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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 17 时，阳光依然刺眼。宛
平城边，卢沟桥上，一位穿着深色短袖衬
衫的老人，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缓缓走
来。“宛平城墙上的弹坑是谁炸的？干了
这么多坏事的是什么人？”“日本鬼子！”
语调苍老的提问，稚嫩中透着清脆的回
答，让过往的游客驻足凝听。

这位给孩子们作讲解的老人，就是
新中国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镇第一任镇
长郑福来。世居卢沟桥西桥头的他，已
经 84 岁高龄，目睹了“七七事变”的
血雨腥风，亲历了抗战的艰辛岁月。64
年来，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卢沟桥上作
义务讲解，接待过 70 多个国家的外宾
和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如今，他仍坚持
不懈地用一个亲历者的讲述，传承着民
族的记忆。

记忆

从卢沟桥西桥头西行百米，就是郑
福来的家。门前只隔一条小马路的岱王
庙，曾是二十九军守桥官兵的驻地，“七
七事变”后成了日军的兵营。

郑福来记得，二十九军驻防时，一队
队士兵排着队唱着歌打他家门口经过，
在附近的空地上操练大刀。明晃晃的大
刀上下翻飞，刀把上的红绸子随风飘舞，
一个个小伙儿特光彩！因为爷爷时常帮
驻军做杂务，小福来也跟着出入兵营，

“当兵的还给我戗面馒头吃。”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枪炮声把年仅 6

岁的小福来从梦中惊醒，“也许又是小日
本演习呢。”他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天亮了，他想背着新买的书包去私塾上
学，却被父亲一把拽住：“还上什么学？！
日本人打进城了！”

懵懂的孩子并不懂得这句话的意
思。当他溜出家门，看到街坊四邻的大
爷大妈们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不
远处有人号啕大哭。原来，头一天还一
起玩耍的邻家小哥哥四春子，被落下的
炮弹炸开了肚子，没送进医院就断了
气。“要是没死，他也将近 90 岁了。”回忆
起那一幕，老人眼圈仍然泛红。

在枪声炮火中，胆大的小福来在门
口看着二十九军增援宛平城。附近的工
人、农民都帮着修筑工事，用盛粮食的麻
袋灌上沙子，码在要道路口。

因为离驻军近，炮弹不时落到房前
屋后，奶奶让他顶着锅盖跑，和母亲妹妹
一路逃往长辛店镇、河北保定。走过长
辛店时，他们看见，一个小树林中停放着
保家卫国牺牲将士的遗体。母亲蒙上了
他的眼睛，悄悄告诉他，其中好多人你都
认识。

北平沦陷后，缺吃少穿的郑家人作
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回家！

郑福来永远无法忘记归途中的所见
所闻。“到处都是尸体。”说完这句话，老
人沉默半晌，浑浊的双眼凝望远方。路
上，大人们叮嘱：“闭上眼睛拉着大人的
衣襟走路！”好奇心让他悄悄睁开眼：到
处是土坑废墟，还有成堆的死人，“全是
被日军杀死的无辜百姓。”卢沟桥西桥头

站上了拿着刺刀的日本兵。
郑福来清楚地记得，晓月碑亭后，13

人被日军集体杀害；吴振山的二叔经过
日本岗哨没给鬼子行礼，被一刺刀捅死；
郭均的爷爷在河滩捡柴火，被日军试新
枪打死；金辉到河里打鱼，鬼子硬说他是
八路军，放狼狗把他咬死了；村中妇女被
日军强奸的更不在少数⋯⋯

侵略军在宛平城里为所欲为：村民
不得随意出村，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粮
食、布匹、棉花、煤油，特别是药，都被控
制起来，老百姓只能吃发霉的杂粮磨成
的“共和面”，有时连这都买不到；铜铁要
上交，连木箱上的合页都被收走；为了活
命，乡亲们只能挖野菜、吃树叶。

