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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四分
一個世紀前，中國只差一步就可

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度，真正晉身成為繁榮富
強的大國。可恨的是，當年的當權者選擇殺
戮，粉碎了全中國人的自由夢。到今天，中
國淪為一個窮得只有錢的地方，當權者盡是
貪污腐敗，黎民百姓受盡欺壓。道德敗壞的
情況比25年前更嚴重。中國愈見保守，平
反「六四」的困難就愈高。然而，「六四」
這瘡疤不只是留在上一代人身上。雖然新一
代包括我未曾親眼見證89年的「六月飛霜」
，但坊間有不同的紀念方式向下代傳達「六
四」的真相和精神，本特刊的主題正是採訪
不同紀念「六四」的藝術和方式，希望為薪
火相傳略盡綿力。「六四」一日不平反，這
傷口會世世代代留在我們每人身上。我們相
信只要堅持，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
花，而歷史將會為我們作見證。

另外，廿五年後的今天在海峽的對岸，
台灣的學生也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可幸的是
悲劇沒再重演，雖然仍有流血事件，但「太
陽花學運」始終成功迫使國民黨政府正視民
意。歷史的寶貴就是它會不斷重複，好令人
類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今天的國民黨
雖然腐敗，但至少退還出討論空間，沒再成
為滿手鮮血的屠夫。但願對岸的共產黨早日
有勇氣智慧改過遷善，平反六四，還所有中
國人應有的民主自由。

編者的話

03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市民及學生在
天安門廣場自發悼念胡耀邦，同時公開申訴反
特權、反貪污、反官倒，要求與政府對話。

數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提出民
主改革等訴求。3 名全國人大代表會見靜
坐學生及接收請願信。

學生赴中南海新華門外靜坐，要求與領導
人對話。

凌晨，公安以武力驅散新華門外學生，
300 名學生及一名香港記者被打傷。

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
課；上海、西安、南
京等城市均有響應。

《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
反對動亂》社論，指學運是「動亂」，
學生的活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4 月 28 日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北高聯）
成立，提出「與政府直接對話」的要求。

國務院官員首次與學生對話，稱「四．
二六」社論非針對學生。

北高聯發表《致全國各界書》及《告香港同胞書》，
呼籲齊心支持學運，要求政府坦誠、平等、開放地
對話。

國務院拒絕北高聯早前提出的對
話條件，指有海外反共組織在幕
後挑動學生搞事。

五四運動 70 周年，十多萬名學生遊
行至天安門，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
加入聲援，全國各地響應。

數千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
食請願。

絕食行動升級為絕水絕食行動，超
過 300 名學生不支倒地。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發表聲明：肯定學運愛國，呼籲同
學停止絕食，聲言絕不「秋後算賬」。

國務院總理李鵬會見絕食學生代表，雙
方不歡而散。

凌晨，趙紫陽到廣場慰問絕食學生；學
生當晚結束絕食，改以靜坐形式請願。

凌晨，李鵬稱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
將學運定為動亂，宣佈北京部分地區實
施戒嚴和新聞封鎖；廣場學生宣佈絕食

抗議。

軍隊開始分批秘密進城，包圍廣場一帶。

戒嚴部隊不理民眾攔阻，強行進逼廣場，
長安街死傷無數。

凌晨 2 時，大批戒嚴軍隊包圍天安門廣
場，學生和民眾被趕到人民英雄紀念碑。
學生代表與軍隊談判，要求讓學生安全
撤離。

凌晨 4 時，學生還沒撤出，廣場的燈全
部熄滅，戒嚴軍包圍紀念碑。軍人以機
關鎗瞄準學生。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
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廣場上數百
個帳篷及民主女神像被輾毀。

