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6日上午，江泽

民追悼大会在北京大会堂

举行，全国停止公共娱乐

一天。网民一片抱怨声：“死

都死了，全民放假一天不

好吗？”“晦气晦气啊，临

死还要折腾最后一次。”也

有网友嘲讽：“红绿灯应该

把红灯给关了，这样喜庆

的颜色不能在这个悲痛的

日子出现。”

江泽民死讯公布之时，

正值中国爆发“白纸革命”，

饱受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之

苦的中国民众，愤怒地走

上街头抗议，要求停止封

控，高喊“共产党下台！”

中共此时抛出国葬，意在

转移世界对大陆“白纸革

命”的视线，防中共突然

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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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亲自下令
冤判国家功臣和军人

“共产党下台应成为
我们谈论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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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水分，而是硕鼠——你没发芽之

前可能把你生吞活吃了，你结出了果

实它会来抢夺果实，还说那些果实本

来就属于它的。

江泽民时代，多少家庭被强拆了？

多少儿童被毒疫苗致残致死了？钉子

户上访、毒疫苗受害儿童父母上访，

多少人能讨回公道？地沟油、毒大米、

毒奶粉、雾霾、沙尘暴、森林沙化、

水资源枯竭，为了追求GDP而提前半

个世纪将子孙后代的资源用尽，这些

岁月静好背后的代价，不都是江泽民

和中共互为利用的结果吗？

习近平时期，疫情清零让中国经

济倒退，让民众失去自由，让你受苦，

那种运动式清零本身正是中共的看家

本事。习近平在手段上加了高科技，

骨子里都是中共人整人那套思想。而

且习近平上台，也是江泽民的意愿和

支持，二人交易不断。共产党内部就

是个最大的黑社会，你说谁在里面是

好的？不沾人民的鲜血？放弃幻想吧。

中共就是中共，毒蛇褪了皮还是

毒蛇，认清中共的本质，才不会对任

何中共党魁抱有幻想，更不会在天灭

中共时成为中共的陪葬。

江泽民死了，有人因为近两三年

在疫情清零中的切身感受，忽然觉得

原来习近平最可恶，江泽民毕竟让自

己生活好转了。这其实是一种墙内最

容易有的幻觉，也是中共常年洗脑造

成的。

是谁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好了？
谁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好了？是

老百姓自己。中国老百姓吃苦耐劳，

在任何自由社会、任何年代都应该能

过上像样的日子，为什么在中国就不

行？是因为共产党在所有的层面、所

有的时期压榨中国人，剥夺中国人的

基本人权。

中国人被迫养肥了共产党，共产

党还给中国人洗脑，让中国人感恩共

产党。

党魁都代表着中共的利益
江泽民当政时期，中共吃肉你喝

汤，并不是中共为了让你喝汤你才喝

上，而是中国老百姓自己自带的福德。

就象一棵饱满的树种，遇到合适的土

壤、阳光、水分，它自己就会发芽，生根，

成长。中共不是土壤，不是阳光，也

停娱一天惹民怨
死了还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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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是“无产阶级
革命家”？网友笑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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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早年任职于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高

