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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7岁的邵学圣响应国
家号召，支援苏北建设，带着7个年
幼的孩子和身怀六甲的妻子陈保
珍来到淮安。 60年后，邵氏家族已
经繁衍至50多人，他们中有人被卫
生部授予荣誉证书，有人是全国十
佳阅读推广人之一，有人获得过宋
庆龄奖学金，有人是淮安市劳动模
范，有人入选“淮安好人”……邵学
圣的长子说， 先辈传递的良好家
风，影响了后人的人生观，因而在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学习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昨日，邵氏家族举
办了来淮60周年纪念展，跨越百年
的历史照片、 琳琅满目的证书、闪
耀的奖牌奖章，见证了家风在五代
人中的接力传承。

星期一

责任编辑：许乐

电话：89880092

巡城 A7

黄埔生邵氏家族自办
来淮60周年纪念展

●黄埔军校15期学生拖家带口支援淮安
60年前的淮安城（淮阴城）什么样？
今年75岁的邵可灌记忆犹新。“哎呀！
1957年9月1日下午，父母和我，还有邵
可渝、邵可潞、邵可澂、邵可滨、邵可泓、
邵可清兄妹几个，9口之家坐船来到淮
安， 就在今天的游船码头那儿下的船，
那时根本不像是城市， 而是像农村一
样。 ”昨日上午，邵可灌回忆起当年的情
景说。
今年60岁的邵可淮笑着对姐姐邵
可灌说，应该是10口人，因为那时母亲

陈保珍已怀胎近十月，不久之后他就降
生在淮安，所以名字中有个“淮”字。
生在淮安的邵可淮祖籍是浙江杭
州。 他的祖父邵宜城是浙江高等商业学
校毕业生，曾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
职。 他的父亲邵学圣在高中毕业时，抗
日战争爆发。“我要参军。 ”身怀报国之
志的邵学圣做出了令全家人吃惊的决
定。 1938年秋，邵学圣考取黄埔军校第
十五期步科。 来不及军校毕业，邵学圣
就走上了抗日战场。 1940年，在湖北通

山县的九宫山，部队和日军战斗了三四
个月。 一次，邵学圣和战友夜袭日军岗
楼，干掉了两名日军，缴获了2支枪，还
有一面军旗。
1941年底，邵学圣从武汉前线调到
重庆空军幼年学校任职。 1943年，他再
次报名参军， 被分配在青年远征军203
师607团，官至少校连长。
抗战胜利后，不满蒋介石打内战的
邵学圣离开国民党军队， 以开车为业。
后在共产党员同学的影响下，于1949年

●邵氏家族在淮安开枝散叶，多子多孙
此后的60年中，邵学圣与妻子
陈保珍先后离世，但他们的后代渐
渐扩大至50多人。 昨日上午，邵氏
家族中的30多人聚集在市区水门
桥旁的一家酒店里，举办了“邵氏
家族到淮安60周年纪念展”。 策展
人是邵学圣的女婿孙玉仓，他指着
数米长的自制展板说，这些都是记
录邵氏家族成员真实历史瞬间的
图片、资料，宛如跨越百年的家史
画卷。
记者看到，邵宜城民国时所拍
的照片、建国后邵学圣与家人在上
世纪60年代的全家福等资料，充满
了年代感，但数量不多。 而邵学圣8

个子女成长生活资料则更是丰富，
很有历史意义。 老大邵可灌的小学
毕业证是“南京市第二区第一中心
小学”于1954年发放的。 1956年，她
在中学里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
“你看， 大姐毕业证上的文字是竖
排的，但这张三好学生奖状上的字
就是横排的。 因为1955年至1956
年，我们国家用一年时间改变了书
面排版，文字改成从左到右排版。 ”
邵可灌告诉记者， 来到淮安
后，她考上了淮阴卫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医院工作，并一直工作到退
休。 记者在纪念展上看到，她从事
护理工作数十年，获得了先进工作

者、先进个人、五好战士、优秀护
士、五好家庭等诸多荣誉，1992年，
她还被卫生部授予荣誉证书。
她的弟弟妹妹们也不遑多让，
不管在学校学习期间，还是在工作
单位上， 都取得了不少荣誉证书。
据了解，为响应国家号召，老三邵
可潞在年仅18岁时，就远赴新疆支
边，后与孙玉仓喜结连理。
如今， 邵家在淮安的第三代、
第四代成为这个家族新的骄傲。 邵
可淮的女儿在小学时，成为江苏当
年获得宋庆龄奖学金的12人之一；
邵可潞的女儿在2015年获评全国
十佳阅读推广人之一……