早上和下午，軍隊繼續向聚集的民眾開
槍，傷亡人數難以估計。

軍隊仍在廣場駐守；北京青年王維林隻
身攔截及攀上坦克。

（資料及相片來源：支聯會）

（網絡圖片）



馬少方等多名民運人士

被判囚。
王丹等多名前學運領袖

被判囚。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及多名民運人
士被判監。

於 89 年塗污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像被捕的喻東
岳，於獄中寫了「平反六四」後毒打成瘋；也
有異議人士在天安門廣場高舉「平反六四」標
語後被送進精神病院。

曾參與民運「北京之春」的秦
永敏等人發表《和平憲章》後

被判勞教。 

民運人士魏京生及任畹町
獲頒「羅伯特甘迺迪人權
獎」。

 
「六四」死難者家屬第一次以聯
署方式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
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及公佈

調查結果。

 
劉曉波發表「雙十宣言」後被
判勞教 3年。

回歸前的香港立法局通過支聯會主
席司徒華提出的「八九民運六四事
件必須平反」議案。

「國殤之柱」首次在維園足球場豎
立。

李鵬卸任總理，轉任全國人大委
員長。

《時代周刊》選出王維林為 20 世
紀國際政壇、革命事業最具影響

力的 20 人之一。
王丹發起「六四」十周年全球簽名運動，收集到來
自全球逾 15 萬個簽名。

司徒華公開與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私下會面的內
容，指董叫他們不要搞紀念「六四」活動。

香港多間大專院校歷史系學生聯署聲明，
要求「六四」事件加入中學中史科課程。

「中國人權」首次依國際公約向李鵬提出訴訟。

一群「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



「六四」死難家屬發表聯署公開信，
要求當局公正解決「六四」問題，
並審訊當年的總理李鵬。 異見人士趙常青因發表「致中共十六大

公開信」而被起訴。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仍有「六四」事件被通
緝的學生領袖在內地被監視。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指要求平反「六四」
的人不能與中央政府溝通。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逝世。

一位「六四」死難者家屬獲政府以扶貧為由撥款
資助；「天安門母親」重申政治問題應由法律解
決，並要求全國人大以專案方式討論、審議、決定
「六四」問題。

民建聯主席馬力發表「六四沒有屠城」
言論，引來批評。

「維權網」報道仍有在 1989 年 6 月鎮壓
後被捕市民至今仍在服刑。大陸 303 名學者、維權及各界人士聯署

《零八憲章》，呼籲中共實行民主憲政。

王丹等 60 名親歷「六四」事件人
士發表民間《「六四」事件二十周
年白皮書》。

劉曉波被正式以「涉嫌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罪」逮捕。

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民主女神像於「六四」集會後於中文大學
擺放。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逝。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王
東海逝世。

支聯會首次向公眾展示六四死難者證物。

「六四」永久紀念館開幕前被指違反大廈
公契。

（資料及相片來源：支聯會）

（網絡圖片）



記者 | 鄭秋玲 何寶儀    編輯 | 黃靜薇

影像詩   定格六四
■由詩人孟浪主編的《六四詩選》。（受訪者提供）



影像詩   定格六四

■結他手K是這次夾歌的靈魂人物，大家都隨著他的節奏唱歌。（鄭秋玲
攝）

■參加者嘗試扮演當年學生絕食身體虛弱的情況。（何寶儀攝）



■樂手「K」另組樂隊唱有關政治題材的歌。他指很多大機構拒絕
用有政治意識的歌。（何寶儀攝）

■這是重演「王維林」擋坦克車一幕。（何寶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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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人山卡啦指紀念六四的《五月三十五日》是自己
最喜歡的作品之一。（何寶儀攝）

■參加者當中有熱愛攝影的人，為大家記下綵排的點點滴滴，各施其
職。（鄭秋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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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他有沒有興趣拍《沒有太陽的日子二》。但舒琪拒