但八路军游击队和当地居民一直与
日军进行斗争。游击队神出鬼没，今儿
端了日伪军的炮楼，明儿把据点的鬼子
杀了。“面对强敌，中华民族始终不屈不
挠！”郑福来说。

捍卫

新中国成立后，郑福来已经是个大
小伙子了。世居于此的他一直在卢沟
桥、长辛店一带工作，担任过卢沟桥镇
镇长。

郑福来第一次作解说，是 1951 年接
待美国友好人士、著名记者爱波斯坦，

“我给他讲‘七七事变’，又带他看了城墙
上日本人留下的弹痕。”

为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此后郑福
来找了很多老人，搜集他们当年的所见
所闻，丰富自己的解说材料。他找到曾
经在日伪收容所里看门的范大爷，了解
到当时收容所里潮湿人多，连饿带病死
了 300 多人。因为有病没药治、肚里没
食，生灵涂炭。村里的老人撸树叶挖野
菜，时常见到倒地而亡的尸体。每次讲
到这些，老人都难掩悲愤之情。

补充了众多“老人言”，自学了卢沟
桥、宛平城的历史，郑福来的讲述中，多
了“七七事变”前日军包藏祸心的种种试
探，有了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和驻军营
长金振中与日军的斗智斗勇。“雨季时，
永定河水大浪滔天，卢沟桥是通往南方
各省的咽喉要道，北边不远就是平汉铁
路桥⋯⋯”只要郑福来一开腔，人们的注
意力就会立刻被吸引过来。

在 卢 沟 桥 地 区 ，郑 福 来 非 常 有 威
望。几十年来，他一直尽自己所能，精心
呵护着与历史有关的一砖一瓦。“郑哥是
我们镇长，老百姓对他挺佩服！”老邻居
张耀眼中的郑哥，没私心、工作特别认真
负责，“他的子女，没一个到工厂、机关工
作的，名额都让给街坊四邻。”

宛平城墙上的弹痕、豁口是日军侵
略的铁证。解放后大搞养猪业，有人要
拆城砖垒猪圈。“不行，一块都不行！”
郑福来严厉制止。宛平城城墙几次大
修，他在一线监督工程进展，并特意请
示主管领导，把城墙上的弹坑弹痕保留
了下来。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出于对这

段历史的敬重，郑福来不管刮风下雨，还
是烈日严寒，只要有空，都会到卢沟桥上
为游客讲解抗战史。卢沟桥，从东走到
西 266.5 米 ；宛 平 城 ，从 东 走 到 西 640
米。这段近 1 公里的路，郑福来风雨无
阻地走了 64年。

曾经有一个日本人来参观，在村西
指着不远的岱王庙问：这是什么地方？
郑福来告诉他：“这曾是日军的军营。我
小时候经常看到日本人排着队从这里出
发，到处杀人，无恶不作！”那人说：“我们
日本人不会无故杀人的！”他的意思是，
中国人不反抗他们就不会杀人。“野狼到
你家里撒野，强盗到你家里抢劫，你反不
反抗？”郑老毫不留情地反驳，那个日本
人直点头，“你说得对！”

坚守

如今，郑福来是远近闻名的“镇长讲
解员”，众多国内外参观者慕名而来；他
时常去军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义
务演讲。只要有人邀请，老人绝不推脱，
也从不收一分钱。2010 年 8 月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65 周年时，他在一个月时间里
接待了 40 余家国内外媒体。郑福来说，
这是他作为亲历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有一次老人乘坐出租车，司机得知
目的地是宛平城时，自豪地说：“我年轻
时去参观过，一位镇长给我义务讲解抗
战史，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郑老安静
地听着司机深情的回忆，脸上露出欣慰
的笑容。

“镇长讲解员”的声名越传越远，越
传越响，成了卢沟桥的一个标志。如今，
他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

仍坚持每天往返卢沟桥，为游客义务讲
解。只要是讲抗战故事，老人从不喊累。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要
讲，还是放不下？”郑福来道出心里话，

“我老了，受过了，我眼看着日本人的侵
略罪行，那种历史不能重演。我有义务、
有责任让年轻人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坚持啊，必须
坚持！”