盛公司。这一套路，符合中共权贵

子女倍受诟病的特权和腐败套路。

江泽民主政期间，江派权贵家

族纷纷进入金融、能源、国内安全、

电信、媒体等商业领域，扮演着呼

风唤雨角色，大发横财。

2010年9月28日，年仅24岁

的江志成在香港成立博裕资本有限

公司，从事私募投资业务，股东却

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等注册多家空

壳公司。

博裕资本2011年投资日上免

税行40%股份并控股。当时日上

免税行年度营收约为6.7亿美元。

博裕资本借此在三年时间里赚了三

倍。博裕资本还从央企——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及阿

里巴巴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

中赚得盆满钵满。

江志成投资的都是中国最能赚

钱的企业，如阿里巴巴、蚂蚁集团、

滴滴出行、腾讯、药明生物、信达

资产、郎酒集团、居然之家、旷视

科技、百度的爱奇艺、中银的消费

金融等。江志成的快捷赚钱手法被

概括为“六字诀”：圈钱、套现、走人。

中共在官方讣告中称江泽民为

“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称号在海

外社交媒体成为疯转的笑话。

“腐败总教练”江泽民
12月2日被网友疯转的一则推

特帖文写道：“（转）江志成，1986

年出生，持美国绿卡，他是江绵恒

之子，江泽民之孙，坐拥超5000

亿美元资产！一个国内月收入

3000元的普通工人，得连续为老

板打工干一亿一千万年！才赚那么

多，还得不吃不喝！而他才30多岁，

牛啊！！5000亿美元，中共他这

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吗？”

江泽民在民间被称为“腐败总

教练”，有“闷声发大财”的“名言”。

江家被称为“天下第一贪”。

2018年，海外华人富豪郭文

贵爆料称，江泽民家族是世界首富，

其家族控制的资产高达5,000亿美

金（约4万亿人民币），资产由江

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

有推特网友评论道：“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这个就是典型的境外

势力！”

“无产阶级革命家？富甲天下，

真就是革了无产阶级的命！”

针对大陆网站全变黑白悼江，

推特网友贝黎虹说：“如果人人生

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

大巴车上的人，大火里的人，风雪

中的人，（那些清零政策的受难者）

都值得让所有平台变成黑白色。”

江志成怎样“闷声大发财”
据公开信息显示，江泽民之孙

江志成出生于1986年1月22日，

本科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

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历。

江泽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网友笑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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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裕资本投资的人工智能公司旷视

