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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笃思不畏难

3月 28日，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院士因在世
界数学、物理学等诸多科学研究中作出的卓越
贡献，以及对中国数学研究发展的推动与付
出，获得华人盛典组委会“世界因你而美丽
——2018-2019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
奖。

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同年随父
母移居香港。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就读。1976年后，他出任美国斯坦
福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教授。1987年至今任教
于哈佛大学，现为哈佛大学唯一一位数学与物
理学终身教授。1993 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
士，1994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丘成桐是公认的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
之一，他的工作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
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
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
和物理领域。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
的基本概念。他在工程学的各个分支也有很重
要的贡献，这些学科包括控制论、图论 （应用
到社会科学）、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三维图
像处理等。

吃苦耐劳拼实力

丘成桐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儿时的磨练。
1963年，父亲的猝然离世，让只有14岁的丘成
桐一下子成熟起来。他边读书边打短工、做家
教，帮助母亲解决部分生活费及自己的学费，
在这种生活的磨练中培养了韧性和吃苦耐劳的
精神。

在丘成桐做学生的时候，没有音响、没有
电视，他就每天不停地读文章、找问题、深思
考。他回忆说：“当时我在伯克利念研究生
时，拿到的助学金，我寄一半给家里，剩下一
半就用于吃住，我觉得很愉快。对我来讲学问

的研究比金钱重要得多，甚至讲人生的出路问
题我觉得也不重要。我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把学
问做好，我自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志存高远勤钻研

在攀登科学高峰之外，丘成桐还长期热心
于中国的数学研究事业。

自 1993 年以来，他先后创办了香港中文
大学数学研究所、北京晨兴数学中心、浙江
大学数学科学中心、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研
究中心等教育科研机构。还组织各种层次的
会议，并募集大量资金发起各种人才培养计
划，设立了丘成桐科学奖、丘成桐大学生数
学竞赛和新世界数学奖等奖项，鼓励学生进
行创新性学习和研究，为中国培养优秀的数
学科技人才。

2018 年 7 月 2 日，在意大利罗马开幕的第
十五届马塞尔·格罗斯曼会议上，数学家丘成
桐在荣获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之
后，又被授予“马塞尔·格罗斯曼奖”，以表彰
他在证明广义相对论中总质量的正定性、完善

“准局域质量”概念、证明“卡拉比猜想”，以
及在黑洞物理研究等工作中的巨大贡献。

至此，丘成桐不仅是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也是继陈省身之
后第二位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华人，还是获得
马塞尔·格罗斯曼物理大奖的首位华人数学
家。而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的双奖得主，迄今
只有13位。

著名代数几何学家F·博戈莫洛夫在评价丘
成桐时说：“丘成桐教授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
的领袖数学家之一。每次与他的谈话都会生出
一些全新的、了不起的思想或非凡的问题。”

“他是一位勇敢的思想家，面对难题知难
而上，永不止步。”国际数学大师唐纳森认
为，丘成桐应该是“近 1/4 世纪里最有影响的
数学家”。美国 《纽约时报》 曾刊登过丘成桐
的人物报道，标题是 《数学界的国王》，盛赞
丘成桐是“数学王国的凯撒大帝”。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华侨大学陈延奎大楼启用

本报电（吴江辉） 4月1日，华侨大学陈延奎大楼正
式落成启用。陈延奎大楼由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华
侨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陈永栽捐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兴
建，旨在支持华侨大学华文教育发展、改善海内外华裔
青少年学习条件。大楼以陈永栽父亲陈延奎之名命名。

“我虽长居海外，但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一直
希望能为华文教育事业做点实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海外薪火相传、繁荣发展。”陈永栽表示，如今陈延
奎大楼落成了，希望能为海外培养更多的华文教师，促
进更多的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为传播中华文化、
推动中外友好与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感谢陈永栽先生长期以来为该
校建设和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学校将把感恩之心
转化为奋进力量，不忘为侨服务初心，不负华侨华人殷
殷重托，全力推进“侨校+名校”建设，为华文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

四川召开涉侨商会座谈会

在川涉侨商会座谈会近日在成都召开，四川省委统
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文甦出席座谈会。

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四川省闽南商会、四川
省潮汕商会、四川省客家商会、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
成都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等涉侨商会负责人在会上畅所
欲言，介绍了各自在川发展的情况、商会侨资企业在自身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对四川省开展侨务工作提出
意见建议。

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文甦对各涉侨
商会对四川省侨务工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希望涉侨商会和侨资企业与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
联系，在自身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为四川经济社会发
展和促进四川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侨网）

广东英红博物馆竣工

近日，英红博物馆竣工仪式在广东省英德市英红镇
原英红华侨茶场场部旧址举行。

英红博物馆设在原英红华侨茶场场部旧址，英红历
史文化基本陈列由英红镇政府和广东华侨博物馆共同主
办。展览面积 1100平方米，分“热土华章——英红场史
展”“红茶新秀——英德红茶历史展”“峥嵘岁月——英
德茶场知青文化展”“侨自越南来——英红归侨历史展”
四个展厅，共展出图片 1100 张，文物、实物资料等 766
件 （套），辅以雕塑、浮雕、场景、视频等，并设多媒体
等互动项目，资料详实，实物丰富，形式新颖，手法多
样，概要勾勒英红创业发展的历史，全面展示英红归侨
文化、红茶文化，大力弘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团
结拼搏、薪火相传”的英红精神。

