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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致敬物理及数学大师特别出版

法捷耶夫纪念文集

Memorial Volume For Ludwig Faddeev
A Life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主编：葛墨林（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Antti Niemi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潘国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Leon A Takhtajan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路德维希·法捷耶夫（Ludwig Faddeev）以“法捷耶夫方程”
举世闻名。三体问题是少体物理的根本问题，而法捷耶夫方程则是首个解决量子力学三体问
题的数学适定性方程。法捷耶夫在理论物理领域的贡献影响深远，法捷耶夫-波波夫鬼场、
Faddeev-Senjanovic量子化、Faddeev-Jackiw量子化等著名理论使法捷耶夫获得丹尼·海涅曼
奖、狄拉克奖章、马克斯·普朗克奖章、邵逸夫奖和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等诸多国际重大奖项。
《法捷耶夫纪念文集》收录了物理和数学领域众多名家的经典文章，以此纪念法捷耶夫这位
数学物理界的传奇人物。
为本书贡献文章的著名学者有菲尔滋奖得主：Michael Atiyah, Jürg Fröhlich, Roman Jackiw, Louis Nirenberg,
Samson Shatashvili, Vladimir Korepin；诺贝尔奖得主：Frank Wilczek, 杨振宁和Gerard 't Hooft等。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811

世界科技深切悼念
中国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

特别发行郝柏林夫人执笔的《郝柏林——科学游击战士》
并再版《符号动力学与混沌应用》

著

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教授于2018年3月7日在北京逝世，
世界科技出版社对此深表哀悼。

郝
柏
林

在中国摆脱封建落后和列强欺辱，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期，
郝柏林属于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奋斗过
的那一批人。一方面，他们已经接近在所处的历史初始条件和
社会边界条件下的最好解;

另一方面，个人的聪明才智也由于

社会历史原因而无法全部用到科学事业上。他们的经历不应在
年轻的一代人身上重复，但却应当为年轻人所知晓。

郝柏林教授一生向学，孜孜不倦，与世界科技出版社有着长期紧密
的合作。就在去世前一周，郝柏林教授还在与本社商讨由其夫人
张淑誉执笔的《郝柏林——科学游击战士》一书的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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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林——科学游击战士》现已发行。该书详细记录了郝柏林院
士一生走过的历史风雨，见证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现出
一代学者的坚持与奋斗。此外，世界科技也将再版发行郝柏林教
授的另一部英文专著《Applied Symbolic Dynamics and Chaos》
（符号动力学与混沌应用）。
GC409_9789813233294_cover 4.indd 1

斯人已去，风骨长存，让我们向这位科研前线的负戟战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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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林——科学游击战士》
作者：张淑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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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publishing.
com.sg/bookshop/g409.html
25/1/18 3:13 PM

北京大学-世界科技高等物理系列丛书

符号动力学与混沌应用

Applied Symbolic Dynamics
and Chaos（第二版）
作者：郝柏林(中国科学院),
郑伟谋 (中国科学院)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887

聚焦中国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隆重推出
英文国际期刊

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丝绸之路
China and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的
创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让世界为之瞩
目，同时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新加坡为总部、面向全球市场的世界科技出版社特别针对以上列举的历史性重大议题，
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所长宋怡明教授、新
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剑桥大学梅建军教授、新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校长施春风教授等著名学者
为期刊顾问，创办了英文国际期刊《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丝绸之路》，希望能够成为广
大学者探讨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国际平台，沟通东西思想，碰撞出真知的火花。
第一期精彩文章：
《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丝绸之路》第一期现已出版，其中收录了海外
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世界著名中国历史学家及教育家王赓武教授
的精彩论述。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与香港：历史形象》(Singapore and
Hong: Historical Images)一文中为我们拨开了百余年来香港、新加坡和中
国纵横捭阖的迷雾，中肯地指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历史机遇。

《中国与世界：
古代与现代丝绸之路》
第一年订阅，

全年免费！

期刊中更有其他众多资深学者的真知卓见，各位读者可从以下网址免费阅读第一期全部文章：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cwsr

全球首套“一带一路”英文系列丛书
第一卷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出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mitative
主编：邹磊
世界科技即将出版全球首套“一带一路”英文系列丛书 （Seri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便于广大英文学者、政策决策者、专业人士更好地了解这一宏大计划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伦敦国王学院Kerry Brown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
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刘卫东教授联合担任主编。丛书邀请全球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将从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和研究。
该系列丛书的第一卷《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将于近期面世。该书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研究路径，通过
纵向与横向的双重比较，对“一带一路”的战略谋划、建设动态、风险因应等作了较为全面的
论述，初步建立了关于这一战略构想的分析框架。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
合作的最新趋势、增进对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认识、评估该发展战略所涉及的
宗教因素，探索建立与各相关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利益协调机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series/scbri

世界科技物理名著
世界科技粒子与高能物理
三部顶级著作

荣登全球高能物理最高权威杂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

全

球高能物理领域最具权威的国际期刊《CERN Courier》(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在2018年首期的书评
栏目共推荐四部书籍，其中三部为世界科技出版的粒子与高能物理领域顶级著作。这三部著作分别是

《I am the Smartest Man I Know》（我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
《Fermilab at 50》（费米实验室五十周年纪
念）和《Loop Quantum Gravity：The First 30 Years》（圈量子引力论：初期发展30年）。

