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机团队出品！！！】 
【南普陀会议逻辑导图解读】 
南普陀计划 
时间：中共十八大前 
地点：浙江舟山普陀寺 
内容： 
1， 杀掉令计划儿子令谷 
2， 十八大拿下薄熙来 
3， 推习上台 
导图仅为一小部分说明，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又是共匪整个沉船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推
不做深入挖掘，只说明南普陀计划！ 
 
南普陀计划 2：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爆料中，江绵恒，孟建柱等人在舟山普陀寺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这次
会议确定了包括暗杀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阴谋。 
大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
召开。 

 

南普陀计划 3： 
2012 年 3 月 18 日，北京海淀区发生“法拉利车祸”，令计划儿子令谷当场丧命。为掩盖车祸
细节，令计划当时违规出动中央警卫局封锁现场。蹊跷的是，车祸中幸存的两个女孩“消失”，
是生是死，人在哪里都不得而知。那场突如其来的法拉利车祸，成为令计划仕途的转折点，
甚至改变中国整个政治格局。 

 
南普陀计划 4： 
2012 年 9 月，令计划在其子卷入豪华跑车死亡车祸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令计划被调



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DT 评：令计划儿子被杀，就是南普陀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步！它们早就计划好了，也断定
令计划不会大张旗鼓，正好顺势把令计划拿下！！！ 

 

南普陀计划 5： 
《北京晚报》2012 年 3 月 18 日报导，当日凌晨 4 点在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一辆黑色法拉
利由西往东行驶时撞向桥体南侧墙壁，又撞向北侧护栏。等失控的法拉利最终停下时，车身
已严重分裂，发动机则位于路中央，已经起火燃烧。车内一男两女，都被远远抛出车外。车
辆是双座法拉利 F430 跑车。 

 

南普陀计划 6： 
令谷（1988 年－2012 年 3 月 18 日），化名王子云，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
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独生子，名字“谷”取自母亲谷丽萍的谷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2012 年 3 月 18 日，令谷车祸身亡。 
顺便八卦一句：央视鸭子小钢炮芮成钢是谷丽萍的情人。 

 
南普陀计划 7： 
车祸重伤两名女子皆为 25 岁、藏族，其中扎西卓玛为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毕业于
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杨吉，为享有名声的活佛女儿，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者烧伤重，
曾被救活，同年 7-8 月之间去世。 



车祸现场，令谷与两位藏族女孩，三人全部赤身裸体。 

 
南普陀计划 8： 
在此前 2 天（2012.3 月 15 日），刚发生薄熙来被免，令车祸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在中共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后的两天时间，北京安全部队出现异动，使得军事政变传言在微博
等社区流传。后来报道证实，是令计划出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车祸现场。 
 
欣赏一下平西王的绝句：一派胡言！ 
 
南普陀计划 9： 
北京警方更改令计划儿子证件上的名字，并从中石油集团账号支付两个女孩两笔每人 1500
万元人民币“封口费”，要求 2 女家属不得对外张扬，否则让她全家人会逐一失踪，连尸体都
找不到。 
以黑治国！！！以警治国！！！ 
 
南普陀计划 10： 
Chart： 
South Putuo plan and actual variables. 
English translation: TCC ，ignoreme 

 
 
 



 
南普陀计划 11： 
南普陀计划逻辑图 西班牙文版。 
翻译：@meiping2018  
Plan South Putuo de PCCh y Variables。 
Traducido por: @meiping2018 

 
南普陀计划 12： 
南普陀计划逻辑图 德文版。 
翻译：@maosheng7 
CCPs Nanputuo Plan und Änderungen 
Übersetzer: @Maosheng7 

 
南普陀计划 13： 
南普陀计划逻辑图 法文版。 
翻译：crystal 
Projet et changeant du PCC Sud Putuo. 
la traduction：crystal 



 
南普陀计划 14： 
南普陀计划逻辑图 日文版。 
翻译：天天 
中国共産党の南普陀計画及び変化。 
日本语翻译：天天 



 
 
南普陀计划 15： 
令谷车祸死亡，为了隐瞒真相，令计划不仅紧急调动所有权力和关系掩口封杀，令计划还在
丧子的第二天仍旧正常工作，且面带笑容。---这就是中共魔鬼！！！ 
 
为了掩盖儿子的死因，令计划与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 

 
 
