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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與 中 共 惡 貫 滿 盈  告 別 中 共 獲 新 生

江澤民的政治標籤是“三個

代表”，然而他真正能代表的

只有中共。他的一生就是中共

的縮影，他的罪惡並不因其肉

體的覆滅而停止。中共為了自

身的統治需要，使得這些罪惡

必定被掩蓋和延續。江澤民的

暴虐完全依靠中共這部專制機

器，而中共也借江澤民來維持

其統治。

江澤民在位期間所做的惡

事，給中國帶來很多災難，把

共產黨徹底毀掉。現今共產黨

領導人如想維繫共產黨的話，

他們只能沿續江的路線，最後

會造成他們給共產黨陪葬。

中國人受夠了江和中共的欺

壓，早已認清中共根本不會改

變，如今，江死亡消息廣傳中

國，中國人如何面對，又該如

何自救呢？

隨江參與迫害者趕緊懺悔補過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成

智亦指出，「就算江澤民死了

離開人世，都洗刷不了它屠殺

人民的罪行，它離開人世並不

代表這件事就平息了。」江的

滅亡使得依仗他的權勢無法無

天的官員，一下子像失去了後

盾，面對犯下的滔天罪行，他

們現在心生恐懼。

對於協同江魔頭參與罪惡者

來說，若要挽救他們自己的歷

史名聲或者洗刷自己過去在共

產黨內的那些罪過。他們現在

只能拋棄江澤民的路線，全面

的否定江澤民，然後全面的拋

棄共產黨，與中共劃清界限退

出中共，洗刷自己的恥辱，不

再配合中共迫害民眾，懺悔抵

罪、補過，否則下場將跟江一

樣，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死

後都要永遠償還其罪惡。

不做陪葬品 三退保命

普通的老百姓呢？騎在人

民頭上的大魔頭死了豈不是快

事？但是有些民眾也加入過中

共組織，對著血旗發誓，把終

身獻給中共，大都不是自願

的，那麼今天不退更待何時？

以前被江欺負，難道江死了都

要大家跟著去陪葬？趕快退出

中共，保住自己性命！

江澤民死訊傳出后，中國人

奔走相告，喜形于色，網友形

容“外面鞭炮聲一片，舉國相

慶”，許多網友翻牆破網，越

洋電詢，帶着期待的心情競相

確認江死了沒有。江的死引起

民眾如此歡欣鼓舞，表達出民

間對江的鄙視，厭惡和痛恨，

說明江實在不得人心。

江氏欺世盜名賣國 難逃歷
史審判

縱觀江澤民簡歷，他以漢

奸長子冒充烈士遺孤，親身實

踐共產黨的“騙”字訣；支持

屠殺學生，鎮壓民運和信仰人

士，親身實踐共產黨的“殺”

字訣；中共曾作為共產國際遠

東支部處處聽命于蘇聯，江澤

民則無償獻上土地，親身實踐

共產黨的“賣”字訣。22年以

來，江澤民對中國人民犯下的

罪惡罄竹難書。即便江死了，

而他的罪行並未終止。

迫害法輪功 江氏遭三十多
國起訴

江澤民集團與中共相互利用

下發動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

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

斷、肉體上消滅”和打死白

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等滅絕政策。

江澤民在至少三十多個國家

以群體滅絕罪，酷刑罪，反人

類罪被起訴和判決，被稱為21

世紀最大的國際人權訴訟案。

近年來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而被起訴的中共三十高官為:羅

幹、曾慶紅、李嵐清、劉淇、

薄熙來等人。被指控的罪名

有：酷刑罪、反人類罪、群體

滅絕罪、參與謀殺、酷刑和綁

架罪、誹謗罪、煽動屠殺和迫

害罪等。他們一旦出國，就可

能面臨被法庭繩之以法或被驅

除出境，甚至包括他們的家屬

也會成為不受歡迎人。

江氏難逃正義審判

全球“訴江案”律師團發言

人朱婉琪呼籲，中共應立刻停

止迫害法輪功，同時必須將追

隨江迫害的餘黨餘孽立刻逮捕

受審。《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

組織》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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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的罪惡罄竹難書，