絕了邀請，他不希望只拍紀錄片，而是以一位故事人物

表達中心思想，以戲劇的形式貫穿內容。

當年六四　港人衝擊大
 

　　六四事件發生後，舒琪指香港人的生活起了很大

變化。他表示：「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和我一樣，十分

關心事件的發展。一起床便打開電視台或收音機，經常

和家人朋友互通電話，詢問天安門事件的經過？有多少

傷亡？」舒琪又說，當時市民都十分留意新聞，不止是

主要的新聞報道，下午和晚上的特別新聞亦會追看。一

幕幕浴血的畫面，令他完全失魂落魄，舒琪開始反問自

己，他還可以做什麼，「當時有很多情緒想表達，有憤

怒的，有傷感的。基於自己是一名電影人，便想以紀錄

片去宣洩」。

 

鼓勵年輕人：爭取被奪去的東西
 

　　舒琪認為香港的的政治、地理和經濟環境一直被人

利用，左右派的言論衝擊本土文化。他感慨地指，「如

果有青年人看了《沒有太陽的日子》，發現自己被打動，

那麼你要問自己，為什麼被這部電影的情節打動」。舒

琪認為有人被打動是好事，「這樣你才知道自己是個有

感情的人，更應捉緊這個感動去改進自己，不要過一個

汲汲營營的人生」。

 

　　他續指，香港的年青一輩有很長的路和時間，更不

應害怕爭取公義。他又舉台灣學運領袖林飛帆為例子：

「大不了就坐牢，我相信林飛帆即使要入獄，出獄後仍

是一名大有前途的青年人；我當時也不怕，那麼還有什

麼事情令青年人卻步？一定要奪回已經被人拿走的東

西。」    





港主權移交之際，香港社會亦出現動盪。當時港幣

價值暴跌，更發生搶購米糧、銀行擠提等事件。但

其後，經濟逐漸平穩。到了「八九六四」，市民反

應很大，害怕香港回歸中國，當時更掀起短暫的移

民潮。

   不過，到九十年代至回歸前，經濟發展蓬勃，人

們對社會議題不太關注，「金錢至上」的世界沒有

太多的信念和堅持。崔允信指當時社會環境好，香

港人有很多發展機會，追求物質生活。因為要「搵

食」，香港人少談理想，避談政治，對於「六四」，

更是少說為妙。

無視   不等於不存在

   崔用了數年拍攝《憂》片，記錄香港各式各樣的

重要事件。戲中有場景穿插真實的新聞片段，其中

一段是「平反六四」。崔指縱使當時的香港人對此

事不聞不問，但他仍希望透過電影，將「六四」記

錄下來，讓將來的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認識

及了解這段歷史。

   《憂》片對「六四」的直接著墨不多，但其中一

名女主角 Chris 卻有民運背景，故事講述她曾在北

京讀書，後來「六四」發生而返回香港，她欲回北

京尋找昔日戀人，可惜不敢重回舊地，不想回望過

去。最後，電影沒交代她是否找回戀人。

   崔允信表示，這設定是他故意安排的。他曾訪

問經歷「六四」的北京平民，但他們普遍不願詳述

當時的情景。因此，崔藉 Chris 好幾次畏首畏尾的

態度，其不敢面對戀人、和「六四事件」的記憶，

反映那些平民不欲回顧的心情，同時亦是港人對

「六四」的冷漠。

主流風氣變   聲音單一化

  《憂》片在 2002 年推出後，崔允信認為當時主

流媒體接納這套獨立電影，「當時我們只做了簡單

的宣傳，後來連電台節目都有談論。」他坦言，那

時社會較多元化，主流亦較願意吸納不同聲音。

    2008 至 2009 年，崔允信拍攝另一部獨立電影

《三條窄路》，感到社會的氣氛不同了。當時的文

化產業是多元發展，即使大眾不關心，少數媒體仍

可無顧慮地創作一些敏感議題的作品。但現時，主

流媒體變得單一化，電影一旦加入政治或社會議題，

便容易被邊緣化，亦「容易得罪人」。崔表示，「我

仍然會創作更多獨立電影，刺激觀眾思考，反過來

影響主流思想」。



著名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活生生的舞台藝術能抓住觀眾
的心，使觀眾真實體驗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在觀眾心中留下時間