南普陀计划 16： 
熟谙中共政治的令计划，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维持家族的运势，在政治夹缝中玲
珑求生。此前，谁也未曾想到，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胡锦涛贴身心腹的令计划会大演中共官场
现实版的“无间道”，在团派与江派“政变集团”之间游离；谁也未曾想到，这场车祸竟成了令
氏家族覆灭的前奏。 
 



 
南普陀计划 17： 
南普陀计划及实际变数 逻辑导图，6 个高清图： 
中文版 
英文版 
法文版 
西班牙文版 
德文版 
日文版 
 
已经在谷歌云盘可以下载传播！！！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sq6Xrth0VMJU65QIwIofXgU9aF5lHku?usp=sharin
g 

 
南普陀计划 18： 
令计划在车祸前后一系列行为： 

⁃ 令计划超出常规、超越职权，下令动用中央警卫部队，立即前往封锁车祸现场——他不

会不知道，这触犯了中共不得擅自动用禁卫军的大忌，但千钧一发时刻“两害取其轻”，控制
局面是当务之急； 
 
南普陀计划 19： 

⁃ 令计划下令各媒体包括网络不得透露关于法拉利车祸的一点风声，对外不披露，对上也不



呈报，他不是不知道“纸包不住火”的古训，也明白这必会引起种种臆测，但他别无选择，一
定要在关键时段钳制住信息的流通，防止事态扩大； 
南普陀计划 20： 

⁃ 令计划对儿子猝逝，既不举丧，又不火化，据说对妻子也瞒了一段时间，一直将令谷的遗

体冷冻在太平间； 
 

⁃ 令计划第二天跟随胡锦涛参加公务活动，神态若无其事，谈笑风生，被蒙在鼓里的胡锦涛，

压根儿不知道令计划家里遭了这么大的变故。 
 
---论魔鬼的表象。。。 
南普陀计划 21： 
冯卓，令计划的情妇之一，原央视新闻部副主任，她从 2014 年 9 月被中纪委秘密抓捕，失
联。2015 年有消息传出她已经被释放，原因是中纪委认为其与令计划之间没有重大经济关
系。 
（那就是只有肉体关系了？这共产党就是牛逼，老公玩央视情妇，老婆玩央视鸭子小钢炮） 

  
南普陀计划 22： 
有意思的是，小钢炮芮成钢被共匪中纪委抓捕后，在黑屋里面交代说，是令计划的老婆谷丽
萍强奸了自己，而他自己是没办法才做了谷丽萍的面首。。。 
是日，北京流行一个段子： 
阿基米德说：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芮成钢说：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我能睡遍红三代他妈！ 

 
  



南普陀计划 23： 
实际上，芮成钢完全可做共匪官三代公共干爹！芮成钢睡了 20 多个中共高官老婆，从 57
岁的谷丽萍到 60 多岁的 xxx。芮成钢被抓后当天，中纪委收到无数个为其求情的电话，全
部是这些副部级以上高官老婆亲自打来的。小钢炮的爱称来自于北京高层夫人圈子。小钢炮
给共匪高层集体戴了一个大绿帽！！ 

 
南普陀计划 24： 
令计划本姓令狐，他爹叫令狐野（1909 年-2015 年 3 月 29 日），小名四祥，山西省平陆县
常乐镇洪阳村人。原是共匪在延安时候的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医务科长。令狐野共 5 个子女：
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女)，令计划，令完成。令路线已去世，令完成叛逃美国做缩头乌
龟，其他三兄妹全部被共匪抓捕。 

 
南普陀计划 25： 
令完成（1960 年 7 月 28 日－），化名王诚。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 
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总经理 
中国华星汽车贸易集团总裁 
2015 年 3 月，令完成出逃美國。帶走大量中共機密文件。尚未获得美国政治庇护。 
 
令完成老婆，CCAV 主持人李平，毕业于山西雁北艺校。被中纪委抓捕。 



 
南普陀计划 26： 
令完成夫妇分别以“詹森·王”（Johnson Wang）和“简·王”（Jane Wang）的化名，从 NBA 篮
球运动员贝诺·乌德里手中购买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卢米斯的一栋豪宅。夫妇二人在那里居
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于 2014 年 10 月左右消失，目前下落不明。 

 
南普陀计划 27： 
南普陀会议另一个被拿下的大佬：平西王薄熙来！ 
还是引用薄熙来最著名的那句话做开场白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 2012.3 月 9 日上午
召开的共匪两狗屎会重庆团会议上主动对中外记者表示，有人给重庆，给他本人和他的家人
"泼脏水"，非常气愤说这是“一派胡言”！这架势比王毅有力量多了！ 
 
南普陀计划 28： 
说起薄熙来，必须说王立军，必须说谷开来！三人爱恨情仇！ 
王立军睡了薄熙来的老婆谷开来。 
谷开来毒杀杀英国人尼尔·海伍德 Neil Heywood。 
平西王大怒一耳光打的王立军胆战心惊，据说化妆成老太太夜奔美国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
却被奥巴驴和希拉里出卖给共匪。 
看谷开来脉脉含情的眼神.. 