無論人世間的江澤民是死活

還，這個與中華民族為敵的巨

惡頑兇在有良知的中國人心

中早就被判了死刑。善惡有報

是天理，多行不義必自斃！法

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一個

做惡多端者都無法逃脫人民的

審判！正義的審判！歷史的審

判！上天的審判！

中共30位官員被起訴的名稱和
地點一覽表參考網站:http://
epochweekly.com/b5/083/5111.htm

覺醒的中國人 選擇光明未來

認清江澤民的罪惡，認清

中共的罪惡，是中國人從麻木

中、從絕望中甦醒的開始。放

鞭炮驅邪、慶祝華夏民族死敵

的終結的中國人，是覺醒的中

國人，因為他們的心中還有著

希望：他們堅信，江澤民的罪

惡終將結束，共產黨的罪惡終

將被清算，中國人終將迎來光

明。他們會把希望帶給更多的

中國人。

江難逃人民、法律、歷史的審判

突破網絡封鎖上動態網 了解更多真相

使破網軟件索取信箱

用海外信箱發信(主題不可空白)到以

下郵址約十分鐘可收到下載點

索取自由門 freeget.one@gmail.com

索取逍遙遊 freeget.two@gmail.com

破網IP索取信箱

給freeget.ip@gmail.com發電子郵件

(標題不可空白)索取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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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帳號dongtaiwang.com 提

供隨時更新動態網IP位址和下載

自由門最新軟體服務 (官網下載

http://download.skype.com/

SkypeSetupFull.exe)

MSN給yugu797@hotmail.com或雅虎

通給dynet_001@yahoo.com發短信可

收到IP，10分鐘內勿重複。

中國人何去何從

江XX

江澤民死訊引發各界反響
真相特刊

歡迎瀏覽相關網站

大紀元： www.epochtimes.
com/gb/ncnews.htm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http://tuidang.net/

中共延宕否認江死訊

對于“江澤民死訊”，北京當局

一直保持沉默，至7日中午中共新華

社突然打破沉默只發簡短英文電訊聲

明，指江澤民死訊純屬謠言。

有心水清人士指出，北京官方的闢

謠聲明，一是完全沒有提到江澤民的

健康情況，二是聲明出現的時間，與

“死訊”報道發表相隔近18小時。

據外國通訊社和一些媒體報道，在

亞視的“江澤民死訊”報道出街之

后，他們曾向外交部等查詢，都不

得要領。在外界紛紛報道江澤民的

死訊，北京當局在18小時后才發佈

消息澄清，在正常運作的國家或社

會，這是匪夷所思的延宕。

江生死牽動政局

有瞭解中國政情的人士指出，中共領

導人的健康和生死向來不是個人問題，非

由個人或親屬決定，一切聽從黨中央的安

排。《中國事務》主編伍凡說：“我想可

能是黨內鬥爭還擺不平，第一，如何評價

江澤民；第二，江澤民在黨內的勢力該如

何安排，他在黨政軍內有很多勢力。”