科技，后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

有消息指，江志成也在海航集

团间接持有股权，海航被指是中共

高层领导人的一个集体的小金库，

去年被宣布破产重组。

贪腐治国
江泽民以“贪腐治国”，108

名亿元贪官“前腐后继”， 中共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党。日前

据旅居海外的前北大法学家袁红冰

透露，被中纪委登记在册的江泽民

家族和其爪牙共13000多人，他

们贪腐来的财富可达中国一年的

GDP总值。

今天中共治下的贪腐，不仅根

植于官场而且也深入民心了，家长

为了孩子在幼儿园不遭受不公平对

待而不得不向老师微信发红包。全

社会的同质同腐的社会生态是江泽

民的“原创”。

江泽民丑事干尽，腐败鄙俗，

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

审判必将清算其罪行，正义可能会

迟到，但它不会缺席。江的死亡，

正加速着中共的瓦解。 大纪元



动作，能快速提升道德，达到身心

健康。在高等院校里学炼法轮功的

人数众多，湖南国防科大也不例外。

1998年下半年李志刚走入了修炼。

修炼不到一个月后，李志刚的

肩周炎、消化系统的疾病不翼而飞。

他曾一天抽两包烟，一顿可喝8两

白酒，这些不良习惯也远离了他。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对

法轮功发动灭绝性的迫害。正在读

博士的李志刚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

迫害。2003年1月，李志刚被非

法逮捕，在北京军队监狱看守所被

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

据明慧网报导，2003年8月，

江泽民窜到国防科大，听到关于李

志刚的情况后，江立即表示出资

100万元，限期“拿下”李志刚（迫

使他放弃修炼）。

随后，北京军事检察院开始对

李志刚昼夜拷问、血腥折磨。身高

1.86米的李志刚被关进特制的铁

笼子里，站不起、蹲不下，被折磨

得骨瘦如柴。

2003年9月，李志刚被北京

军事法院非法判刑5年，从北京移

送到湖南郴州军事监狱关押迫害。

2022年11月30日，中共官

媒报导，江泽民在上海死亡，但其

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仍持续至今。

国家二等功臣于长新被非法
重判17年

于长新是中国空军第一代试飞

员、国家二等功臣、空军指挥学

院高级教官，副军级，著名教授。

1992年6月，他和妻子为祛病健

身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他的身

体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1999年7月1日，单位保卫

处与干休所两个人将于长新从家中

骗走。总政和空军组成了一个20

多人的专案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用诱骗、威逼等卑劣手段，且不准

许他睡觉，给他身心造成很大伤害。

海外明慧网从国内知情人获

悉，江泽民下令逮捕于长新，又指

令重判21年。法庭无奈于2000年

1月6日，判于长新17年徒刑。他

当时已76岁，被关进军队监狱。

于长新的老伴姜昌凤，毕业于

北京农业大学，退休干部。在丈夫

被判刑后，她被赶出空军指挥学院

宿舍区的家。2001年，她因参与

印刷法轮功真相材料被绑架，非法

重判10年，当时姜昌凤已近古稀，

被关进北京女子监狱。

江泽民斥百万巨资要“拿下”
李志刚

李志刚，长沙人，上世纪80

年代，他以长沙市东区理科第二名

的成绩考上国防科大，毕业后成为

银河计算机研究项目的技术人员。

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吉林

长春传出法轮功，人们遵循“真、

善、忍”原则修炼，加上五套炼功

江泽民亲自下令冤判国家功臣和军人

大纪元

在郴州军事监狱，他两次被关

进不足两平米的露天“小号”。冬

天，被剥去棉衣挨冻；夏天，被蚊

虫叮咬，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2005年6月，李志刚被国防科技

大非法开除军籍。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行
江泽民通过“610”特务系统，

内部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白

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

火化”的灭绝政策。

为把法轮功污名化，江泽民掌

控舆论宣传工具，安插自己的人马

主宰重要的宣传部门，如中央电视

台副台长李东生参与导演“天安门

自焚伪案”，栽赃嫁祸法轮功。

更甚者，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大陆器官移植数目暴增。2006年，

薄熙来亲口承认“江泽民下达了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

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已在全球

18个国家被控告，其反人类罪行

被来自37个国家的近400万人举

报。江魔头虽死，但人们持续追究

其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责不

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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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国家二等功臣于长新被非法重判17年；右：原国防科大博士生李志刚。



永无停歇，实在恐怖至极！”

血债累累的江惧怕死亡
江泽民是因1989年踩着“六四”

人士的鲜血而得到中共赏识才上位

的。1990年，江泽民刚上台不久，

在北京举行现场直播的中外记者会

上，一位外国女记者问江泽民：“听

说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一个女大学

生被逮捕后，被押到四川省的一个

劳改农场。在那里，她被几个男警

察给轮奸了。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

件事的？”江回答说：“这个女大学

生是个暴徒。她（被轮奸）是罪有

应得！”江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震

惊了全世界。

江泽民非常怕死，因为死后他

要面对无间地狱的无休止的酷刑。

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首

例SARS感染病例后，中共高层有

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向民

众公布，让民众有知情权并做好防

护。而江泽民扬言道：“以稳定求繁

荣，不惜死200万。”

江泽民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

更害怕死后下地狱。

2001年香港杂志释放消息说，

江泽民自知作恶多端，血债累累，

难逃惩罚，开始求地藏菩萨保祐。

他的妻子王冶坪从北京的一位包姓

居士家里借了一部《地藏经》，江诚

惶诚恐地在家亲笔抄了一遍。

迫害好人 梦无间地狱受刑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秘，

早在2003年，比利时、西班牙等

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

江泽民极度惶恐，私下派代表与海

外法轮功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

但江泽民不是真的悔过认罪，而是

想把责任推卸到执行政策的人身上，

效法文革后杀一批警察以平民愤的

手段，妄图以杀掉一批610干部、

警察和监狱干警来换取法轮功及正

义人士的不起诉。江泽民为自己洗

罪的阴谋被法轮功群体拒绝。

海外中文媒体曾报导，2004年

6月5日8点半左右，江泽民一行人

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向地

藏菩萨进香。江在前一天6月4日

做了一个梦，恐怖至极，梦见自己

在无间地狱里受酷刑。

旃檀林寺描述罪人下到无间地

狱里面后，“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

钉入人的百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

会有火出生，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

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有常在刀

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即时全身

骨头支节断坏裂碎……循环往返、

江泽民死前最害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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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共内部传达了江的命

