了。”

还有人表示：“我三年前还觉得

他们有毛病，那个时候还没醒悟，

真要向他们道歉，争夺自己的权利

是最勇敢的事情。想想以前的自己

真的好傻，那个时候还不翻墙，没

有看见多元化的世界，被洗脑了。”

香港及国际社会声援大陆
民众的“白纸运动”

2019年香港200万人发起反

对中共在香港搞的《送中逃犯条例》

抗议游行，抗议持续大半年，遭到

中共残酷镇压。

中共派遣军警特在香港大肆搞

恐怖活动，不仅诸多香港青年在游

行现场被中共拘捕，更多的香港年

中国大陆爆发反抗中共“清零”

暴政的“白纸运动”，许多觉醒的小

粉红纷纷发帖，为当年攻击香港“反

送中”运动抗议者道歉。

“后悔当年没撑你们”
11月27日，即中国“白纸运

动”爆发的第二天，一名IP地址显

示为英国的网友在微博发文，写下

自己的忏悔。2019年香港“反送中”

运动爆发时，她在香港参加SAT考

试，曾经大骂香港人，说他们“吃

饱了撑的”，耽误了她的考试。如今，

她才明白，是自己跪了太久，“看到

人该怎么活着的时候都觉得刺眼。”

博文继续写道：“我看了看我眼

下所处的沼泽，我承认这是我的代

价，这是我曾经心安理得做猪，曾

经的无知，曾经对同民族人的遭遇

的冷漠付出的代价。”

有网友说：“想想香港之前经历

“白纸运动”唤醒小粉红 向香港道歉
轻人被中共从高楼推下、抛尸，以

及酷刑折磨致死后扔到海水里。中

共在国内大肆歪曲香港的抗议者为

“港独”“愤青”“黑暴”和“恐怖分子”。

11月26日～28日，大陆逾百

所高校学生和多座城市的市民发起

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活动，

遭遇警察的暴力清场。许多市民，

包括女性，被公安抓捕和毒打，其

恐怖场景与中共镇压香港“反送中”

运动颇为相似。

11月28日晚，香港学生在香

港中文大学校园内点燃蜡烛，声援

大陆人民的“白纸革命”。同时，东京、

纽约、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许多华

人和中国留学生汇聚在广场或中领

馆面前声援国内民众的白纸运动。

学者分析，无论中共如何打压，

大陆民众公开抗暴争取自由的民主

运动将由此拉开帷幕，也预示着中

共将离末日更近一步。

大纪元

新唐人

1

2

中共政法委释放
镇压信号
民众为自由持续抗争

据新华社报导，中央政法委书

记陈文清11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

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传达中共决

策，“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

透破坏活动，坚决依法打击扰乱社

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兼任政法委副书记的中共公安

部长王小洪、兼任政法委委员的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

察院院长张军也出席会议，公检法

负责人到齐，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对

“白纸运动”的表态与定性。

在上海地铁，民警进入车厢检

面对恐怖，小女儿用手捂住父亲的嘴。

查每一位乘客的手机。多位上海市

民表示：“手机里面的翻墙软件、国

外的App，看到一个，卸掉一个。”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道路两侧已经

被长长的隔离挡板围住。中共出动

大批警力和安保人员强行检查行人

手机，要求他们删除在示威地点拍

摄的影片或照片。拒绝删除的人，

则被警方带走拘留，据传已有两人

被带走。

上海安福路口，一名男子手举

鲜花过马路，并告诉周围的民众“胆

子要大一点”，就被警察粗暴抓走。

在“鲜花哥”被带走的那一刻，旁

边呐喊的人群里有一位背着女孩的

父亲，试图上前去求情，而惊恐的

小女孩一把捂住了爸爸的嘴巴，爸

爸眼含热泪。这心酸的一幕在网上

流传，网友纷纷评论：“现在的言论

自由，已经到了小孩捂住大人嘴巴

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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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官媒称前中共中

央总书记江泽民因病在上海去世。

1989年，江泽民踏着“六四”

学生的鲜血，从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的位子登上了中共权力的

最高峰，随后任中共总书记、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对法轮功残酷镇压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一

意孤行，设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中央“610”小组及“610办公室”。

这一非法机构直接归江泽民和中共

政法委管辖，凌驾于中共的法律之

上，其任务是专门策划和驱动对法

轮功的大规模镇压。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

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下令对法

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灭绝政策。

江泽民邪恶集团还在2001年

1月23日，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

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以达

到煽动仇恨、继续迫害的目的。

千古罪人 迫害元凶江泽民必遭清算

明慧网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这场

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无数法轮功学

员被非法绑架、关进精神病院、洗

脑班、劳教所和监狱，甚至被迫害

致死，还发生这个星球上从未出现

的邪恶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

器官，从中牟取暴利。

为了维持这场迫害，江泽民集

团动用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

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期，动用相当于

四分之三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把

中国经济带入深重危机中，同时也

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以及原有脆弱

的法制体系。

江泽民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盖棺定论 千古罪人

江泽民不仅背负着镇压“六四”

的罪责，更因镇压法轮功，在国际

50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中被起

诉。罪名是“反人类罪”、“群体灭

绝罪”和“酷刑罪”等。

中共在2015年推出“有案必

立”政策，21万法轮功学员实名

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刑事

控告状，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

滔天大罪。作为当今中共最黑恶势

力的总代表，江泽民已被钉在历史

的耻辱柱上了，是真正的千古罪人。

自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的这

23年来，中国大陆和海外法轮功

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

真相资料遍地开花，使许多中国人

认清中共邪恶本质，选择善良，远

离这个邪恶的政权。截至今天（12

月1日）已经有405,469,170 中

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中共在镇压人民中把自己搞垮

了，如今，中共已经尽失民心。中

共邪教的总头目江泽民已死，中共

的末日也不会远了，还未“三退”

的中国人要赶紧“三退”，别为中

共的罪恶背锅。

左：江泽民在开会时抠鼻；右：1996年江泽民访问西班牙时，在国王面前梳头。

大纪元

“三退”保平安

中共建政后，不断发动政治运

动——肃反、土改、反右、文革、

六四、迫害法轮功，8000万中国

人非正常死亡，共产党已罪恶滔天。

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上天要

灭中共。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那

些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它、为它奋

斗终生的党、团、队员们，就会成

为它的陪葬品。这就像一个人得肝

癌死了，尽管其他器官都还是好的，

但也是这个人整体的一部分，都

要一同腐烂、被埋葬。

许多人声明“三退”的一个

原因，是出于良知和道义的选

择：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华夏

儿女，不愿做马列子孙。

三退很简单，用翻墙软件登

录退党网站：santui.tuidang.org，

声明“三退”。用小名、化名退

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

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

的是人心。 

平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