（来源：侨报网）

海外华社给老人带来家的温暖
杨 宁 赵雪彤

如今，不少扎根海外的华侨华人
选择将国内的长辈接到自己身边生
活。初到陌生环境，老人在语言交
流、生活习惯上难免会遇到一些困
难。为此，海外华社积极组织惠侨活
动，新一代的华侨华人也主动承担起
更多责任，推动老人融入当地社会，
帮助他们乐享海外生活。华人社团形
成了良好的氛围，让众多华侨华人长
者在海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侨 界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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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界的国王”

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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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真诚关爱

纽约华埠华策会人瑞老人中心位于
美国曼哈顿唐人街。该老人中心 1972年
成立，目前拥有会员 7000多人，已发展
成为纽约服务和设施最完善的老人中心
之一，是在美华侨华人长者在海外相聚
畅谈的温暖家园。

“老人们一有时间就会过来，拉拉家
常，叙叙过往。”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
总会主席梁冠军说。

每天清晨，都会有许多老人搭乘政
府资助的免费班车来到老人中心，和分
布在纽约各区的朋友相聚。

剪窗花、画山水、拉二胡、跳民族
舞……各类中国民俗文娱活动丰富着老
人们的退休生活。

每逢传统佳节，华人社团都为当地
的华侨华人长者送去生活用品、中式点
心。甜蜜蜜的月饼、热腾腾的汤圆，不
仅传递了故乡的味道，也带去华人社团
的真切关怀。

增强老人适应海外生活的能力，帮
助他们过上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海外华

侨华人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华人社团
不懈努力的目标。

“华侨华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尽力为
他们提供什么。”法国华侨华人会常务副
主席、巴黎华助中心主任董晓燕说，一
些社区中心已经开始推出一系列养老服
务，例如，开设太极、中国象棋课程以
及提供现场医护服务等，让老人的海外
生活多份安心，多点幸福。

尽心尽力服务老人

吴汉斌老先生是巴西里约华联会创
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
生，一直以来，他爱国爱乡，热心帮助
同胞。

吴汉斌自上世纪 60年代初来到巴西
里约后，几乎没有经商，一直帮助不会
葡文的乡亲排忧解难，积极参加侨界公
益事业，受到广大侨胞的尊敬。

如今，83 岁的吴老先生身患腿疾，
生活无法自理。巴西各侨团侨胞纷纷伸
出援手，帮他住进了当地的疗养院。

近日，圣保罗华助中心办公室主任
叶王永等人代表圣保罗华助中心以及巴

西青田同乡总会，远赴巴西里约热内卢
疗养院探望吴汉斌，送去价值近 20万元
人民币的爱心捐款。

“老人的听力不好，话也说不清了，
只能凑近耳朵和他说话。”回忆起看望吴
老先生时的场景，叶王永说，“虽然已经说
不清话，但听着乡音，老先生几度落泪。”

“得到帮助后，除了言语上的感谢，
也有很多人开始主动参加为侨服务的工
作。”董晓燕无比欣慰。

“在老人中心做义工，不少人都说生
活更加充实了。”梁冠军说，许多老人中
心的义工，都是 50多岁的华侨华人。为
了让老人中心成为侨胞在海外的“另一
个家”，他们希望尽一己之力。

让侨胞们老有所依

“法国有近 70 万的华侨华人，许多
老人的生活问题凸现出来，需要华人社
团的关心关爱。”法国华社促进会执行会
长、华助中心副主任孙元洪说。

据介绍，法国华助中心开展了众多
义务服务项目，每个周末都有义工为当
地华侨华人提供处理文件的翻译服务，

帮助他们申请法国的社会福利。未来，
华助中心还将加大力度，为他们提供免
费的法律咨询、法语教学、义工陪同等
服务。

同时，华社也注意到一些老人可能
存在的社交孤立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进
一步完善华助中心的工作，增加心理咨
询等方面的帮助。”董晓燕说，华助中心
在积极探索助侨之道，让老人在异国也
能安度晚年。

“让华侨华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孙元洪说，我们也
在不断努力，培养华人社团的良好传
统，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
传承。

“我带着儿子一起去看望老人，希望
他能有所感触，学会感恩。”叶王永坦
言。华侨华人要用具体的行动回报老一
辈侨胞的恩情，也要身体力行给自己的后
代做出表率，传承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上图：1 月 27 日，缅甸中华总商会
和仰光华助中心共同举办的 2019年“第
三届春节敬老福利慰问金发放仪式”在
缅甸中华总商会举行。图为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

4 月 2 日，广西钦州市第三
十八小学举行“壮族三月三·欢
乐嘉年华”系列活动，喜迎“三
月三”。

上图：该校学生在跳竹竿舞。
下图：参加活动的小学生。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