 
 



南普陀计划 29： 
2012 年 2 月 6 日晚，王立军化妆成女人，独自驾车上了成渝高速，直奔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王立军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副部级以上官员投奔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的！ 
第二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说，王立军去休假了，还发明了一个让全世界笑掉大牙的词
汇：休假式治疗！ 

 
南普陀计划 30： 
王立军可了不得，那是中共第 0001 号警徽的主人！是薄熙来从辽宁带出来的杀手锏，为薄
熙来干过无数件黑活脏活。王立军甚至还发明了一个什么专门制造“脑死亡”的特别工具：“原
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简称：“脑干撞击机”)！就是把活人脑部撞击进入假死状态！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活人摘器官! 

 
南普陀计划 31： 
还记得大连的尸体加工厂么？曾经有一部 007 的电影里面有这个尸体展览的镜头！ 
尸体加工厂，冯·哈根斯公司，就是薄熙来王立军活人摘器官贩卖尸体加工出售获取暴利的
一个点! 
还记得那个被加工成标本的孕妇么？？？她是谁的女儿？谁的女人？孩子的爹是谁？她被
杀死的一瞬间会想什么？ 
 



 

 
南普陀计划 32： 
王立军 2 月 6 日夜奔美国成都领事馆。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出来辟谣，说王立军因为党工作
劳累，身体不适，现在去休假式治疗了！ 
这张 2 月 8 日王立军从成都飞北京的国航全价 F 头等舱机票，也就成为了历史文物！！！ 

 

南普陀计划 33： 
共匪十八大前夕，更是各路王八乌龟大显神威的时刻。江泽民在控制河蟹大帝 8 年之后，要
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上台，而令计划，薄熙来都是属于不听话的而且不属于江的人马，所以
必须将可能的隐患全部除去！于是这两个人就很荣幸的出现在了南普陀会议的拿下名单之
上！！！ 



 
南普陀计划 34： 
而王立军与薄熙来的翻脸，让江泽民大喜过望，拍着大腿高呼：妙妙妙！！！正是困了找不
到枕头，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2012 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率领中央警卫局的人，在北京大会堂部署，
在人大会议闭幕日把薄熙来抓捕！！！ 

 

南普陀计划 35： 
顺便提一句薄熙来老丈人，谷开来爹，谷景生。 
谷景生（1913 年－2004 年），山西省临猗人，中共党员，解放军少将。 
曾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随即参与组织指挥了中越战争。 
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 

 
南普陀计划 36： 
谷景生有 5 个女儿： 
1，谷望江， 
2，谷政协，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纪委书记，女婿是刘沛 少将，先后曾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武



官，中国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 
3，谷丹（小妹），女婿是李小雪（李雪峰之子，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胞兄）。 
4，谷望宁（小宁） 
5，谷开来（小丽），女婿是薄熙来。 

 
南普陀计划 37： 
继续王立军！ 
王立军一次到军医大查病。医生诊断后说他有严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是性格缺陷。王听出
了话外音：性格缺陷不就是人格缺陷吗？于是大怒，要把军医抓起来刑拘。部队不允许，说
他没有那个权力，王立军去弄了个"武警第一政委"的头衔。心想："看看谁还敢说老子没有
那个权力？" 
 
南普陀计划 38： 
王立军到重庆后，发现自己学位太低，与自己的地位不相匹配，令人去各大专院校要头衔。
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大学求之不得，心想傍到王大爷这棵大树有利无弊，多少也会沾点光亮。
一些专科校皆掷了一顶帽子给他，使老王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多所院校的什么教授、
名誉校长、博导等称号。 
 
南普陀计划 39： 
2009 年，王立军公安大学进修班长说："王立军：变态、残暴、无情、专横"。 
王立军： 
中国十大杰出民警，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重庆市人民卫士、 
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 
2010 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 
共匪把这些耀眼狗屎全堆在一个人脑门上的时候，这人就离死不远了。 

 



