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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時 28 分發生汶川大地震，10 年前的這一分鐘起，改變
了不少人的命運，亦令不少尋常老百姓被逼走上維權之路。一些遇難學生家長懷
疑孩子當時身處的學校建築涉及偷工減料，一直在苦候政府追究責任，但過程中
換來的卻是多次的打壓。維權人士譚作人為追查豆腐渣工程真相，被判監 5 年。
出獄後，他曾經勸告遇難學生家長避免群起上訪，應循正規的民事訴訟渠道申
訴，但卻不獲受理。而一群遇難學生家長想為去世孩子建立墓碑的心願也遲遲沒
法達成。

內容重點：


了解汶川大地震後，遇難學生家長和維權人士追究責任經歷、他們的訴求和
悲憤無助的心情





了解維權人士在追查豆腐渣工程真相時受到的打壓
了解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家長災後的生活變化
探討維權人士堅持追查當年豆腐渣工程的原因及付出的代價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汶川大地震
中遇難學生
家長

周興容
(遇難學生母
親)

經歷 / 看法




一直在等待政府追究汶川大地震的責任，追
了 10 年後，追到的卻是我們這些家長受到嚴
重的多次打壓和傷害
兒子盧前亮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難，當時 16
歲，是江堰聚源中學學生。地震後兩年，把
兒子葬在家裏後園，墓碑刻上「因豆腐渣工
程遇難」。永遠都銘記着是豆腐渣把孩子的
命奪走的，而兒子的東西一直保存在家中沒
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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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後，自己懷疑兒子身處的災區學校的
建築涉及偷工減料，所以多年來持續上訪




家中有一張是全家照，那是孩子走的那一
年，最後一次拍照的，當時一家人很幸福
汶川地震令自己與丈夫的關係日漸疏遠，因
為丈夫現在想要孩子，但自己跟他生育不出
來。中國傳統觀念是要有香火，還有農村上



的風俗習慣，是丈夫是覺得(現在是)斷子絕
孫、沒有後人，然後他再出去也抬不起頭
地震後，曾經有機會再生育小朋友，不過上
訪期間，幾度被關押，有一次更加被拘留半
個月。那兒的黑監獄裡面就是，一家黑屋裡



沒有窗戶，門口有 7、8 個人守候，不能走出
來。那時是 6、7 月，天氣很熱，沒有水喝和
不許洗澡，病了也不給我們吃藥，也不讓我
們去看（醫生），就在裡面待了 14 天
由最初以遇難學生家長身分，想為兒子討回
公道，最後自己竟然變成被政府打壓的對
象，身心飽受折磨。之後經歷兩次流產，自
此之後很難再懷孕，有一次還在警車上大流
血。現在回想也不知道他們怎麼下得了手做
那些事

尹顯英
(遇難學生姜



曾經為自己被關押的事去北京上訪，但當地
政府否認有將自己非法關押，指只是對自己
進行過思想疏導。自己無處申冤，也沒有人
為自己申冤，就是好像自己這些家長是理所
應當的被欺負、被打壓



汶川地震發生了 10 年，家長們還得不到一點
的公道，(政府)沒有一點說法，沒有一個人來
承擔責任，也沒有一個部門來追究責任



兒子姜棟懷是北川中學學生，汶川大地震遇
難時 18 歲，被困瓦礫之下。他臨死前用木

棟懷的母親)



棍寫下遺言，上面寫的是：「爸爸媽媽，你
們一路走好，對不起」，現在我們為了保存
這個筆記，把它印在膠片上
兒子埋在北川中學遺址，在一個箱子般大的
位置的槽，裡面放了他的骨灰。當時我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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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政府官員)不會蓋上泥土，後來他們
把那裏填平了，填的土還是很厚的，根本就





北川老縣城裡的公務員都有遇難學生的名
字和相片。學生家長的意願，就是希望好做
一個為遇難學生的具紀念意義的墓碑，但是
政府沒有按照家長的想法去做，直到現在也
沒有



現在始終無法撫平創傷，他們(官員)是怕把
汶川地震遇難學生的實際數字報公出來
心非常的痛，別人是無法理解這種心情的，
只有同病相憐的人，才能嘗到(明白)那種痛
苦







汶川大地震

譚作人

的維權人士

(維權人士，

了一個紀念碑來敷衍家長們。那是兩碼子的
事，是吧？紀念碑是紀念碑，不是遇難學生
的紀念碑？
喪子的傷痛，都不及政府官員的冷漠帶給他
們的傷害





姜勇
(遇難學生姜
棟懷的父親)