“他对这件事特别认真。”郑福来的
弟弟郑福龙对老人的这份坚持体会很
深。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份执著，这位耄
耋老人依然耳聪目明。

除了作讲解，郑福来还是一位耐心
的“师傅”。生于 1987 年的张妍是郑老
前不久收的“徒弟”，她是土生土长的卢
沟桥人，在抗战雕塑园当讲解员。老人
把自己的讲解经验倾囊相授，叮嘱她“不
光讲卢沟桥的历史文化，还要有那段抗
战史”。比如，面对小学生要多讲一些小
故事，讲卢沟桥的传说或者抗战英雄人
物；面对军人就重点讲当年的军人是如
何流血牺牲的；跟日本人讲的时候必须
如实讲侵略罪行，也必须得讲我们愿意
和日本人民友好的态度⋯⋯

张妍学得很认真；“老人讲解经验非
常丰富，他把他的经验，遇到过的一些让
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告诉我，教我如何去
应答。老人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留下
来，让我们继续去讲述。还经常督促我，
要多读书多看报。”

采访一结束，郑老又到卢沟桥上去
做讲解了。“那段苦难而不屈的历史一
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活一天就要讲一
天，能活到 100 岁，我就讲到 100 岁！
既然承诺我就坚持到底！”老人说，这
么做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国人能牢记这
段历史，奋发图强！令他感到欣慰的
是，那段血泪史就像宛平城上的弹痕，
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
心中。

“七七事变”亲历者郑福来义务讲解卢沟桥抗战史64年——

“活一天，就要讲一天”
本报记者 杨学聪

让世世代代铭记
杨学聪

图① 8月 20日下午，卢沟桥头，参加中铁城建集团分公司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听郑福来（中）讲抗战史。

图② 郑福来（左）将多年搜集的资料交给徒弟张妍。图③ 在家中，郑福来声情并茂为记者讲述抗战史。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③③

①

②②

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卢沟
桥 上 的 石 板 路 早 已 凹 凸 不
平。郑福来脸上一道道风霜
雕刻出的纹路，同样深刻而醒
目。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
郑福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
日严寒，只要有空，都会到卢
沟 桥 上 为 游 客 讲 解 抗 战 史 。
他也一直尽自己所能，精心呵
护着与历史有关的一砖一瓦。

“那段苦难而不屈的历史
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活一
天就要讲一天，能活到 100 岁，
我就讲到 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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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今年 37 岁的王坤是山东临沂市临沭县交警大队负
责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民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涉及事
故当事人切身利益，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执法工作的难
点。为胜任这项工作，王坤为自己配备了一副特殊的

“心”和“眼”。

一副好心肠

王坤在日记中写道：“群众无小事，点滴见真情；执法
公不公，群众的眼睛是杆秤。遇到困难时，群众最信赖的
就是警察。所以，只要是群众的困难，我就应该千方百计
去帮忙解决。”为兑现这些诺言，王坤付出了血的代价。

2012 年 6 月 20 日晚 9 时 40 分，临沭县振兴南路发
生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由于是单方肇事，现场相对简单，
王坤和同事很快完成现场勘查。就在王坤完成任务准备
离开时，一辆面包车突然斜着飞奔而来。站在王坤身边
的事故当事人亲属高某因背对该车，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毫无察觉。眼看面包车逼近高某，来不及张嘴呼喊的王
坤，伸出双手竭力将其推向路边。眨眼间，面包车带着强
大的冲击力，将王坤重重地撞出 13米多远。5分钟后，一
身血污的王坤在同事的呼唤声中醒来，他开口的第一句
话是，“那个人（高某）没事儿吧？”然后对赶来的医护人员
说，“先抬那个人⋯⋯”后经现场勘查查明，肇事的面包车
前部严重变形，车主系醉酒驾车，当时意识完全模糊。而
王坤身体多处受伤，仅伤口缝合就用了三个多小时。

