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张俊峰，男，辽宁

省葫芦岛市看守所所长，任此职务

之前曾任辽宁省葫芦岛市拘留所副

所长。在任葫芦岛市拘留所副所长

期间，他指挥拘留所警察暴力毒打

法轮功学员宋彩虹，致使其死亡。 

宋彩虹，葫芦岛兴城市赵家湾

法轮功学员。2011 年 12 月 30 日，

她用新年台历讲真相，被兴城钓鱼

台派出所绑架，遭两名年轻警察殴

打，当晚被劫持到葫芦岛拘留所。

次日，在葫芦岛拘留所，宋彩虹拒

报姓名，被拘留所长张俊峰及几个

警察拉出监室，在另一个房间里长

时间毒打。据宋彩虹清醒时说：有

四、五个警察将她打倒在地后，揪

住头发，踹肚子，踢后背。张俊峰

边打边叫嚣：给我狠狠地打，看她

不报姓名，看她还喊不喊了！他又

拿出几根警棍准备进一步行凶，被

一女警察劝止。 

送回监室后，宋彩虹身体状况

急转直下，开始频繁呕吐，痰中带

血，时有咳出满口鲜血，难以进

食。后来张俊峰还企图进一步逼迫

宋彩虹报出姓名，因看到她身体状

况很差才未行凶。 

2012 年 1 月 6 日，宋彩虹意识

出现间断的朦胧状态，张俊峰怕担

责任，给办案单位打电话要求到医

院检查，钓鱼台派出所办案警察带

宋彩虹到葫芦岛市中心医院检查，

医生要求她住院，被警察拒绝，医

院开出的各项检查均未做，又将她

送回拘留所。1 月 8 日，宋彩虹身

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时而神志不

清，拘留所再次通知办案单位后由

家属将宋彩虹从拘留所抬出，到兴

城市医院住院治疗。 

张俊峰等酷刑毒打造成宋彩虹

脏器损伤，长时间呕吐，不能进

食，导致急性尿毒症，拘留所延误

最佳治疗时机后，转院到葫芦岛

313 医院。1 月 15 日，即转院次

日，约 7 点，宋彩虹在 313 医院肾

内科含冤离世。年仅 41 岁。 

宋彩虹 2011 年 12 月 30 日被

绑架，仅仅 15 天，就在葫芦岛拘

留所被张俊峰等毒打致死。 

理应受到法律制裁的张俊峰，

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指示“打死算

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保护下，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法

律惩罚，而后这个杀人犯却当上了

葫芦岛市看守所所长。 

法律的真正意义是：维护正

义，惩恶扬善。然而张俊峰这个杀

人犯却当上了看守所所长，披上了

法律执行者的外衣，干的却是杀人

越货的勾当。这样的人，占位于这

种教育犯人的重要部门，他将把犯

人引向何处？会起到什么作用？难

道还要将那些本来就犯了罪的犯人

推向更深的犯罪深渊、罪上加罪

吗？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

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

规定的，依照规定。 

张俊峰身为执法人员执法犯

法，故意伤害无辜的好人，而且手

段极其残忍，根据法律规定，理应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法

轮功，会有天惩，那就是“善恶有

报”；会有人治，那就是终将会受

到人间法律的制裁。 

希望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被举报

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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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辽宁省葫芦岛市看守所所长张俊峰 

宋彩虹生前照片 被张俊峰等迫害致奄奄一息的宋彩虹 



 

  

 

