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士兵 “失踪” 经过

1937年7月7日， 已驻丰台镇的日
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
大队第八中队， 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
领， 开到宛平城北边龙王庙至大瓦窑
一带举行演习。 第八中队演习的题目
是： 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
攻击， 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
向大瓦窑方向进行攻击演习， 以备日
军步兵学校教官千田大佐的检查。

19时30分演习开始。 一部分日军
扮作假想敌 ， 开到东面大瓦窑一带 。
天完全黑下来后， 另一部分日军便向
假想敌位置移动。 22时40分， 一阵枪
声打破寂静。 清水节郎立即下令中止
演习， 集合队伍， 清点人数， 发现第
一小队一名二等兵不见了。 于是， 清
水节郎立即用无线电向驻丰台镇的第
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

“失踪” 的日军士兵叫志村菊次
郎， 20岁时从东京应召入伍， 是个入
伍才3个月的传令兵 。 据他的顶头上
司、 第一小队小队长野地伊七回忆说：
传令必须两人一起行动， 但因为人员
非常少， 所以只派了一个人， 这是我
的过失 。 随即向志村菊次郎 “失踪 ”
的方向搜索前进， 但是没有发现新兵
……就在将要吹响喇叭的时候， 左前
方走近一个黑影， 我立即问是某某吗？
黑影回答道： 是， 是的……

原来， 志村菊次郎向中队长报告
后返回第一小队时弄错方向， 之后又
返回来， 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清水

节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大队长一木清
直， 但一木清直认为： 联队长牟田口
廉也已下达和中方交涉的命令， 如果
中止 ， 不知中方会怎样宣传 。 因此 ，
志村菊次郎归队的事实被严密封锁起
来， 日军继续以 “失踪” 士兵为借口，
向中方不断寻衅。

日军来到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
“失踪” 士兵。 守城的中国二十九军三
十七师一一零旅二一九团第三营士兵
严词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 7月8
日凌晨4时23分， 日军第一联队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下令向宛平城开炮，日本军
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被点燃。

蹊跷的是， 志村菊次郎归队后不
久就离开部队， 回到日本。 1941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 ， 他又被征召入伍 。
1944年1月31日， 已经成为宪兵伍长的
志村菊次郎， 在缅甸阿拉干山区布其
顿附近， 被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
部击毙。 这是后话。

此卢沟桥非彼卢沟桥

炮声一响， 日军向二十九军防守
阵地展开疯狂进攻。 二十九军军部随
即下达命令： “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
墓， 应与桥共存亡， 不得后退！”

宛平城附近的永定河上有两座桥，
一座是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 （1189年）
的卢沟桥， “燕京八景” 之一 “卢沟
晓月” 说的即是此桥。 另一座是建于
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的双线半
穿式铆接梁平汉铁路卢沟桥， 它是平
汉 、 平绥 、 平津三大铁路的汇合点 ，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中日两军反复争
夺的就是这座桥， 而不是金代的卢沟
石桥。

当时 ， 北平东北面是伪满洲国 ，
东面是汉奸殷汝耕的 “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 北面是伪蒙疆自治政府， 西南
面的丰台镇也被日军强占， 日军对北
平已形成夹击之势， 只有西南方向的
宛平城、 平汉铁路卢沟桥还被中国军
队控制， 可谓咽喉要道， 如果这里再
失守， 北平就将变为一座死城。

在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下， 日军
扑向平汉铁路卢沟桥， 蛮横地提出要
在十一连防守阵地上搜寻 “失踪” 士
兵， 当然遭到拒绝。 这时， 日方突然
开枪射击， 正在交涉的十一连一排排
长 、 共产党员沈忠明应声倒地牺牲 。
日军的暴行激怒了守桥士兵， 双方在
铁路桥头展开肉搏， 中国守军寡不敌
众， 几乎全部战死桥头。 日军以数十
人伤亡的代价夺占了桥南端， 桥北端
仍由中国守军占领。 9日拂晓前， 从长
辛店赶来的增援部队与守桥部队对桥
南端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夜幕掩护下
三营营长金振中率领大刀队， 悄悄摸
进敌阵， 奋力追杀， 全歼日军一个中
队， 夺回了平汉铁路卢沟桥。