南普陀计划 40： 
图： 
2010 年 4 月 25 日，徐明、赵本山、小沈阳和雷政富等围观王立军的现场书法秀。 
这张图中， 
徐明：已经在出狱之前被杀。 
雷政富：12 秒和赵红霞在床上风流的视频传遍全世界。 
王立军：在狱中，能活多久不好说。 
赵本山：现在老老实实了。 

 

南普陀计划 41： 
说起来，王立军有两个 MBA 学位： 
王立军的第一个 MBA 学位获取于任职铁岭公安局长期间。2001 年至 2002 年， 王参加了
为期一年的加州美国大学 MBA 远程教育，并于 2003 年受聘为中国刑警学院 (位于 
沈阳)硕导。“加州美国大学” （ California American University），野鸡大学一个。 
 
南普陀计划 42： 
王的第二个 MBA 学位，获于任职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2004 年 9 月，他参加东北财大 EMBA
在职学习，3 个月后，锦州市公安局与东北财大 MBA 学院携手成立社会心理研 
究室，王任主任。从铁岭到锦州，王立军完成了从初中生到硕士生导师的蜕变。 
顺便说一句：薄熙来也弄了个东北财经大学的 MBA 证书。 
 
南普陀计划 43： 
王立军身兼诸多高校的教授，工作之余，还亲自带博士、硕士开展学术研究。一位王的法学
博士对记者称，“王老师比较爱好传统文化”，指导也较高屋建瓴，经常要求学生阅读黑格尔
等人的经典名著。 
（DT 先找地方吐一会儿。。。） 
 



 
 
南普陀计划 44： 
2010 年 1 月 14 日，王立军向重庆各高校学生表示，他对教育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2012 年 2 月 1 日，王立军不再分管公安国安，而分管教科文。 
2 月 5 日，王立军去市教委重庆师大调研。说每项工作对自己都是新挑战。 
2 月 6 日，王立军夜奔成都美领馆！ 
 
太尼玛的戏剧化了！格林童话都编不出来啊！ 

 



南普陀计划 45： 
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后来美国拒收，不得不离开，被中共抓获。 
这一事件涉及的人： 
薄熙来， 
谷开来， 
奥巴马， 
希拉里。 
骆家辉（有被找钥匙的嫌疑，那位曾经的美国驻华大使，后来睡了了潘石屹的老婆张欣，哇
靠，咋这么乱啊）， 
 
南普陀计划 46： 
王立军的事情，无法在这里细说，否则再写个 300 推也写不完。 
如被谷开来毒杀的海伍德的老婆，是一位大连女性，叫王露露。海伍德被谷开来谋杀后，王
露露曾经接到匿名消息，告诉她闭嘴！ 
海伍德在 66 岁的时候，娶了 35 岁的王露露。 
ok 王立军事件八卦暂停。 

 
南普陀计划 47： 
2012 年 2 月 6 日，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引发中共官场大地震， 
3 月薄熙来倒台， 
8 月 20 日，薄谷开来因揭发他人有功，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9 月 24 日，王立军也因揭发他人的立功表现，被以"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
判有期徒刑 15 年。 

 
南普陀计划 48： 
2013 年 9 月 22 日，薄熙来被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在薄案开
审之时，共匪高层故意曝光了王立军所交待的重大立功表现的部分内容。王立军的相关口供
内容，是中共高层倒薄派有意释放的真实情况。 
该口供值得一看。看看所谓的共匪的法律值不值得一张擦屁股纸！ 



  

南普陀计划 49： 
王立军交待，薄熙来为了上位，收集、整理其政敌贺国强和主要竞争对手汪洋的黑材料。 
后来，薄熙来就是用这个"祕密武器"吓退贺国强和汪洋。再后来薄熙来又通过王立军利用"
亮点茶楼"的王紫漪事件，制服了重庆的一大批官员，因为这些官员都去过那里大搞淫乱。 

 

南普陀计划 50： 
王立军原以为，薄熙来能一步登天在胡锦涛之后登基做皇帝，因为不光周永康、李长春、李
源潮去重庆考察，连习近平也去捧场（那时候江泽民也没最终确定谁来接胡锦涛的
班！！！），谁敢不肯定"重庆模式"呢？不料，转折点就在 2011 年的 6 月 10 日进京"唱红"
这件事上。 
这件事，薄熙来玩大发了！ 