危急时刻，王坤用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人民
警察爱人民的内涵。这舍身一推不是偶然的，熟悉他的
人都知道，王坤有一副“菩萨心肠”。2009 年秋，临沭县
的沈某骑摩托车与一辆小货车相撞。在现场勘查的王
坤，怎么也联系不上沈某的家人。看着倒地深度昏迷的
沈某生命垂危，他二话没说将其送到医院，并垫付了 500
元治疗费。在医院昏迷两个多月才脱离危险的沈某几经
周折才打听到，王警官不但救了自己，还给自己交了治疗
费，感动得在病床上哭出声来。事后，当家境贫困的沈某
借钱还给王坤时，王坤说什么也不要：“你先养好身体，这
点钱算我借给你的。”

火眼金睛

王坤常说，侦破交通肇事案件，必须炼就一副火眼金
睛，将经手的案件都办成板上钉钉的“铁案”，才能无愧于
头上的警徽。

今年农历正月初二晚，临沭县兴大东街发生一起一
辆机动车将两名行人撞成一死一伤后逃逸的案件。经过
一夜追击，王坤终于将肇事驾驶人抓获归案。办案民警
们都认为可以松口气了，王坤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经过
对事故现场信息、肇事驾驶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的比对
分析，有些证据是相互矛盾的。经领导决定，由王坤继续
侦查。到了事发的第三天下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此
时，王坤身边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死者家属也给王坤
施压：你们迟迟不定案，是不是有意袒护肇事者？面对种
种干扰，王坤依然坚持做侦查实验，多次来到事故现场，
最终得出了该案应该有二次撞击的结论。顺着这条结
论，王坤马上组织人员进行地毯式摸排。又是一个不眠
之夜。终于，在案发后的第四天早上，将二次撞击的另一
辆轿车找到。

“道德模范”、“十大杰出青年”、“十佳政法干警”⋯⋯
面对各种接踵而来的荣
誉，王坤一脸淡然：“人
民警察爱人民，我所做
的都是分内之事。只要
你怀着一颗真诚为民的
赤子之心，你就有无穷
的动力。”

他有特殊的“心”“眼”
——记山东临沂市临沭县交警大队民警王坤

本报记者 王金虎

王坤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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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福来，一位可钦可敬的老人。作

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目睹了“七七事

变”的枪林弹雨、饱尝了八年抗战的艰难

困苦；作为历史的传承者保护者，他不断

积累证人证言，力主保留宛平城墙上的

弹痕豁口；作为历史记忆的讲述者，他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历史作证，为把一个

人的经历变成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不

遗余力。

无论是哪一种身份，这位耄耋老人

都值得人们仰视。

郑福来的坚持，基于这样的历史责

任感：当代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段生灵

涂炭的岁月，那时的烽火狼烟随着见证

者的离世，越来越少被提及；日本右翼势

力还要否定那段历史，甚至从教科书上

删除！他希望通过他的讲述，传播真相，

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于是，他站上卢

沟桥头义务讲解，为让听者感同身受，他

无数次撕开自己的伤口。

卢沟桥，东西长 266.5 米；宛平城，

从东走到西 640 米。64 年来，这段近 1

公里的路，他日日走过风雨无阻，青丝

变成了白发。他坚持，“活一天，就要

讲一天”。

“清明小雨降宛平，忆起七七守城

兵。城楼洒满英雄血，古桥洒酒祭英

灵。”这首小诗，是郑福来所作。从 1982

年 7 月 7 日第一首《忆七七》开始，郑福来

经常通过写诗来记录那段经历，纪念抗

战胜利 50 周年、60 周年⋯⋯每次看到日

本否认侵华历史的新闻，他都会记录下

来，写成诗，现已集结成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老人的坚持，

难能可贵。他这份心血凝结而成的记忆

档案，使抗日战争这段凝聚着中华民族

心酸与泪水、反抗与不屈的历史更加鲜

活生动，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历

史必须铭记，记忆需要传承。希望听郑

福来讲过抗战史的人们，把这段记忆传

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世世代代铭记，让这

段记忆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