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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來傘擋 守住燭光
六四晚會提早結束 支聯稱 15 萬人出席

無懼風雨

今年維園六四晚會引起風風雨雨，晚會 8 時開始，港島東區 7 時 45 分突然下起滂沱大雨，
分突然下起滂沱大雨，15
15 萬市民撐起雨傘，守護
萬市民撐起雨傘，守護「
「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燭光。天文台表示，
光。天文台表示，7
7 時 45 分至 8 時 45 分東區錄得 38 毫米雨量，屬全港各區之冠。
（李澤彤攝）

「無 論 雨 ， 怎 麼 打 ， 自 由 仍 是 會 開
花。」唱了多年《自由花》的香港人，
昨晚在維園親歷歌詞意境，在 「愛國」
口號及 「本土派」杯葛的風風雨雨，加
上傾盆大雨下，支聯會宣布有 15 萬人冒
雨出席六四 24 周年悼念晚會，警方則稱
有 5.4 萬人。
市民築起傘海守護燭光，大多在狂風
暴雨下仍堅持留守，縱然音響已因雨水
來襲失靈，但人聲在雨點交錯下接力高
喊「平反六四」，有市民表示「打傘是為保
住這一點燭光，不是為自己擋雨」。支聯
會最終在近 9 時提早結束晚會，但認為
這點點燭光已足以懾住北京。 明報記者
支聯會今年舉辦六四晚會前，因 「愛國愛
民」 的口號捲入爭議，更有本土派另起爐灶在
其他地方舉行悼念活動。不過，出席燭光晚會
的人潮未有減退，維園 6 個足球場早於昨晚 7 時
半已經爆滿。大會聲稱有 15 萬人出席，在暴雨
下人數較去年少 3 萬（見圖）。

「來維園非為支聯 只為堅持信念」

留守市民：比 89 年 8 號波不算什麼
一直留守的張先生表示，與同伴在大雨下
「一直都無郁過」 ，又稱對比起 1989 年大遊行
當日颳起的 8 號風球，昨日的雨勢不算什麼。
他又認為，延續維園的燭光非常重要， 「打傘
是為保住這一點燭光，不是為自己擋雨」 。
林氏夫婦帶同了 11 歲兒子留守，他們認為堅
持很重要，擔心現在的政治環境會令人漸漸淡
忘歷史，故希望讓兒子知道更多，今次正好能
讓他 「感受平時不能經歷的經驗」 。
李卓人在會後表示，因晚會提早結束，未能
如期播放天安門母親、李旺玲及王丹等人的錄
像講話，但看見大家冒住大雨仍堅守，令他非
常感動，「大家堅持的精神，相信北京已經看
到」。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補充，過去如 2005 年的
晚會，亦曾因下雨而提早完結。他說昨日的雨
下得太急，工作人員來不及遮掩音響。

「永不放棄」傾盆大雨未有蓋熄六四點點燭光，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持燭光者）
及其他常委冒着大雨，高呼「平反六四、永不放棄」。 （盧翊銘攝）

正當參加者坐滿全部 6 個足球場
及旁邊的草地，水卻浸至近腳眼位
置，參加者唯有站起來，但不消 10
分鐘還是全身濕透。燭光一下子滅
了，大家忙着護着還未熄滅的蠟
燭，好再傳開去。有老翁索性用紙
托包着電筒代替燭光，也不願燈火
熄滅。第 4 次來維園的陳先生說，
一直撐着不走，暴雨下感受特深，
有着風雨不能動搖的堅持。

天安門母親：六四仍像「拮到身上的疤」

李克強：
貿易戰沒有贏家

雨中舉牌

有備而來、穿上雨衣的叔叔，無懼風雨，高舉 「平反六四 還我民
主」 紙牌，相信是每個六四晚會參與者的心願。
（盧翊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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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原定播放六四難屬陸燕京的講話，她
在六四發生至今 24 年後，才於今年加入 「天安
門母親」 。她說，其丈夫張琳認為當年的北京
學生抗爭是為國家好，天天為他們送水，但在 6
月 3 日當晚卻被槍打中肝，再也沒回家。她惋
嘆，自己在六四後精神都出問題，張琳父母亦
相繼去世，至今每想起六四，仍像 「拮到我們
身上的疤」 ，批評中央： 「我們的親人都死
了，你沒有問，還給定成 『暴亂』 ！」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則在發言稿中回應愛國爭
論，指 「愛國」 包含參與及批判，並非單愛黨
或政府，希望港人能體會什麼是 「愛國」 ，從
參與及批判的角度貢獻更大的力量，堅持下
去。
【相關新聞及評論刊 A4 至 A8、A19】

天 文 台 昨 晚 7 點 45 分 至 8 點 45
分，錄得維園所在的東區有 38 毫
米雨量，屬各區之冠。暴雨突襲，
有人躲到通往中央圖書館的天橋下
避雨，卻未有撤離的意欲，橋下有
人不停大叫 「平反六四」 ，靜候雨
勢轉弱時回場。葉氏夫婦帶着 8 歲
兒子去附近換衫，事後卻是兒子喊
着要回場內，最終留守到最後。

坐下後水浸至腳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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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突襲
走的少 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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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0 多名年輕人將 「從未忘記」 、 「敢於回
憶」 的旗幟掛上單車，由油麻地踩到維園。成
員之一 Herman 說，相信只有集合所有群眾，
才能向北京表達更鮮明的信息， 「我來維園不
是為支聯會而來，而是為悼念這件事。六四不
是一件開心的事，亦非嘉年華會，我不期望支
聯會『畀嘢我睇』，來只為心中堅持的信念」 。
不過，晚會開始前 15 分鐘，突然下起大雨，
雨勢更愈來愈猛，現場音響更突然失靈。出席
者紛紛打傘，支聯會成員則冒雨在台上高舉勝
利手勢並喊口號，在前排的多個大學學生會的
成員亦接力高呼，希望將口號傳往後方。
「不怕風，不怕雨，為民主，堅持到底！」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隨即帶領一眾常委，在不擔
傘下由維園台前走到台下，沿途以大聲公帶領
市民喊口號，並為市民打氣。廣東話的口號聲

與普通話交纏，傘海守護了燭光。沒有了大會
音響，有市民自發帶頭唱《自由花》，義工則
推着流動音響，讓市民聽到台上發言。
李卓人及學聯成員其後手持燭光上台，宣讀
大會宣言，在雨勢減弱下，李又一度呼籲市民
移開雨傘，讓世界看到維園的燭光。工作人員
一度重啟喇叭，但不到數十秒又再失靈，李卓
人最終提前在 8 時 50 宣布結束集會，但大批市
民依然留守，不斷高唱民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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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音響 自發哼起《自由花》
突然下大雨，有部分人選擇提早
離場，但走的人少，繼續前來的人
潮更盛，由港鐵站進維園的人潮至
大會結束後仍一直未息，大會需呼
籲市民經天后離開，讓遲來者能循
銅鑼灣入口進場。有些人走到鄰近
的中央圖書館暫避，但雨勢稍細一
點，他們又走回球場。
大會的音響濕了、壞了，現場沒
了廣播，市民開始哼起《自由
花》，愈唱愈響亮。堅持了多年的
市民都說，風雨更顯出港人對平反
六四的堅持。

穆斐文：
未列餅數不理想

iBond 熱賣
券商錄 4 萬人借孖展

A11

B2

‧總機：2595 3111 ‧廣告部：2515 5426 ‧報料：2595 3164、9181 4676 / inews@mingpao.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