此后， 日军玩弄假和谈真增兵的
伎俩， 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 7月28日
拂晓， 日军向北平南苑、 西苑、 北苑
发动全线进攻。 当日夜， 二十九军移
驻保定。 29日， 宛平城、 卢沟桥及古
都北平沦陷。

摘自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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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四川红原大草原
上演牦牛选美大赛

深山绣娘北京开集市
亲手感受传统手工艺

嵌在表里的最古老朗姆酒
曾沉寂酒窖数百年

据了解 ， 夏季动物们胃口变差 ，
食欲大减。 为了保证动物的健康， 天
气炎热时， 饲养员会对动物的 “菜单”
进行调整。 所以在哈尔滨北方森林动
物园夏季会给草食和杂食动物们准备
充足的西瓜， 图为动物园的阿拉伯狒
狒在抢食西瓜。

近日， 由依文·中国手工坊发起的
深山集市， 在北京侨福芳草地正式开
集， 这场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手工艺
文化体验式展卖， 让人在畅玩的过程
中， 亲手体验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神奇
魅力。 图为苗族绣娘盛装为 “深山集
市” 献上百褶裙开集舞。

8月3日消息， 一块嵌有全球最古
老朗姆酒的限量版Speake-Marin手表
于7月31日在英国伯明翰被拍卖， 拍卖
14,674英镑 （约合人民币13万元）。

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居民”吃瓜消暑

近日， 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举办
第七届红原大草原牦牛文化节 “喀唯
央诺” 杯牦牛选美大赛。 来自该县各
乡镇的198头麦洼牦牛参加了比赛， 经
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了牧民心中的
“最美母牛” 和 “最帅公牛”。

11993377年年77月月77日日的的卢卢沟沟桥桥事事变变，， 是是日日本本全全面面侵侵华华战战
争争的的开开始始，， 七七七七抗抗战战由由此此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全全民民族族抗抗战战的的起起点点。。
有有关关抗抗战战著著述述中中，， 卢卢沟沟桥桥事事变变必必不不可可少少，， 但但大大多多笼笼而而
统统之之地地说说，， 缺缺少少细细节节。。 譬譬如如日日军军士士兵兵失失踪踪之之谜谜、、 中中日日
双双方方军军队队争争夺夺的的到到底底是是哪哪座座卢卢沟沟桥桥，， 多多语语焉焉不不详详。。 为为
此此，， 本本文文重重新新梳梳理理了了这这两两个个细细节节。。

西媒称， 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既
不是聪明的海豚， 也不是人类的好朋
友狗， 而是在互联网上备受追捧的短
尾矮袋鼠。

据西班牙 《经济学家报 》 报道 ，
当然， 目前并不存在能够准确评估动
物幸福感的方法， 但还是可以通过其
行为模式看出端倪。 短尾矮袋鼠之所
以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 主要

是因为这种除了澳大利亚在世界范围
内都不太知名的动物时刻保持着微笑。

短尾矮袋鼠是矮袋鼠属中仅有的
一种袋鼠， 是一种小型袋鼠。 短尾矮
袋鼠体形接近家猫， 乍一看外形更像
老鼠或松鼠。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与
啮齿类动物有着天壤之别。 短尾矮袋
鼠是有袋动物， 近亲是大袋鼠， 因此
很多人称之为 “侏儒袋鼠”。

短尾矮袋鼠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
西海岸的小岛上， 尤其是罗特内斯特
岛。 在这些岛屿上， 它们过着无忧无
虑的生活， 唯一的天敌就是蛇。 在澳
大利亚大陆上， 短尾矮袋鼠的数量较

少， 主要是因为受到狐狸和野狗的威
胁。 短尾矮袋鼠是食草动物， 主要在
夜间活动。

短尾矮袋鼠的照片在互联网上风
靡一时， 被很多网友称为 “世界上最
幸福的动物”。 除了时刻保持微笑， 短
尾矮袋鼠不怕人的习性也非常讨当地
人和外来游客的喜爱。 即便如此， 我
们还是不能忘记它们是野生动物， 在
感到威胁时也可能被激怒甚至咬人。

然而， 在短尾矮袋鼠讨人喜欢的
外表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令人伤感的事
实： 它们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
为濒危动物。 摘自 《参考消息》

““七七七七事事变变””后后
与与日日军军争争夺夺哪哪座座卢卢沟沟桥桥

短尾矮袋鼠被评为最幸福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