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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孪生素数猜想”重大突破性
进展的论文在国际数学界顶级期刊 《数学年刊》 发
表后，张益唐在随后的一年接连获得美国数学学会
2014 年度柯尔数论奖、瑞典 2014 年度罗夫肖克奖，
及2014年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国际数学界重量级奖项。

2016 年，张益唐接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UCSB）校长的邀请，开始在该校数学系任教至今。

张益唐 1955年出生于上海，父母在北京工作，13
岁前与外婆在上海生活。1978 年，张益唐考入北大数
学系，本科四年接受系统严格的数学训练，1982 年毕
业后师从著名数论专家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进
一步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数论基础。

在 1900 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数学家希尔伯
特发表著名演讲，提出了 23个有待解决的重要数学

难题和猜想，其中最古老的“孪生素数猜想”是第8
个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被认为是数论史上的经典
难题，也是本世纪的四大著名数学猜想之一。

2013年4月17日，张益唐完成“孪生素数猜想”数
论论文寄给《数学年刊》，论文主审稿人伊万尼茨是当
今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他说：“作者成功地证明了
素数分布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我们详
尽仔细地研究了该论文，没有找到瑕疵”。

1985 年，在北大丁石孙校长推荐下，张益唐作为
公派自费生来美留学，在普渡大学深造读博。

1991年，张益唐虽然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几年的
博士研究乏善可陈，眼界颇高的张益唐并未发表论
文。而且，由于读博期间与导师意见分歧，毕业时对
方拒绝为他写推荐信。也因此张益唐毕业后甚至无

缘申请到一份博士后的工作，毕业后即告失业。“他
（导师）没有为我写推荐信，我因此很多年没找到工
作，最后差不多沦落街头……后来帮人做餐饮”。

此后，张益唐一面自己坚持数学研究，一面努力
维持生计。毕业后的六七年间忍痛暂别学术圈，历经
坎坷。他做过很多零工杂活，包括餐馆帮手、临时会
计、送外卖……很难想象一代名校数学才子、数学博
士为生活所迫流落市井，数年间沦落到在餐饮店打
杂，甚至在车里过夜的窘境。以张益唐顶尖的数学背
景和资历，如果愿意放弃数学，改行换高薪的职位对
他应该并非难事，但是他宁愿落魄不改对数学的追
求，不放弃数学人生。为了潜心研究数学，他几乎多
年与世人隔绝。

张益唐肯定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仍是数论。在他
心目中数论是数学中最美的一种，他多年不断思考数
论问题，即是追求美的事物。而顶级的数论问题就如
横在人类智力面前的横杆，这种挑战也是一种美。

对于后辈年轻学子，张益唐提醒，“不要束缚自己
的想象力，要放开去想。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把人
生的挫折看得太重。”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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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情乡讯

随着海外侨胞人数持续增多，与中国交流愈
加紧密，其对自身权益的诉求日益多元。通过立
法维护侨益，既是广大侨胞的期待，也是侨务部
门长期推动的重点。

连日来，浙江、福建、北京等侨务大省、市
频频传来好消息，华侨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
阶，立法护侨步伐不止。

12月1日，《浙江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将正
式实施，这是浙江省内首部华侨权益保护地方性
法规。该条例全文 35条，基本涵盖了国家和浙江
省现行涉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主要内容，对华侨
的政治权益、身份证明、落户、创业、子女就学
等方面作出规定。

以侨胞们广为关注的身份证明为例，条例规定
华侨的护照与国内居民身份证具有同等身份证明效
力。华侨可以凭本人护照办理金融、教育、社会保
险、住宿登记、机动车驾驶证申领等事项。华侨申请
在浙江省落户，经落户地县级公安机关审核，符合规
定条件的，予以办理落户，并核发居民身份证。

老家在温州的侨胞蒋忠南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常年往来中国与意大利。他告诉中新社记者，自己
就曾因仅携带护照而被酒店拒绝入住。如今，条例
再一次明确了护照的身份证明效力，让人安心。他
还表示，家乡出台专门的护侨条例，让远在异国的
游子感到振奋，期待有更多利侨惠侨好消息。

浙江省立法护侨也是中国各地华侨权益保护
工作的一个缩影。据统计，自中国第一部保护华侨
权益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
条例》2015 年 10 月实施以来，福建、湖北、上海、浙
江等地陆续颁布条例，依法保障侨益。

新侨数量庞大的北京市也于 11月宣布，下一
步将开展华侨权益保护立法调研，适时研究制定
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认为，在国家层面尚
未就华侨权益保护进行立法的情况下，各省市密集
出台护侨条例，弥补了华侨权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国安表示：“这些条例
不但保障了华侨的权益、也促进了侨务工作的可
持续发展。”

法律护航之下，侨胞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广东省侨办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15年至 2017

年广东省共办理华侨回国定居手续2320人。其中，广州、江门等市
较好地解决了“两证过期”（即中国护照与外国居留证） 及无证件人
员回国定居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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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举行中华文化节举行