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SARS，当

地官员就地免职。当SARS攻到北

京时，胆小如鼠的江泽民立即带着

全家老小躲到了上海，又逃到辽宁

和山东。

期间，很多人对江泽民和中共

掩盖SARS真相和自顾逃命的丑态

非常不满，301医院的抗疫英雄蒋

彦永很快被江泽民噤声，北大的学

生在互联网上严厉批评江泽民：“跑

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江泽民

罔顾民众生命，命令军队“封村”，

不让人跑出去，违者开枪射杀。因

封锁而导致交叉感染的人数难以统

计，感染者死后尸体直接由公安和

军队火化销毁。据悉，截至2003

年6月底，单东北地区就有10000

人死亡。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已

经持续了23年，亿万民众被打压，

数十万人被投入监狱，几百万人被

投入劳教所和洗脑班，被公安拘留

和骚扰过的人更是无计其数。被迫

害的法轮功学员还饱受了各种难以

述说的酷刑。

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针对长春法轮功学员揭露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插播事件，江泽

民亲口说要“杀无赦”。江还亲自暗

中通过610办公室嘉奖臭名昭著的

马三家劳教所，拨专款建立“马三

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而就在这个

基地里面发生了将18名女法轮功学

员投入男牢任人性侵的罪恶行径。

江泽民的罪恶罄竹难书，所犯

下的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必

将永坠地狱，万劫不复。希望还在

参与迫害的中共警察和官员们，为

了自己的未来赶紧收手。 明慧网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santui.tuidang.org，声明“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江泽民在人大会议上紧盯女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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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摘录几则发表在全球退党

服务中心网站的退党小故事。

祖上被中共迫害
爱新觉罗家族后裔三退
我叫金启德，我是满族人，祖

上是爱新觉罗家族，我的曾祖父是

前清王爷爱新觉罗 · 哲哲布隆。老

人家虽然贵为王爷，但一直乐善好

施、慈眉善目，在民国时远离政治，

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根本不是中

共宣传的那种恶霸地主的形象。

中共建政后，我的家族被赶出

王爷府，房子给了中共国的狗官居

住。老王爷流落街头，甚至要去旅

馆居住。我们家在反右和文革时自

然也遭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迫

害，我的曾祖父哲哲布隆王爷被红

卫兵小人用戟霸矛撅死，我的八叔

被下放到葫芦岛劳动改造，造反派

把他按到厕所里吃粑粑……往事不

堪回首，想起来都是泪啊！

这些都是听家族长辈说的，我

也目睹了中共的种种暴政，习近平

的变态清零政策我已经无法忍受，

中共对维吾尔族同胞的迫害更是让

身为少数民族的我义愤填膺！

共产党邪魔的罪行罄竹难书，

“共产党下台应成为我们谈论关注的话题”
我今天在这里亲自声明退出中共组

织！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共产党下台应成为我们
谈论关注的话题”