看不出來那裏是遇難學生的墓地，實在讓人
很痛心
10 年來，自己和其他遇難學生家長爭取在那
裡為孩子立下墓碑，但等了 10 年也沒有結
果。他們後來(2015 年)就在北川中學遺址起

(2008 年，本台攝製組遇上尹顯英的丈夫姜
勇從外地趕回北川中學的廢墟)本來住在四
川擂鼓，去了浙江打工，川震後的晚上趕回
去汶川，希望尋找兒子姜棟懷的遺物
汶川地震後，希望領回兒子的遺體，但當地
政府以擔心瘟疫傳播為由，要求將所有屍體
集體火化
(2010 年，本台攝製組再找姜勇時)兒子的骨
灰一直放在殯儀館，多次要求領回兒子的骨
灰，但每次都被拒絕，兩年了，(政府)說統



一安埋，但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也不知道
他們為甚麼怕。心裏煩得很，不說了
近年出去外地打工



(2008 年片段)在災區現場找到的書包裏面都
是血，最觸動自己的是滿地的書本，不是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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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歲)

體。為甚麼倒的都是學校？這是最大的一個
問號。想對上千的北川學生亡靈說一句話：






「我一定對得起你們用過的筆。」這 10 年來，
自己都向這個方向努力，會盡自己的力
現在家裡藏著 10 年前在北川中學災區現場、
撿的一堆筆。在那個廢墟裏面，四處都是那
樣的筆
本來是醫生，後來加入民間環保團體，關注
石化工業造成的生態問題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原本只是到災區進行
地質調查；後來眼見不少家長，因為申訴豆
腐渣工程而被打壓，連協助家長的維權人士
黃琦亦被捕，於是決定加入調查豆腐渣工
程。當時維權人士黃琦被捕的事反而有點激
起自己，難道用這種大刑侍候，這件事情就
沒人敢出面了嗎？然後那些孩子就真的冤死
了嗎？那些家長就背着這個冤屈過一輩子







嗎？自己也知道這樣做，肯定是直接走進牢
房的
發起 5.12 公民調查，又撰寫報告，要揭示
2008 年汶川豆腐渣工程的證據和學生傷亡數
字。2009 年該報告未完稿，已經被關進監牢，
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自己因呼籲民間進行校舍質量工程調查，被判
監 5 年；2014 年出獄後，入獄前所有調查豆
腐渣工程的資料都被沒收，只剩下一批舊物。
10 年後那批舊物的氣味還是很大，是屍臭，
因當時已經是熱天。自己學醫的，對那個氣味
很熟悉，會勾起很痛苦的回憶
政府維穩的做法，從 2008 年至現在，10 年來
沒有甚麼改變。那些不放棄訴求的家長，實
際上已經成了農村裏的管制分子，走到任何
地方都有人盯着他們打報告。那個是 5.12 地
震以後，最大的一個社會性的次生災害（二
次傷害），對他們是非常不公平，也是在他
們的傷口上灑鹽，還給他們戴上鐐銬



自己堅持要促調查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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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和兒子都肯定產生不好的影響，但是還是
以前的那句話，對她們只有三個字：「對不




起」。說起來是輕飄飄的，但那是沒辦法的事
2014 年出獄後，自己因為要顧及家人的感
受，一度轉趨低調，現在夫婦倆長期受監
控，很多時間都是留在家中看電影。以前基
本上不看電影，現在一看電影就想，一輩子
欠了電影的債，這幾個月就還清了
入獄時遇過同樣在地震中失去至親的獄
警，亦反思過當初調查真相的手法。雖然不
認為有做錯，但出獄後，建議家長循正規的
民事訴訟渠道申訴，勸說那些學生家長不要
成群的上訪，因為成群上訪會變成一個影響
社會穩定的問題。比如說富新二小，每年都
100 多人去綿陽，每年那一天有 200 多個警
察圍着他們，甚麼都幹不了，真正的訴求也
沒法表達和送達



近年鼓勵家長到法院上訴，但現實是法院不
受理案件，結果不少家長決定再次上訪。希
望他們堅持下去，但是他們已經堅持不下去
了，也受到很大的壓力。看來他們依法維護
自己權利的那條路是毫無道理的被堵死了