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指出，江澤

民的生死關係到團派和江派太子黨的權力

爭鬥，他一旦死去，其他領導人可能會做

一些大的動作，來表示一種新的對抗，對

十八大的人事佈局肯定會有影響。

港亞視搶先播報江死訊  全球媒體熱報

《BBC》英文報道，

中共當局目前封鎖有

關 江 澤 民 的 信 息 來

源，但是審查卻促使人們創作更有創意的

帖子繞過封鎖和審查。《美聯社》報道，

如果用關鍵詞“江澤民”，“江”進行檢

索，顯示出來的結果是“非法的”，中國

網絡如同貓和老鼠的遊戲，凸顯了中國共

產黨領導權的機密性。《華爾街日報》

說，中共封鎖互聯網，引發人們對江澤民

狀況的更大猜測。

加拿大通訊社:中共網絡審查人員刪除任

何有關江澤民的博客文章，包括外媒報道

和其他消息來源。大西洋網站指出，各大

媒體都在討論江澤民可能已死的傳聞，連

在網絡上輸入“大江大河”都會被屏蔽。

香港平面媒體7月7日的報道，全部以頭

版大篇幅處理江澤民傳聞死亡的事，《明

報》說江澤民生死現在是全國最大懸

念。日本《產經新聞》網站7月7日發表

有關江死亡的號外：江澤民死去。報道

說，經中日關係消息人士核實，江澤民

于6日傍晚在北京病亡，目前遺體安置在

北京301軍醫院，醫院呈戒嚴狀態，中共

高官及軍中要人陸續前往憑弔。

據日本傳媒《朝日新聞》網上版9日報

道，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雖然尚在人

間，但病情危殆，日內會有重大消息公

佈。儘管其家人已同意停止為江澤民維

繫生命，但最終仍須中共核心官員同意。

全球媒體紛紛報道江澤民死訊

香港明報及日本產經新聞報道江澤民死亡消息

近期，全球網絡熱傳中共前總書記

江澤民“病危”消息。7月6日，網絡

上再度傳出江澤民死訊的消息，包括

香港亞視電視台、內地山東官方新聞

網等，均搶先發佈，山東新聞網更以

黑框通欄發訃告。消息引發全球的熱

議，國際各大媒體都紛紛報道。

中國微博盛傳江澤民死亡 

今年7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

民“缺席”中共90週年黨慶大會后，

網絡微博即不斷傳出他“病危”甚至

病逝的消息。中共外交部拒絕就江澤

民的健康狀況發表評論。 

7月6日網上傳言江澤民死亡消息，中共

立刻封鎖有關江澤民的信息來源。“江澤

民”、“心肌梗塞”和“總書記”...等相

關詞彙在中國網絡的“微博”服務中作為

敏感詞彙遭到屏蔽。中國國內一切關于江

澤民的博客均被刪除，所有外媒對他健康

狀況的報道都被封鎖。

香港亞視 山東新聞網報道江病逝

有“香港中央電視臺”之稱的亞洲電視

6日晚6點半及10點半新聞，兩度引述“北

京可靠消息”，報道“江澤民病逝”的消

息。中國的山東新聞網同一天刊登悼念專

題，分別在幾小時后被撤下。

全球媒體報道江澤民“死訊”

雖然中共網特忙于刪稿江澤民的“死

訊”，民間還是照樣傳得沸沸揚揚，引起

西方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眾多海外媒體

包括CNN、BBC、美聯社、德國之聲等幾乎

所有的海外媒體都予以報道或轉載，可謂

全球熱議江澤民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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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的死訊在互聯網上

迅速傳播。許多大陸和海外民

眾得到消息后，買爆竹、放爆

竹，網絡流行的《各界慶祝江

澤民逝世籌備委員會》的帖子

說，香港民眾在中聯辦正門開

香檳，慶祝江的死亡。 

東北：驅邪靈 震懾邪惡

7月7日清晨4點開始，大陸東

北地區某居民小區內就聽到鞭

炮聲聲。睡夢中驚醒的人們第

一反應是不過年節的放鞭炮，

“誰家死人了”？很快民眾互

相傳告“江澤民死了”。

瀋陽劉女士表示：居民們傍

晚吃完飯遛彎，聽見鞭炮聲，

大家就問，怎么放鞭炮呢？有

人告訴了，江澤民死了，他已

經腦死了，就剩下軀殼。群眾

聽了，高興地說：這是大喜

事，我們得驅邪靈，不能讓他

的邪靈再回來，也要放鞭炮，

所以居民回家把往日存的鞭炮

都拿出來放啊！

據哈爾濱市市民表示，7月13

日晚，周邊一個區的12個鄉鎮

都同時響起鞭炮聲，大家議論

到，農村有個說法，誰家死人

了，要在自家門口撒上灰、門

前掛篩子；江澤民這個害國害

民的東西死了，大家都應該放

鞭炮驅邪氣。孩子們隨着辟啪

作響的鞭炮聲，拍手唱到：

滅江鬼

買鞭炮，放鞭炮！

江魔頭，劫數到！

迫害好人，遭惡報！

新疆民眾：慶賀江蛤蟆死了

新疆昌吉市民章力（化名）

告訴大紀元記者，他住在一個

很大的居民小區。該小區7月

7、8、9日連續3天，鞭炮聲特

別密集，一派喜慶氣氛。市民

在晚上聽到鞭炮聲心裏都清

楚，是慶賀江蛤蟆死了。

上海民眾：應給江澤民塑跪像

上海楊浦區的項先生對大紀

元記者表示，江澤民是罪魁禍

首，他領導一幫貪污犯，中國

人恨他恨得不得了，國家已經

被他搞得沒有法律了。“像江

澤民這樣的惡人死了好，他幹

的壞事最多，罪過最大，名聲

香港立法會

議員梁耀忠：

“江澤民逝世

市民大眾這么

開心，表示至

少少了一個幕

后黑手，人民有多么希望能夠

脫離這種不民主、沒有市民參

與的體制。所以人們希望從他

逝世當中，可以還人民一些民

主人權的公道。”