無法磨滅的痕迹。」一班六四舞台的成員，把六四搬上舞台，延續一份時間
也無法磨滅的精神。繼《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讓黃雀飛》，今年六四
舞台選擇以王丹─這位六四運動學生領袖為主題，訴說他的民運夢。

■《王丹》一劇的導演李景昌指六四的議題可連繫到香港現今的問題。（陳展
希攝）

■《王丹》導演李景昌指，選擇王丹為舞台劇主題，因為他一直沒有離
開過市民的視線，人們知道他一直為六四事件奔走。(陳展希攝 )

記者 | 陳展希    編輯 | 黃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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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20 歲，飾演少年王丹的林泳怡，和很多年青人

一樣，沒有親身經歷過六四，她表示，中學有提及過，也

曾跟從父母參與遊行，因此對六四有更深的認識。來自台

灣，正在演藝學院修讀碩士的何欣旅指出，一開始看到香

港人對六四事件的關心，感到很 amazing( 驚訝 )，「或者

民主的定義每個人都不一樣，但自由一定不可放棄。」

經歷廿五載 連繫現在

「六四講了 25 年，多多少少會有點盲目，但不代表

可以不講，而是要令它重新活起來。」李景昌表示，六四

的議題要有新的盛載，連繫到當今的問題，和當時同一的

信念，「例如好簡單，當時學生反對貪腐，但現在香港一

些高層官員都有懷疑貪腐的事，可看到當中的連繫，一些

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改變，更是變本加厲。」

舞台教育 讓六四相傳

李景昌相信舞台劇可讓六四薪火相傳，六四舞台由

成立開始，持續每年到 20 至 30 間不同的學校上演《在廣

場放一朵小白花》，讓學生知道六四的來龍去脈，了解事

件。「六四舞台主要是想入學校做教育，而新劇只在一些

特別、有象徵性的年度才會上演。」他又指出，「無教育，

年青人或者會選擇不理，但當他們知道整件事，就好像一

言驚醒夢中人，他們不是沒有感覺，而是需要深刻的教

育。」邱萬城也指戲劇可以作教育的媒介，「戲劇可為人

帶來一份感受，令人想知道更多，驅使人自發性地尋找答

案。」

對於學校的自我審查，李景昌指一些學校的確不會

邀請他們去演出，到過的學校數目亦不算多，但他對未來

發展仍然保持樂觀，「學校知道我們六四舞台不是政治組

織，只是做表演，會比較接受，而且現在互聯網普及，大

陸、香港接觸自由、民主的訊息多了，唯有慢慢做。」他

重申相信話劇，能讓新一代認識六四事件和延續六四的精

神。

話劇，可以讓歷史重活，因為我們也不想時間讓歷

史白活了一場。

新劇《王丹》表現人性面

《王丹》一劇的導演李景昌指，「六四舞台在六四

20周年成立，曾經三次以六四為主題創作劇目，已經建立

了我們的訴求。來到 25周年，不想硬梆梆地講政治法律，

或口號式地叫平反六四，而是更著重表現王丹人性化的一

面，希望引起觀眾的共鳴。」

為《王丹》一劇，演員、編劇、導演等一行六人到

台北探訪王丹，各人異口同聲指，王丹其實也是普通人，

有喜怒哀樂，有一般的喜好，李景昌指，「對一些走得前

的人，我們或者會賦予英雄的印象，但人始終是人，並不

是打不死的。」李景昌又指，王丹給了兩個很重要的信息

他們，一是「薪火相傳」，二是「做有理想的事」。劇中

其中一位演員何欣旅說她在王丹身上看到夢想之大，「當

夢想夠大，要走的路就可以很遠，所以他 (王丹 )可以用

一世爭取下去。」