●扎根淮安60年，邵氏子孙传承好家风
除了工作和学习上的成绩，记
者发现这个家族重视人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精通英语、机械技术高超的邵
学圣十分爱好游泳、篮球等体育运
动， 而且还是国家二级篮球裁判
员。 他的儿子邵可滨是清江市机械
局足球队队员，1981年获得清江市
第二届运动会亚军，并在1985年代
表淮阴市参加了省运会。 他的女儿
邵可清是机械局田径队员，曾获全
市短跑冠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到了邵学
圣的孙辈、重孙辈，更是了得，素描
9级、全国跆拳道冠军、拉丁舞金牌
级……
“我们邵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
的贡献，只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
学习中，发扬了螺丝钉的精神。 ”邵
可淮说，邵家的人都是平凡的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平
凡的人做出了很多不平凡的事。
2015年9月份， 邵可滨所居住
的河堤路社区齿轮厂宿舍中，有两
个10岁的孩子独自在家开煤气做
饭，不慎引发火灾，火苗蹿上了屋
顶，液化气钢瓶在烈火中随时有爆
炸的可能，周围是十多户房屋相连
的人家， 居民的安危就在旦夕之
间。 就在这时，67岁的邵可滨冲了
进去，用两床湿透水的棉被将燃烧
着的钢瓶捂住，并让一同救火的邻
居准备些沙子， 火势终于被扑灭
了。 2016年，他入选三四月份的“淮
安好人榜”。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没想
到要得到什么荣誉。 ”昨日，邵可滨
对记者说， 他年轻时曾下乡插队，
多次救助过落水的农村儿童。
邵可清说，母亲陈保珍也是邻

居、同事眼中的好人。“有一次，几
位老年人一定要给妈妈磕头。 原
来，妈妈当年帮了他们大忙。 ”她回
忆说，一次父亲工厂里有几家小孩
患上传染性甲肝，学过医的母亲精
心护理这些孩子后，不久就恢复了
健康。
邵可滨也记得，母亲初到淮安
时，见邻居家没有菜吃，就买来大
头菜给邻居； 平时家里做饺子，一
定会与邻居分享……
孙玉仓说，这次纪念展不仅是
为了缅怀邵家先人，也是为了传承
邵家优良的家风。 他对邵家的晚辈
们说：“回顾历史，责任在肩。 这个
肩不是我们的肩， 而是你们的肩。
在我们交棒的时候， 你们要接住，
有没有信心？ ”
“
有！ ”邵氏族人回应他肯定的
回答。
淮海晚报记者 刘权

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二野后
勤部处保养连做汽车驾驶员，并随部队
解放了祖国的大西南。 在“西南战役”
中，他荣获了“解放西南”奖章。
1952年，转业回南京的邵学圣被分
配在学校做老师。 后来，又被分配到南
京拖拉机厂。 1957年，为了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支援苏北。 27岁的邵学圣携妻
子从南京乘火车到镇江，后改坐轮船到
淮阴，来到淮阴农业机械厂（后改为淮
阴拖拉机修配厂）安家落户。

启

事

淮安市水利局将于 3 月 22 日上午
9：30 于市樱花园西门揽樱广场举行淮安
市首届樱花节等 系 列 宣 传 活 动 启 动仪
式，届时将有歌舞表演、资料发放、现场
咨询等，欢迎广大市民前往游园赏樱。

招聘启事
公司有机肥厂现向社会招聘以下岗位：
1、有机肥销售代表，3 人，大专以上学历，40 岁以下，3 年
以上有机肥生产销售从业经历，身体健康。
2、铲车司机，1 人，男、高中以上学历，40 岁以下，3 年以
上从业经历，具有铲车司机资格证，身体健康。
3、有机肥生产工人 3 人，男，45 岁以下，身体健康。
4、工作地点：淮阴区棉花十里村。
有意者请于 2017 年 3 月 25 前来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名
联系电话：0517—80850689
公司邮箱：Hakuailu.@sina.com
公司地址：淮安市淮海西路 282 号
淮安快鹿牛奶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7 日

江苏北方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三次招聘计划
江苏北方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主项资质为国家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
一级，增项资质有公路工程总承包二级、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 注
册资本金 50100 万元。 总公司及下属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公用工程总承
包、公路工程总承包、路面（基）材料生产及施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与市政设施养护业务。 经营范围还涉及工业厂房租赁、汽车检测等。
因本公司业务需要，现招聘道路、桥梁施工员 15 名，道路、桥梁施
工资料员、预算员 8 名，房建施工员、资料员 6 名，会计 4 名。 所招聘岗
位人员均为男性，相关专业本科学历，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及相关证书，
可以接受外地工作等要求。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录用人员缴纳社
会保险（五险一金）。 具体岗位信息及任职资格要求详见江苏北方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官网 www.jsbflq.com。
江苏北方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