11月28日，兴旺等168人集

体三退，声明中写道：上海市民在

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的集会上

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

是1949年以来，在大陆公开场合

第一次集体喊出这样的口号。这句

话喊出了中国人的心声，所以它不

应该只在上海被喊出，而是应该响

彻中国的每个城市和乡村。

共产党这个外来的马列主义邪

党已经欺骗、毒害、压榨、奴役我

们中国人太久了。共产党下台应该

成为每个中国人谈论关注的话题。

我们声明退出中共这个祸国殃

民的黑帮恶党，中国人能够做好中

国的事，不需要这个外来邪党。

“铁拳砸到身上才感到痛”
“毁灭中共人人有责”
化名“红十字”说：曾经的我

们为共产党拍手叫好，认为香港全

是黑暴，台湾都是台独，全世界都

想害我们。政府把我们蒙蔽得如此

完美，以至于我们至今才如梦初醒。

最近的大游行让我惊觉自己的

迟钝。铁拳砸到身上才感到痛，实

在是太迟了。我愿意为所有香港台

湾的抗争与追求独立者道歉，是

我没理解你们的诉求。另外，我也

号召全中国所有人一起退出邪恶组

织，毁灭中共人人有责！

如今，三退大潮声势浩大，三

退能使我们从精神上祛除对中共暴

政的恐惧，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

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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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天安门
“自焚”真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
部；图 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
手护头，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
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图 4、一
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
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1 2

43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
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试验表明，用火烧雪碧瓶，5秒雪
碧瓶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
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真 
相

1

 法轮大法在长春
https://github.com/
yntd/changchunzx 



原来，几年前，她与老公去马

来西亚游玩，回来时，买的正是

马航飞机失事的那个航班（马航

MH370号班机）的机票。

可是，临上飞机时（2014年

3月8日），她老公忽然头疼得不行，

好像感冒的症状。因为他们正想去

北京看望一下在京的亲属，一想感

冒了不方便，于是就改乘了下一班

飞机。

没想到，他们刚下飞机，电话

就被打爆了！因为亲属们都知道他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

航空由吉隆坡前往北京的MH370

号班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机

上共载有239人，当中大部份乘客

为中国公民。

该班机原定计划于北京时间6：

30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但起飞后

不足一小时便与大马梳邦空管中心

失去联系，飞机失踪。10个月后，

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

正式确认航班失事，并认定机上

239人由失踪改为全数罹难。

出人意料的是，晓历的同学夫

妇俩却神奇地躲过了这一劫，下面

是晓历讲述的同学的惊险遭遇：

最近在一次旅游途中，我偶然

遇到了一位中学同学，同学在机关

单位工作，我们已有好几年没有见

面了。见面后，她异常地激动，拉

住我的手就说，太感谢你了，你救

了我们全家！

我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紧接着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讲

述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

三退获福 惊险逃过马航飞机失事一劫

们原来的航班，他们还不知道咋回

事呢，感到很奇怪。机场人员告诉

他们，你们乘坐的前一个航班失事

了，下落不明……他们顿时吓出了

一身冷汗。

十多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我帮她做了三退，三退保平安，并

且告诉她给老公也做了三退。

同学握着我的手，万分感慨地

说，你是救了我！我说：“不是，你

应该感谢我师父，感谢法轮大法，

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

6 见证 2022年12月9日

明慧网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chinese.
learnfalungong.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自
由
门
电
脑
版

自
由
门
安
卓
版

有一次，我在商场门口遇到一

位80多岁的老人，我俩聊起来。

我从法轮功真相聊到共产党的腐

败，他说他退休前是邻市的公安局

长，文化大革命也被打压过，知道

公安机构内部的黑暗，他曾暗中保

护过一位大法弟子。我说共产党如

今已成明日黄花，我劝他退出中共。

但是他心里有心结，不愿退出。

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得

知他生病在家，我们去看望他。我

跟他说：我和你有缘，看你这么有

善心，共产党在历史上干了那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终归要遭天谴的，

你是它的一份子，你赶紧退出来，

不与它为伍了，三退了不就保平安

了吗？这回他终于同意三退了。

他心情非常好，贴近我的耳朵

说：你们肯定需要钱的。他想赞助

一笔钱。我说，我们修炼人不求名

不求报，你的心意神佛会知道的。

他很感动，我教他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很相信，

诚心敬念。这几年来，他身体很好，

精神也很好。

退休公安局长
想赞助法轮功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