心中公義 放上舞台

說到對六四的感覺，李景昌指這是「潛在係人心中

的公義」，但這份公義容易會被歪曲和遺忘，「但藝術工

作者不同的是更會面對自己，唔會呃自己，要追尋自己相

信的公義」，喜歡藝術的人都以他們擅長的方法，如唱歌、

肢體，表達他們對六四的感受，而李景昌則選擇手抱胸前。

「至今我仍然相信平反六四，爭取民主，是公義的。」他

肯定地說。

「我係王丹。」

在《王丹》一劇中，三位主角 | 都有一句對白「我

係王丹」，王丹或許代表著一份精神，在這劇三位跨年齡

和地域的演員身上，我們都看到他們對六四的精神。在劇

中飾演成人王丹的邱萬城指，自己現在 51 歲，25 年前也

就是他 25 歲的時候，親眼目睹六四事件的發生，「我在

八號風球上過街，喊過，和街頭的人一齊唱過歌，25年正

好是一個 double，希望自己可為這段經歷做一個總括，亦

是時候展望如何薪火相傳下去。」

■《王丹》一劇的演員和工作人員討論劇本。(陳展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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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簡單的一句話，道出無數人在 1989 年六四學運時的心
情。文字的力量往往來得深刻和久存。 二十五年來，本土文人以詩歌、散文、小說和評論，一筆
一字的記錄當年六四發生的每一件事，將歷史保鮮。

　　香港，在整片中國大陸之中碩果僅存的自
由土地，暫且尚有選擇紀念六四的自由、權利
和空間。香港文學雜誌《字花》於 2011 年集
結 130 首詩作，64 名作者，出版《一般的黑
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證明香港仍
有許多有心有力的文人，願意揮動他們的筆
桿， 我 手 寫 我 心。 今 次 邀 約 其 中 兩 位 曾 出 版
六四詩、小說和散文的文人－崑南和羅貴祥，
談談他們的「六四文字夢」。

文字功夫．銘記於心

　　選擇以詩敘事，崑南指最大的原因就是希
望讓歷史歷久常新，「文學創作是需要咬文嚼
字，每字每句都要『諗過度過』，所以一首好
詩和一篇好文往往能夠深刻的留存在人心中，
相反一張好的照片或電影，即使過了 10 年、
20 年，也會容易被人遺忘或模糊」。

　　羅貴祥憶述 1989 年六四前夕，眼見同年
紀的北京學生參與社運，他卻身在香港，頓時
有種無力感。作為研究生的他，決定拿起筆桿，
以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詩文來抒發愛國之
情，《名字的運動》就是他當年的作品。羅貴
祥身邊更有朋友走到北京支援學生，種種方法
表達港人對祖國同胞的關心，同時標誌着港人
從支援的旁觀角色，走入參與運動的主體。

一樣的時間．不一樣的時空

　　說起六四，兩人均記憶猶新。崑南指自己

跟 很 多 香 港 人 一 樣， 在 家 中 電 視 機 前 看 着
新聞直播天安門的情況，王維林用身軀擋
着 坦 克 車 一 幕， 使 他 不 禁 流 下 男 兒 淚。 羅
貴祥亦同樣表示難以接受，「當時很天真
地相信，中國會有改革的機會。眼見群情
洶湧，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學生在廣場集
會的情況、悼念胡耀邦活動和遊行示威等，
當時的集會更一度像嘉年華，人們唱歌跳
舞。怎會想到有天坦克車真的開進了長安
大街，甚至將槍口指向人民」。當時各方
團體發起一個又一個的簽名聲援活動，羅
貴祥亦決定以文字，寫下《名字的運動》 
，反思簽名的意義。

