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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報

日期: 2010-05-03

洗刷國殤之柱逾20人獻花

【本報訊】今年為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支聯會聯同香港大學學生會逾二十多人昨日按傳統洗刷國殤之柱及向國殤
之柱獻花，以表達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及對平反六四的堅持，亦希望喚起大眾對人權及自由的關注。
出席人士洗刷國殤之柱前先默哀一分鐘，早前發現患上肺癌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其後致辭說，希望國殤之柱可永遠
在港大豎立，更希望灣仔金紫荊廣場及北京天安門廣場終有一日也會豎立起新的國殤之柱，呼籲在場人士毋忘平反
六四。

國殤之柱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五日在群眾簇擁中運進港大校園，迄今已十三年，每年進行的清洗活動從沒間斷。柱上
的扭曲臉容象徵被侵犯的迫害的人權，國殤之柱的豎立則宣示尊重人權的訊息。
國殤之柱豎立於港大黃克競平台，港大學生會署理行政秘書鄭丞軒表示，受大學百周年校園工程影響，國殤之柱需
略移到「十米以內範圍」，暫有兩個可行方案，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評估國殤之柱結構，確保工程期間及遷移時不
會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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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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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心願：國殤之柱放天安門廣場

【本報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1周年，支聯會及學聯等代表昨日按照傳統清洗及重髹國殤之柱，並獻上菊花悼念當年
的死難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表示，希望國殤之柱可永久擺放在港大校園，並期望日後在天安門廣場擺放一個大型
的國殤之柱，讓全中國人民都能憑弔六四烈士。
20多名支聯會及學聯代表，昨日按照多年來做法，在五四運動紀念日前夕到港大洗擦國殤之柱，並進行默哀及獻花
，悼念六四死難者。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表示，現時有三個願望，其一是希望國殤之柱能永久擺放在港大校園，「97年當國殤之柱送來香
港時，幾乎無容身之所，係當時港大學生會發動全體學生公投，決定將佢擺喺度。」他表示感激學生當年的努力才
能為國殤之柱找到容身之所，又認為雖然雕塑要因應校園改善工程移位，但只要仍能在校園內矗立便可。
周三與警商六四安排
司徒華又說，希望日後灣仔金紫荊廣場上也可放置一個較大的國殤之柱，讓海外遊客到港後能在此悼念死難者；他
又指，心裏仍有一個願望，是在天安門廣場上能放置一個巨型國殤之柱，「到時候所有國內嘅人民都可以憑弔當年
嘅民主烈士，知道愛國民主精神。」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指，六四21周年臨近，未來數個星期五都會舉辦中國國情講座，由中國問題專家講解內地的民
主及民生議題。他又稱，已向警方申請舉辦5月30日的六四遊行和六四當晚的集會，相信活動會一如過往順利舉行
，但由於去年參加集會人數超出預期，逼爆維園及附近一帶道路，故本周三與警方開會時要再討論集會當晚的人流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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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日期: 2010-05-03

清洗國殤之柱

三十多名支聯會與香港大學學生會成員，昨按傳統清洗位於港大、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的國殤之柱，並獻上白菊花
致哀。港大學生會署理行政秘書鄭丞軒表示，國殤之柱會在港大學生會大樓重建期間暫遷，最快於今年底進行，稍
後將安排工程師進行勘察。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表示，希望未來香港金紫荊廣場及北京天安門廣場，都能擺放國殤之柱，並寄語港大學生要捍衞
國殤之柱在港大屹立不倒。莊振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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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日報

日期: 2010-05-03

國殤之柱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與港大學生會成員昨洗擦「國殤之柱」，他說有三個願望，希望「國殤之柱」能在港大永久
安放，並屹立在灣仔金紫荊廣場及北京天安門廣場，讓人民紀念民主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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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

日期: 2010-05-03

洗刷國殤之柱

今年為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支聯會聯同香港大學學生會逾二十多人昨按傳統洗刷國殤之柱及獻花，以表達對六四
死難者的悼念及對平反六四的堅持，亦希望喚起大眾對人權及自由的關注。 （何天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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