 
南普陀计划 51： 
首先是江家控制的明镜网先揭了薄熙来的老底，说这是地方挑战中央，在进行"逼宫"，这下
子不是"唱歌"本身对不对的问题，而是点到了薄熙来的死穴。这也是江泽民授意干的！ 
图：2011.3 月 4 日，重庆 3000 市民登上洋人街“万里长城”同声高唱红歌。 
薄熙来果登基，全中国人也是变傻逼！没区别！ 



 
南普陀计划 52： 
王立军说，我最先也没想过薄熙来为了上位，敢于公开挑战党中央，并且以唱红打黑为幌子，
彻底否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果，还成立了以苏伟、李希光等人为首的"梁效"写作
班子，制定了新的行动纲领，这下玩大了。 
看图，这就是另一个伟大领袖薄主席嘛！ 
凡号称伟大领袖的，全是垃圾！ 

 
南普陀计划 53： 
王立军说，尽管跟薄提过谨慎从事的问题，但薄说：不怕，徐才厚和吴胜利等人都是他的铁
哥们。江泽民、李鹏等也支持他，还有罗干的儿子罗韶宇，也在重庆有大生意等等。薄胸有
成竹地说，大胆干啊，爱拼才会赢！ 
王立军说：自从 2011 年年底开始，情况越发不妙，薄熙来经常背着他偷偷回北京。 

 
南普陀计划 54： 
"我必须采取报复行动，我先假装顺从去参加了教育会议，尔后我请假去了西南医院治病，
薄熙来的祕探盯着我，我装作没看见。"王立军开始做逃跑的准备。 
2 月 5 日，王立军在家思量一天：先是想自杀又觉得不忍，虽干了许多坏事，但不是主谋，
他给我人情，我也卖了命，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 



 

 
南普陀计划 55： 
他再玩我，让我暴死或坐牢，时间不多了，我必须马上行动，乘飞机去北京得买飞机票，就
会暴露，出境更不可能，护照早就被收缴了，怎么办？ 
王立军此时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投奔美国领事馆。从重庆到成都只有三小时的车程，有成功
的把握，但新的问题是，美国能接受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吗？ 

 
南普陀计划 56： 
南普陀计划 57： 
他让我跟重庆警察走，我坚决拒绝。黄奇帆承诺：对我休假式治疗，永远保持副部级的待遇。
" 
补充个细节：王立军出逃后被发现，薄熙来大怒，调集全部重庆特警武警共 70 多辆警车警
笛乱叫着把成都领事馆围了个水泄不通！老美吓傻了向四川政府求救，四川政府派出大量国
安武警与成都武警对峙！ 

 
南普陀计划 58： 



王立军案卷： 
王立军说领事馆门口另一辆车里，看到了那个小 L，她是我招入警队的，她杏眼圆睁瞪着我
看。。王立军心想，他妈的，当初你为了进警队还和老子睡了几次，真是个风情万种的尤物
啊，老子这才给你招进来又提拔你，现在你和秃驴一起来抓我？！ 
(图文无关) 
 
 

  
南普陀计划 59： 
2018.10.15 有传说王立军已经死于狱中，是心脏死！而在之前 2015 年 12 月 4 日已经死亡
的薄熙来的钱包徐明，也死于心脏病！共匪神药脑天堂大发神威！徐明就差几个月就将刑满
释放突然去世，终年 44 岁。徐明说：出来以后还要搞足球，还要支持国家。。只能说你太
天真了，就是这句话要了你的脑袋! 

。 

南普陀计 60： 
王立军，薄熙来，进监狱也就是前后脚。据说王立军在狱中得知薄熙来被抓的消息，兴奋的
三天每睡觉，把自己的大腿都拍肿了，心想：你个狗日的也有今天！估计他们心里最希望的，
就是中国有真正的法治吧？？？ 
失去了权力的薄熙来，生不如死！ 

 
南普陀计 61： 
由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引发薄熙来下课，即使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也必被拿下！外



界传温家宝拿下了薄熙来，我就只能呵呵了。。。薄熙来是南普陀会议确定要拿下的，是江泽
民亲定。而庆丰登基之后的各种匪夷所思也让老蛤蟆大跌眼镜，心说：尼玛的！老子还没死，
你丫就要当伟大领袖？ 

 
 
南普陀计 62： 
本推说明南普陀南普陀计划，而非薄熙来艳情史，当然薄熙来艳情史写一本书也没问题，但
不是本推目的。所以，南普陀计划推文到此结束。DT 有更重要的行动需要做。 
喜欢看故事的战友，请关注 DT 即将推出《中共权贵家族》长推。同时请关注@DTinLAX ，
你懂的！ 
一切已经开始！灭共！灭共！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