六四情人．愛恨交纏  

　　兩位文人，不約而同地於作品中，將
「六四」比喻為愛情。崑南指他對中國的
情感，就好比遇上一位心儀的姑娘，外表
姣好吸引，但接觸久了才發現她愈來愈多
醜陋的地方；羅貴祥則認為談戀愛一般是
愛 恨 交 纏、 糾 纏 不 清； 即 使 十 年 過 去、
二十年過去、二十五年過去，人民跟六四
的關係依然是「記憶與遺忘的對峙」。

■羅貴祥笑言現時已甚少寫詩了，若朋友邀請，仍會樂意奉陪。（陳
家恩攝）

■崑南自五十年代開始創作，曾撰寫不同專欄，並先後創辦多份
文學刊物。他與西西、蔡炎培同輩，為人低調。（照片由受訪者
提供）

記者 |陳家恩  編輯 |黎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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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認為平反是發夢。。。

　　六四學運發生至今經歷二十五載，見證過天安門
事件的崑南和羅貴祥坦言不敢對「平反六四」抱有期
望，不過他們仍堅持以創作記錄歷史。羅貴祥說：「至
少讓我們下一代知道，甚麼是『六四』，明暸發生甚
麼事。」崑南亦慨嘆，「今天的中國已有太多不公義
的事，六四只會漸漸被埋沒成為其中的一椿」。

　　但願今天的我們，不會將六四當成一個數字、一
個符號。

■羅貴祥有關六四的作品，部分收錄在其詩集和梁文道《打開》的
雜誌中，分別為《那時那節在耶路撒冷》 和《六四不是談戀愛》。
（陳家恩攝）

■《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由本地文學雜誌
《字花》於 2011 年出版，結集兩岸三地共 64 位作家，收錄 130
首詩。（網絡圖片）

■崑南的第一本詩集《詩大調》，獲得雙年獎冠軍，內裏刊載其
六四詩作《六四風景》。（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梁文道創辦的雜誌－《打開》，第二十期正正是六四十週年的刊
物，內容詳細講述六四事件發生的經過。（陳家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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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踏入二十五週年，或
許你會想，除了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還能用甚麼方法紀念？有八十後藝術
家成立工作坊，用行為藝術、聲音藝
術、電影放映會、繪畫等方法讓大眾
透過藝術發表對六四的看法，思考六
四的本質及意義。

除了燭光 我們還能做甚麼？ 

　　「這一代的六四」是由藝術家盧樂謙與幾
位朋友於2009年成立， 當年正是六四事件二十
週年，他們認為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好像「例行
公事」一樣，根本表達不到自己對六四事件的看
法。所以，他們另闢途徑，透過行為藝術，全身
塗上象徵和平、希望及中國人的黃色油漆，用身
體直接表達出六四的看法。「『這一代的六四』
是另一個民間紀念六四事件的方法，希望參加者
透過活動了解不同人對六四的感受，啟發他們思
考。」

　　起初，「這一代的六四」是以行為藝術表達
個人對六四事件的感受。每年的六月三日，他們
也會在銅鑼灣表演行為藝術。盧表示，有一年他
拿著一個坦克車形的鏡映照出身邊的人及其他行
為藝術家的表演，意味著六四事件是一塊鏡，反
映人的轉變，「好像梁振英由當年譴責六四事件
但現在卻變成這樣，可見到人的轉變，也令人思
考為何人會有這種轉變。」

　　其後，由於有更多非藝術界的人如教師、家
庭主婦、的士司機等參與，盧便舉辦不同工作坊
如坦克車製作、陶瓷、繪畫等。當中的坦克車工
作坊是教導參加者製作坦克車，希望參加者可以
把自製的坦克車放在全港不同區域，令更多人記
得六四。電影放映會亦會播放有關六四事件的電
影包括《天安門》、《頤和園》、《憂憂愁愁的
走了》，讓更多人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有
些八十後，甚至是那個年代的人都未必知道六四