兩年前，撰寫一份關於開展 5.12 校難國家調
查的公民建議書，強調國家要依法治國，列
明內地要依法作出合法合規、合情合理的，
具體處理和國家賠償，還 5.12 孩子一個公
道



曾經把那份建議書寄給國家領導人，不過得
不到回音。2018 年，現在選擇繼續寄信，用
最和平、最理性、最合法的（方法），以解
決問題為目的。如果有關職能部門不去解
決，那是他們的責任，甚至是罪惡；如果他



還要對付自己，那無所謂的
汶川大地震的問題不僅是學生家長個人的
情感和利益的審視的問題。它是中國還要不
要依法辦事的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和
基本的共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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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人士的
家人



王慶華
(譚作人的太
太)

2010 年入獄時，自己與當時 15 歲的女兒譚
小蒙長期被監控。曾經穿着艾未未的衣服去
遊行聲援，事後便收到國保(國內安全保衛)
的電話。當時他們要到天府廣場去遊行，所
以國保就說只要去遊行要抓人。小女兒就
說：「我穿我爸的衣服去，這是我爸的衣服、
我爸的頭像，誰敢抓我？」





入獄 5 年間發生了很多東西，丈夫譚作人都
是不知道的，所以自己在那 5 年經歷的，現
在都需要是跟他講一講
表示丈夫在家中看電影，最喜歡看越獄的，
看用甚麼方法越獄

其他資料：
北川的舊縣城現況



北川的舊縣城在地震之後，官方把它打造成世界
上其中一個原貌保護規模最大的地震遺址，成為
另類旅遊景點



遺址附近有一片大草地，那片毫不起眼的草地，
是北川中學的遺址，也是數百名遇難師生的公墓
2015 年，即災後第 7 年，政府才選址北川中學
舊遺址，集體埋葬骨灰，但一直不肯立墓碑
川震十年，很多災區已經完成重建工作，官方




宣傳災後重建取得歷史性的成就，但遇難學生
家長爭取竪立一塊墓碑的小小心願，至今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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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事件的背景
周興容認為兒子盧前亮是因豆腐渣工程遇難，故一直在追究責任
周興容在兒子遇難後上訪及被關押，與丈夫關係變得疏離
譚作人在川震後因調查豆腐渣工程被判監；展示在災難現場的拾到
的遺物
譚作人的維權經過及被判監，他認為要為遇難學生家長受打壓是受
到社會性的二次傷害
在北川中學的遺址，尹顯英爭取為遇難孩子建立墓碑不果
尹顯英展示遇難孩子姜棟懷留下的遺言；2010 年攝製組訪問姜勇
時，仍未能取回兒子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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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顯英批評內地政府沒有理睬遇難學生家長的意願，為遇難孩子起
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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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華與女兒譚小蒙 2010 年曾想遊行聲援譚作人；譚因自己維權
而影響家人感歉疚
譚作人出獄後受監控，勸說遇難學生家長不要成群上訪，以免徒勞
譚作人認為遇難學生家長嘗試向法院上訴失敗，反映依法維權的路
被堵死；自己則繼續撰寫公民建議書去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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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 10 年，不少災區完成重建，但遇難學生家長心願仍落空

思考問題：
1.

根據節目內容，10 年過去，失去兒子的周興容、尹顯英和姜勇因為汶川大
地震，生活起了甚麼變化？

2.
3.
4.
5.
6.

譚作人為調查豆腐渣工程，付上了甚麼沉重代價？他堅持要為遇難學生討回
公道的原因是甚麼？
汶川大地震發生 10 年，遇難學生家長仍在爭取甚麼？他們用了甚麼途徑去
表達訴求？政府用甚麼方式去回應？
譚作人指汶川大地震造成遇難學生家長「不公平」？他所指的是甚麼？你同
意他的說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你認為內地政府在紀念汶川大地震的舉措與遇難學生家長的期盼形成了甚
麼落差？
從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家長和維權人士的遭遇，反映出中國內地的體制有什
麼不完善的地方？根據節目內容和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延伸閱讀：
1. 通識影片︰鏗鏘集 - 川震十年‧上 未忘人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50
2. 通識概念︰豆腐渣工程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1223
3. 通識概念︰維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
4. 集師廣益︰地震中殺死人的是建築，而不是地震本身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840&mot
her_id=2471
5. 集師廣益︰512 四川地震 3 周年專題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780&m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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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_id=774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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