梁耀忠預料江澤民死亡將在

民間引發一場清算其罪惡的運

動。“就是徹查他所有應該承

擔的責任，我想中央政府都是

害怕的，我相信他們對這件事

會嚴陣以待，看看群眾有甚么

反應。”

香港議員梁耀忠：

民間將清算其罪惡

前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耀邦

智囊、曾任職

中宣部與中共

中央黨校的阮

銘指出，對中

共而言江澤民早就不重要，江

澤民的死對中共不會有影響。

阮銘認為，江澤民一生中最大

的罪惡就是發動了對法輪功信

仰團體的殘酷迫害，這個罪惡

是他必須要承擔的，不管他是

否已經死亡，造下的罪惡必將

被清算。目前中共官方媒體並

沒有發佈江澤民的死訊，也許

他還在痛苦的苟延殘喘之中，

但那也只不過是家族中的人企

圖利用他活着的一口氣繼續維

護家族利益而已。

前胡耀邦智囊阮銘：

江需承擔迫害法輪功罪行

北京資深記

者高瑜認為，

即使在中共瘋

狂封網之下，

老百姓都大膽

咒江死，說明

民意和網絡的力量。高瑜說：

“為甚么這么多人為此歡呼，

其他中共官員死的多了，今年

劉華清也死了，也是江澤民時

代的常委，都沒有什么反應。

說明老百姓很會算帳，誰的帳

就是誰的頭上，所以對他，一

個是反映了民心民意，一個是

網絡的力量。” 

她認為今次江無論死不死，

對中共政權以及現任領導人都

是一個撼動。

北京記者高瑜：

盼江死反映民意

最臭。應該給他塑跪像，與秦

檜放在一起。如果他不死，總

有一天要被老百姓審判。像這

樣的貪官多死點，直到共產黨

垮臺了，老百姓謝天謝地。”

全國發賀電放鞭炮 普天同慶

不論江“死不死”，在民眾

心中他已經罪該萬死，死有餘

辜。大紀元系列報道“國際媒

體報江澤民瀕死 大陸民眾放鞭

炮”，吸引眾多海內外讀者的

跟帖和留言。各省市及地區的

讀者代表各地地發來賀電：普

天同慶！放鞭炮慶祝！

上海體育學院人民武裝部、

保衛科發來賀電！熱烈祝賀江

蛤蟆下地獄！死了也要鞭屍！

內蒙古錫林郭勒人民發來賀

電：大快人心啊！江魔早該死

了。壞事幹得罄竹難書！警示那

些還活着的在位者，多做好事，

彌補罪過吧。機會不多了。

民眾歡慶江死訊 民心所向

民間最痛恨中共官員的腐

敗，而江最大的政績恰恰就是

開創腐敗風氣，實施貪官治

國。江澤民的死訊對中國人而

言，是大快人心的日子。民間

鞭炮聲起，同慶同樂，也是驅

魔鎮邪，掃除心中的恐懼，申

張正義之聲。燃放鞭炮等于是

民心所向，也是一種良心和道

義的審判。

慶賀江澤民"死" 鞭炮聲震響中國

7月13日晚，黑龍
江哈爾濱市一社
區爆竹聲從四面
八方響起，慶祝
江澤民“死亡”