薪火
相傳  

記者 | 鄺慧敏 李慧筠    編輯 | 黃靜薇

紀念六四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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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龍去脈，希望透過這些活動令他們更明
白六四的本質。」另外，聲音工作坊就是播
放當年天安門的聲帶，讓參加者耳聽感受當
年發生的情況。

認識六四 喚起對社會的關心
 
　　不少九十後也有參與「這一代的六四」
舉辦的活動，盧樂謙認為這不但可做到薪火
相傳，也希望他們能夠將了解六四事件成為
關心社會的第一步，「他們接觸六四並不代
表會為社會做一點事，但希望他們日後有能

力時會為社會做更多。」盧稱當年六四發生
時只有九歲，所以沒有任何感覺。直至大學
才開始關心社會，了解當年發生的事。他希
望可以令年輕的參加者對社會有一份責任
感。 

回歸本土 重演「碧街事變」

　　由於「這一代的六四」是獨立組織，
只有緊拙的人手，所以每年盧樂謙也會自費
籌備活動。為了避免每年活動相同，他會在
Facebook邀請人義務協助。「不會期望要將活
動舉辦得好大，最重要是對呢件事熱心，錢
方面都係多有多做少有少做。」

　　踏入二十五週年，除了行為藝術之外，
今年將會舉辦「碧街事變」的流動劇場。盧
指，過往六四是在北京發生的事，今年會回
歸本土，希望透過劇場讓大眾了解「碧街事
變」。他們向油麻地街坊搜集暴動的資料，
重演當年暴動的情況。

■每逢6月3日晚上，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會在銅鑼灣的鬧市裡以行為藝術自由表
演，向路人表達自己對六四的看法，沒有硬性規定表演模式。（網絡圖片）

■人來人往的街頭上，盧樂謙重現王
維林站立於坦克車前的一幕。（網
絡圖片）

■除了燭光晚會，盧認為透過不同工作坊，也可以鼓勵大眾思考六四、表達己見。（網
絡圖片）

■除了街頭行為藝術，攝影工作坊向
參加者分享當年相片，希望可以「重
曝六四」。（網絡圖片）

紀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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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黃雅婷  葉考欣     編輯｜ 黃雅盈



六四事件 25 年，有

人漫不經心，有人假裝
忘記，有人念茲在茲。
六四永久紀念館的成
立，化身成那場血染的
風采的影子，在鬧市中
靜靜站著，向路人展示
手中的歷史真相─這個
約 75 平方的小房子載
浮載沉著 16000 張相、
100 多 件 文 物、33 卷
微縮菲林、500 本書、
229 本雜誌，還有，25
年來的守候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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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進富好中心，按
下五字樓，升降機便
帶你到六四紀念館─
那保存着被內地禁制
的回憶的匣子。

6

7 ■步出展覽區，右邊有一幅凹凸的「天安
門廣場」。

8 ■凹凸畫旁邊放置
一尊由藝術系畢業
生製作的六呎四吋
高的民主女神像，
供參觀者拍照。

■以「迷宮」概念設計
的圖書報刊廊，放置了
與「六四」相關的書籍、
雜誌、報章和單張等，

供參觀者翻閱。

9

1
10■在接待處及禮品廊有民運書籍及紀念品

讓參與者選購。

11■參觀者從紀念館離開
時，會接觸到由投射機
映出「平反六四」的字
眼，寓意每個人面對歷

史都無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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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紀念館，面前是一條「歷史長廊」，
帶參觀者穿梭時空。首先佈景板顯示了歷年
紀念「六四」遊行的橫額、旗幟的圖片及文
字。反映廿五年來風雨飄搖，在時間的巨輪
之下，人們未忘六四，為爭取民主自由孜孜