2018 第二届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
暨澳中茶博会和金博会近日在悉尼举
行。本届展会主题为“文化融通，共创
未来”。

数十家中国茶叶企业不仅带来了各
类中国名茶，还向观众展示了茶艺茶道
表演，并举行了品茶鉴茶等丰富的茶事
活动和茶文化论坛，吸引了众多当地市
民前来体验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图为当地市民体验茶艺。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青年侨胞齐聚河北看未来

近日，为期 8天的“情系燕赵·乐享共创暨河
北省侨青委省情研修活动”在河北石家庄启动。
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河北省归国华
侨联合会青年委员会代表共约 60人到河北了解河
北省情以及未来发展机遇。

据悉，此次活动由河北省侨联主办，期间，参会
人员将聆听相关学者、专家解读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等河北
重大发展机遇以及燕赵文化等，并参观考察保定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新农村建设、出席“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仪式以及河北省侨联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演讲比赛等活动。

（来源：中国侨网）

北京市侨联青委会成立

近日，来自海内外侨界的青年代表、首都侨界
和社会各界人士130余人共同见证北京市侨联青年
委员会成立。青委会筹备领导小组按照国家分布、
行业布局、履职能力和所属侨团性质，共选出委员
人选181人。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赵宏生在致辞中
向青年委员提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广大侨界青年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二是希望广大侨界青
年为加快推动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贡
献智慧；三是希望广大侨界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 （贾平凡）

“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安徽

“2018 海外侨胞故乡行暨巢湖侨创峰会”近日
在合肥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侨
胞、侨领参会。“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希望大
家能够抢抓新时代的机遇，发挥创新活力和创新热
情，为国家发展作更大贡献。”中国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万立骏说。

活动中，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
等国家和地区的 20名侨胞侨眷集体宣读 《巢湖侨
创宣言》。宣言提到，海外侨胞将积极参与到安徽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怀着赤子之心在安徽创新创
业、投资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第十八届“华创会”开幕

第十八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近日在武
汉开幕，来自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海
外华侨华人及 2000余名国内代表参会。全国政协
副主席万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宣布本届“华创
会”开幕。

本届“华创会”以“万侨创新，发展共享”为主
题。期间，将举办武汉论坛、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侨
商侨智助推武汉发展大会、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
与利用高端圆桌会等系列活动。今年“华创会”共对
接洽谈海内外参会项目1093个，其中121个项目达
成合作协议及意向，投资过亿元人民币项目36个。

（来源：中国新闻网）

见证光明“前世今生”

“刚到光明时，我们一家8口人挤在60
平方米的瓦房里，用木板在房里隔出上下
两层，我和几个兄弟就睡在上面一层。”40
年前，8岁的郑兴裕跟着家人，从越南一路
辗转回国，落户光明。如今，他是深圳市
光明街道侨联主席，几个月前刚去北京参
加了全国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1978年至 1979年，大批越南华侨被迫
回国，被安置在全国多个国营农场。其
中，4000 多人和郑兴裕一样，来到了当时
的广东省国营光明农场。

“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这是郑兴裕
记忆中，光明当年的模样。

因为这群归侨的到来，1979 年 1 月，
“广东省国营光明农场”更名为“广东省光
明华侨畜牧场”。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些归
侨种水稻、种荔枝、养鸡、养奶牛，为新
生活努力打拼。

老归侨罗焕荣，是这座华侨农场“前世
今生”的见证者。今年 81 岁的他，在街坊眼
里德高望重，被亲切地称呼为“罗太公”。

1949年，12岁的罗焕荣被英国当局从马
来西亚遣送回国，几经辗转，最终定居光
明。“1958 年 6 月 24 日”，他至今依然能够说
出自己正式来到农场的日子。此后，在这
里，他住过草房、种过甘蔗、当过工人，眼看
着郑兴裕那一代“小归侨”长大成人……一
晃，已是60年。

“过去，这里人均月收入是 19.18 元，现
在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就有 8000 元，这还

只是中上水平。”坐在自家宽敞整洁的客厅
里，罗焕荣神情惬意。客厅四面的墙上，挂
满了他的书法作品。最高处是一幅他写的
名为《光明昔日》的长诗，其中两句是，“改革
开放照光明，翻天覆地日日新”。

走出罗家不远，就是光明街道的一条
主干道。宽敞干净的道路两侧，两排欧式
商铺错落有致。远处，高架桥正在修建。

“过不了多久，深圳市区的地铁就要通到光
明街道来了。”郑兴裕说。

改革年代“化茧成蝶”

红烧乳鸽、炖牛初乳、金银玉米——
这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光明三宝”。据
说，现在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此，就
为尝尝这“三宝”。