【明慧网】刘建新，男，2021

年时任辽宁省葫芦岛市看守所所

长，现已调离原单位。他在任职的

短短一年内，致使两名法轮功学员

在看守所里被迫害致死，时至今

日，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惩罚，仍然

逍遥法外。 

魏明霞遭警察绑架两周后死在

葫芦岛看守所 

魏明霞，女，终年 70 岁，辽

宁葫芦岛市钢屯镇法轮功学员。

2021 年 7 月 19 日上午，葫芦岛市

公安局及国保大队、钢屯镇派出所

警察开了三辆车到钢屯镇赵屯村，

绑架了魏明霞并非法抄家。魏明霞

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仅

两周（8 月 2 日）就被迫害致死在

葫芦岛市看守所里，年约 70 岁。 

遭绑架之前，魏明霞身体健

康，在家干活。 

程卫星被辽宁葫芦岛看守所迫

害致死 

程卫星，男，终年 54 岁，辽

宁葫芦岛市兴城市法轮功学员。

2020 年 5 月 12 日晚 10 点左右，

程卫星被兴城温泉派出所警察绑

架，非法拘禁在葫芦岛市看守所。

程卫星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在看守

所被迫害去世，年约 54 岁，一个

身体健康的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内，

短短几个月就死亡且死因不明，消

息处于严密封锁状态，不知道程卫

星在非法拘禁期间都经历了什么。 

仅一年之内就有两名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冤死在葫芦岛市看守所，

说明一个问题：葫芦岛市看守所对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严酷的。时任

看守所所长的刘建新，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然而，刘建新至今没受

到任何法律惩罚，逍遥法外（现调

离原单位）。 

虽然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的真相现在被掩盖，但真相迟早

会大白于天下。 

“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迫

害法轮功的人员，不仅会遭到报

应，也会受到人间法律的制裁。希

望有关部门正义人士依法追究刘建

新的刑事责任。 

葫芦岛市看守所迫害致死两人 原所长刘建新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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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姆 

马 克 布

雷 · 塞 维 姆

(Makbule 
Sevim) 是一名

移居法国的土

耳其人，在东

部 米 卢 斯

（Mulhouse）
市从事农作物

领域的工作。在此次瘟疫中不幸感

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在她

痛不欲生的时候，她得到一剂神奇

的抗疫良方，并因此而获得新生。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法国成为

欧洲重灾区之一。2020 年 3 月下

旬的时候，塞维姆惊觉自己出现症

状，无法进食。然后她去医院做检

查，被确诊染疫，医生告诉她需要

隔离 14 天。但她不敢留在那里，

因为在此次瘟疫中医院成为一个在

她看来“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地

方。然后，她回家了。 

中共病毒“无药可治” 

染疫后，整整 11 天，她吃不

下东西，感觉好像有蛇和动物在她

皮肤下、骨头里咬噬着她。隐隐约

约中，她似乎听见自己的骨肉被撕

裂的声音。她说那种滋味“太可怕

了”。痛不欲生之余，她甚至想自

杀。 

家里人眼睁睁地看着脸色苍白

的塞维姆情况越来越糟糕，何况，

她还需要与家 77 人“保持距

离”。当初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

生也告诉她，他们帮不了她，因为

中共病毒“无药可治”。 

“九字真言”救了命 

就在这时，她的命运出现了转

机，一位在荷兰的表外甥联系上了

她。这位表外甥是一名法轮功学

员。谈话中，外甥告诉她，只有大

法能帮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能获得帮助。 

绝望中的塞维姆赶紧抓住这救

命生机，跟着外甥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让她惊喜万分的

是，念过这“九字真言”后，感觉

马上好多了。 

塞维姆在家里一遍一遍地念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每念一次都让我有死而复生

的感觉，一次又一次，这真是一个

奇迹！”在接受采访中，她数次赞

叹道：“那是个奇迹！” 

法轮大法神迹见证人 

现在，染疫后重获新生的塞维

姆也成为法轮大法神迹的见证人。

她说她现在可以吃东西、说话了。

虽然有时候还会稍感疲劳，但她可

以工作，可以做饭和干家务了。 

从这位炼法轮功的亲戚那里，

塞维姆还了解到中共如何迫害法轮

功，以及在此次疫情中中共隐瞒武

汉肺炎、导致瘟疫蔓延全球等真

相。 

她还说：“如果人们能做到诚

实，并在这段艰难的时光中互相帮

助，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这将很

重要。中共隐瞒疫情，这是对全世

界人的种族灭绝，没有人性。” 

4 月 20 日，这位亲戚又跟她

通了话。她说，她现在很好，不再

吃药。电话中的她，听起来“活

泼、健康，思维清晰”。 

通话中，她一再表示，签署制

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

书（Petition.global）中要算上她一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