大陸民眾放鞭炮慶賀江澤民死亡，
放鞭炮炸其畫像

香港民眾開香檳慶祝

（一）出賣國土 喪權辱國 

江澤民為換取蘇俄對其統

治權力的支持，不惜在1999

年與俄國簽訂《中俄邊界條

約》，正式承認歷史上沙俄

帝國侵佔中國之領土，還出

賣了中國與蘇俄有爭議的90

萬平方公里領土。江澤民喪

權辱國，中俄新約的內容秘

而不宣，欺騙全中國人民。

僅此一罪，江鬼就足以成為

中華民族的公敵。 

（二）迫害好人 摧毀道德 

1999年江澤民以一己之

私一意孤行，迫害信仰“真

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從根

本上破壞了中國人心中的

道德與傳統文化。他一手

建立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

室，完全凌駕法律之上，他

用金錢、權力、生存脅迫無

數的中國人拋棄良心，協同

誣衊迫害無辜善良的法輪功

群眾。它針對迫害法輪功學

員下達的密令是“打死算自

殺”，如此禍國的結果，徹

底摧毀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三）欺世盜名 篡改身世 

江澤民本是大漢奸江世俊之

后，其父原為汪偽漢奸政府的

高級官員，然而它欺世盜名，

掩人耳目，竟然妄稱自己是江

上青的養子，此舉不但欺騙了

汪道涵、張愛萍等中共政要，

同時也欺騙了全中國人民。 

（四）任人唯親 貪污聚財 

江澤民是中國腐敗的總頭

目。它利用職權將兒子江綿恆

提拔為中科院副院長，在中國

電信產業上大做權錢交易（江

綿恆操控上海電信業），把25

億元的國家資產據為己有。上

行下效，全國上下貪污腐敗愈

演愈烈，貪污大案涉案金額不

斷創記錄；豆腐渣工程比比皆

是，老百姓在水深火熱的死亡

線上掙扎。 

（五）草菅人命 破壞環境 

江澤民當政期間，長江三峽

大壩工程匆匆上馬，致使連年

乾旱水災，給中華民族留下了

無窮的后患。在所謂的“抗洪

救災”口號下，草菅人命，軍

警市民淹斃無數。三峽大壩工

程不僅耗費巨款，也徹底破壞

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環境。 

（六）侵吞國庫 魚肉百姓 

江澤民用假大空話欺騙世

人，表面上中國經濟處于大好

形勢，實際上江澤民集團大量

侵吞國家財產，各級蛀蟲已把

國家經濟掏空，吃空大量國民

儲蓄，江澤民集團的腐敗已把

中國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

江澤民利用其獨裁者的地

位，動用四分之一的國民經濟

作為其迫害法輪功的財力。

（將巨額資金用于：組建全國

範圍的“610”組織和關押洗

腦基地，動用全國媒體進行鋪

天蓋地的詆譭宣傳和造假，使

用大量的國家機器和司法、外

交、文化、科技、教育等多種

手段，監控、抓捕、迫害中國

法輪功學員，以及在海外對法

輪功學員進行干擾等）直接給

中國人民生活和國家經濟運作

帶來沉重的壓力和嚴重后果。 

（九）封鎖資訊 謊言欺騙 

江為了個人爭權奪利的政治

需要，藐視人命，以謊言欺騙

和媒體控制封鎖薩斯等傳染病

疫情，導致SARS在全球蔓延，

威脅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

與經濟發展。江澤民之子江綿

恆開發的金盾工程，至今仍在

剝奪着中國人的知情權。

（七）淫亂無恥 禍害全國 

宋祖英從一個歌手躍升為將

軍，陳至立、黃麗滿等無德無

能之輩官升至正部

級之上，皆依賴于

江澤民的提拔之

力。江的所作所為

使全中國社會道德

墮落，社會治安每

況愈下。 

（八）出賣國家利益 縱容

走私集團 

江澤民在當政期間，長

期出賣國家利益，縱容賈慶

林、賴昌星等腐敗走私集團

瘋狂走私，使中國的大批企

業倒閉破產，工人下崗生活

無著。 

（十）濫用酷刑 踐踏人權 

江氏以個人意志凌駕于

憲法之上，操縱整個國家機

器和社會資源，對法輪功實

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

垮，肉體上消滅”的“群體

滅絕”國家恐怖主義，致使

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修煉者

被非法拘留、勞教、判刑，

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

死打傷、妻離子散流離失

所，億萬法輪功修煉者的親

友、同事和單位受到株連，

它以權代法，先定罪后立

法，玩立法機構于掌股；侵

犯人權，未審判先施酷刑，

把政府機關變為鎮壓機器。 

自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

后，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暴行一直持續進行，前

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大衛‧喬

高與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

塔斯形容這是“這個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邪惡”。

細數江澤民的十大罪狀
昔日紂王與秦檜，一代暴君和奸相。暴君荒淫無恥，殺妻滅子；奸相賣國求榮，枉殺

忠良。現世江鬼澤民，出賣國土，喪權辱國；迫害正信，摧毀道德；淫亂無恥，貪污

聚財，遠超紂王與秦檜，實乃曠世巨魔。近日江鬼惡貫滿盈，天滅其形神，為江鬼蓋

棺定論，正當其時！江鬼之惡，罄竹難書 ！在此只能棄繁從簡，數江鬼十罪如下：

東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