看似家常的三道菜品，实际颇有“来头”。
改革开放后不久，曾经半封闭生产的

畜牧农场面临被取代的危机。地处深圳、
靠近香港，让光明人在面临挑战时，很快
创新思路，找到了机遇。

通过招商引资，光明农场引进新西
兰、丹麦等国的良种奶牛进行饲养，成立
晨光乳业，将新鲜牛奶出口香港，一度占
据了香港鲜牛奶市场份额的 70%。此后，
农场又以合资经营的形式，开办了现代化
的养猪场、养鸽场、奶制品加工厂、肉食
品加工厂等，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外
向型综合性畜牧场。“光明三宝”正是光明
农场转型发展的产物。

“其他地方的华侨农场大多采用比较传
统、单一的农业形式，而光明农场在分红
形式、产业类型上都做了改革，这大概就
是我们的优势。”郑兴裕说。

从最初的“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到
后来的“深圳市光明华侨农场（集团）公司”、

“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光明的几次易
名留下了时代变迁的印记。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光明人身上。
“70后”越南归侨黄德文与郑兴裕年龄

相仿，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年轻时，他曾
在一家生产皮具的港资企业打工，学到了
一门好手艺。

2004 年，时机成熟，黄德文决定，开

设自己的工厂，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10多
年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盖起了四层厂房，
微信朋友圈里有了许多日本、美国、欧洲的
客户，每年订单稳定在20多万件。

“当年来光明，我只有6岁，最大的梦想
就是今后能上大学，可是那会儿什么都没
有，就带回两三件衣服。”说起自己，黄德文
觉得只有未圆的“大学梦”留下了些许遗
憾。不过如今，“我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深
圳大学读大四，学财经。”

美好生活“遍地生花”

“过去，归侨回来又想往外走；现在，归
侨出去又想往回来。”说起光明的发展，刘家
伟笑说，这一句话就足以概括了。

这位高个子、脸上总挂着灿烂笑容的
越南归侨曾在光明街道做过多年的侨务工
作，算是郑兴裕的老领导。他直言，来到
光明近 40年，这里一直在变化，这些年的
速度尤其快。“近两年，一些国外的亲戚来
过光明后，都对我感慨，想不到这里的生
活环境很多方面都比国外还好。”

2007 年，光明新区成立，光明的发展
进入快车道，归侨们的幸福指数随之节节
攀升。如今，茅草屋、土坯房早已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光明街道为解决归侨侨眷住
房问题修建的同富裕安居房。在子女就学
就业、同富裕分配、征地拆迁等方面，光
明街道也不断为归侨侨眷谋取福利。

发展中的光明，让归侨们找到了出路，
看到了希望。

目前，光明街道共有 771 家企业，其
中 13家企业各自累计产值均超亿元。2016
年，华侨城在光明新区投资建设光明小镇
项目，一个集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为
一体的绿色小镇已初现雏形。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今年。9月，光明区
揭牌成立，由此从功能区变为行政区。10
月，光明街道揭牌成立，这块总面积30.11
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深圳市光明区的中心
地带。随着广深港高铁开通，在光明区设
停靠站，从光明去香港仅需30分钟。

“楼房雄起遍地花，科技发展业兴旺。”
罗焕荣在自己的诗中这样描绘如今的光
明。而在郑兴裕看来，这只是光明巨变的开
始。“过 5 年再来，这里会大不一样。”夜幕
下，望着远处灯光璀璨的高楼大厦，郑兴裕
的眼中熠熠生光。

“罗太公，如今生活这么好，你可一定
要活到108岁哦！”“那是一定的！”围坐一
起，聊起共同经历的 40年，畅想未来充满
光明的更多年，罗焕荣、郑兴裕、刘家
伟、黄德文朗声大笑。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深圳光明街道归侨故事——

在改革开放中奔向光明
本报记者 严 瑜 何欣禹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深圳光明街道归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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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 瑜 何欣禹

图为郑兴裕、罗焕荣、刘家伟、黄德文 （从右至左）。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新时代·新侨乡

开栏的话
笔直的柏油马路一尘不染。葱茏

的树荫下，宽敞的人行道边，几位老人
围坐一起，下棋聊天，悠游自在。目之
所及，数栋几十层的豪华住宅楼已在
不远处拔地而起。若是无人介绍，你
大概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稻田横亘、圈
舍林立的农场。

眼前的光明街道位于广东深圳西
北部，是曾经的光明华侨畜牧场所在
地。40年前，这里安置了4540名越
南归难侨。身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这座华侨农场与这群归侨，见证了变
革、亲历了变革。而它的名字，似乎
早已预示，只要敢于尝试、敢于拼
闯，光明总与他们相伴。近日，本报
记者实地探访，听在此生活多年的4
名归侨讲述他们的光明故事。

侨乡，是华侨华人魂牵梦萦
的地方。无论去到多远，海外游
子们都像风筝，通过情感这根
线，与故乡紧紧相连。正是故乡
永恒的魅力，让许多人不断踏访
故土，也让许多人选择归来。这
些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怀着

一片赤诚，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为家乡的发展奉献着心血
与汗水。40年来，他们写下了怎
样的故事？新时代，他们又将书
写怎样的故事？今日起，本报推
出“新时代·新侨乡”专栏，真
实记录侨乡的历史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