不倦。

2

3 ■影視室的專題展覽每半年更新一次。是次
以「天安門母親」作專題，播放着「六四」
及「天安門母親」群體《探訪紀實》選輯，
道出她們平反六四的渴望。

4■從影視室出來便是中央展區，是博物館的核心。展區中間懸掛的桌子放置「天
安門廣場模型」、「六四」相片，讓觀眾可以親手「揭露」歷史真相。投影機
將六四當晚天安門廣場的影像投射於桌上，有的學生抗議示威、有的頭破血流、

有的被坦克輾過……一幕幕觸目驚心的畫面，沒有言語，卻最震撼人心。

5



      
    沿著歷史廊一直走，來到轉角的白色房間，長長的房子投映著影片，影

片中老婦坐在老式房子，悲傷而迷糊地吐著話，眼睛泛淚，眼角落下的
是歲月烙下的紋路－－她們是「天安門母親」。二十五年前痛失子女，
二十五年後她們提到孩子仍然落淚。房子同樣有位老人，每當影片播映
完畢，他就按下重播，使母親的眼淚不被遺忘。七十七歲的朱世勳：「我
願把我僅餘的時間獻給了六四，我會一直等待平反那天。」

　　朱世勳在北京讀大學，1989 那年，他回流香港工作多年，白天做翻譯，
晚上兼任西班牙文老師，現在朱仍在教西班牙文，一切看似沒大改變，但從
知非之年邁進杖朝之年，二十五年光陰如白馬過隙，「過去再久，這筆債都
要清算。」他眼神堅定，「那些被殺害的學生，流過的血都是証據。」

　　朱世勳參加六四晚會，從燭火中悼念國殤；第一屆六四紀念館成立，他
摸道而行；因參觀後心中感動又在第二屆紀念館成立時擔當義工；現在六四
紀念館終於找到永久的場地，他又幫手在影視區中操作影片放映──「紀念
館應延續下去，讓更多人看見。」朱續說，「我可能看不見了，所以趁現在
要多做點事。」說畢，他又按下重播。







■除立法院內設置媒體區發放即時訊息，場外亦有團體設立資訊區。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宇碩認為港台的歷史背景差異是影響兩地社運發展的
主要因素。（張馨文攝）

■張秀賢表示香港缺乏一個肯認錯的政府。（張馨文攝）

台民主歷程長 社運土壤肥沃
   回顧台灣歷來民主運動歷史，堅持抗爭、百折不撓是他們的核心。1895 年至 1945 年間經歷「日治

時代」，蔣渭水、蔡培火、林獻堂等人組織、參與文化協會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發起多次台灣議

會請願運動，彰顯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抗爭光芒。1948 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初期，政府大規模逮捕及槍

決學生爆發了「四六事件」，至中壢事件後，黨外運動開始重生，發動新一輪民主運動。

   1949 年底，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撤至台灣後，國民黨執政，以穩定及

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為由，持續在政治與社會方面對人民實行高壓統治，無數反對者受到迫害。但在高

雄事件和美麗島大審之後，經過有志之士的犧牲和抗爭，喚醒民眾對民主的需要。「野百合學運」、

推動總統直選等行動，讓台灣民主運動帶來真正的政制改變，逐步讓民主文化生根、發芽、成長。

   鄭宇碩指台灣充滿「悲情」的歷史背景使台灣人對政治投入感較強烈，兩黨輪替亦令人民有更清晰

的政治立場，所以台灣人的政治參與度一直頗高。鄭追溯台灣歷史說，國民黨時代的台灣人會接受反

共教育，同意國民黨政府政治理念的人會選擇從政，加入國民黨或「反共救國團」等的組織，而國民

黨也鼓勵人民參與由黨組織的社區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台灣人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極

為不滿，埋下了社會抗爭的種子。 

   而台灣的兵役制度，即 18 歲以上的男性都必須服兵役。鄭解釋「當兵」無疑加強了他們對台灣的

認同感，使他們願意為國家付出。相反，香港人有很強的逃避心態，「安全筏是港人的安全筏。香港

大部分人持有外國護照，特別是中產。香港出事，他們會覺得大不了就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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