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瓦尔·贾埃弗著作
我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艰辛历程
I am the Smartest Man I Know: A Nobel Laureate's Difficult Journey
作者：Ivar Giaever (美国Applied BioPhysics公司)

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瓦尔·贾埃弗（Ivar Giaever）在这部著作中以幽默风趣的笔触讲述了自己
的人生起伏，道出了命运之神会造就何等非凡的人生故事。
“林林总总的逸闻轶事不仅引人入胜，更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个充分利用人生的人。”
——《CERN Courier》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021

费米实验室五十周年纪念
Fermilab at 50
主编：Swapan Chattopadhyay （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费米实验室），Joseph Lykken（费米实验室）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这部书中写到：
“五十年来，费米实验室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传统，
不断地启发、塑造和丰富着无数青年科学家的生活，做出了底夸克、顶夸克和中微子这样的世界级重大
发现。”为庆贺费米实验室成立五十周年，享誉全球的多位科学带头人在这部纪念文集中回顾了费米实
验室的过去，反思了现况，展望了未来。这些著名学者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执行总裁诺曼•奥古斯丁
（Norm Augustine），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干事法比奥拉•吉亚诺蒂（Fabiola Gianotti），诺贝尔奖得主李
政道、伯顿•里克特（Burton Richter）、杰克•施泰因贝格尔（Jack Steinberger）等。
“这本书并不艰涩。它不仅会吸引那些曾经在科学事业中驻足费迷实验室的科学家，而且费米实验室
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在书中的讲述也会吸引那些有兴趣深入了解费米实验室历史的读者。”
——《CERN Courier》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637

圈量子引力论：初期发展30年
Loop Quantum Gravity The First 30 Years
主编： Abhay Ashteka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Jorge Pullin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引领圈量子引力论领域未来发展的青年研究学者在书中以简洁明了的笔触呈现了该领域的发展最前沿。
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介绍了其他相关书籍中难得一见的量子动力学最新发展。
“这本书由圈量子引力学领域的年轻理论物理学专家撰写，一方面综合介绍了该领域，另一方面也为
高级研究人员回顾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这些新发展在其他现有书籍中难得一见。此外，这本书对那
些没有直接从事圈量子引力学，但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交界问题有研究兴趣的科学家也会有一定的
吸引力。” ——《CERN Courier》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445

好书及期刊推荐

医疗机器人大全
The Encyclopaedia of
Medical Robotics
(共四卷）
总编：Jaydev P Desai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主编：Rajni Patel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Antoine Ferreira (法国国立应用
科学学院), Sunil Agrawal (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

该书集合了医疗机器人领域之大观，
对医疗机器人领域的最新发展做了全
面的总结。
全书分为四卷，分别就微创手术机器
人、医疗中的微型及纳米机器人、影
像引导下的手术过程及干预和康复机
器人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是一套生物
工程和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
校学子不可错过的重要著作。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770

工程光学与MATLAB ®
Engineering Optics
with MATLAB®

新加坡50年：工程发展研究
50 Years of Engineering
in Singapore

(第二版)

主编：詹道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作者：潘定中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Taegeun Kim（韩国世宗大学）

《工程光学与MATLAB®》第二版在第
一版的基础上深化了课题讨论，补充了
更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范例。这是
一部综合性教材，其内容主要来自作者
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该书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介绍几何光学矩阵、波的传播
和衍射以及傅立叶光学基础等传统课
题；其二是介绍声光学和电光学之精
要，帮助学生掌握并使用MATLAB ®这
一当今流行软件工具来进行理论及应
用建模。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9984

新加坡能够在短短半个世纪里一跃
成为世界领先大都会，工程作为一个
国家的中流砥柱，为新加坡的社会经
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立下了汗马
功劳。
世界科技与新加坡工程师学会联合
出版了《新加坡50年：工程发展研
究》，回顾了工程领域半世纪以来所
取得的丰功伟绩，值得研究人员、专
业人士、广大学者以及对工程领域有
兴趣的读者捧卷一读。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9366

《现代物理国际期刊A》
刊载英文版

《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
作为全球物理领域五大系列期刊之一的世
界科技《现代物理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在期刊A第33
卷第1期刊载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
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先生撰写的《回归后杨振
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英译稿。

作为有史以来首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
华人之一，杨振宁先生的科学贡献彪
炳史册，无须赘言。杨先生作为炎黄
子孙的赤子之心，对科学事业的满腔
热情，以及对科学人才的殷切教导值
得后人学习。

朱邦芬 教授在文中从科学领导、物理学研究、培养中国
年青一代以及科学史研究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杨振宁先生的
贡献。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toc/ijmpa/33/01

好书及期刊推荐
杨振宁先生在世界科技旗下物理期刊发表多篇文章，附在下文，供有兴趣的读者研读。
期刊名称			

期刊号		

文章标题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 		

Vol. 32, No 19,
1730017 (2017)

Jeremy Bernstein's
monologue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10.1142/S021773231730017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Vol. 31, Issue 30,
1630053 (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The Future of Physics –
Revisited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10.1142/S0217751X15300495

Vol. 30, Issue 20,
1530050 (20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10.1142/S0217751X16300532

Vol. 30, Issue 21,
1530049 (2015)

					

China should not build a
supercollider at this time

C. S. Wu’s Contributions:
A Retrospective in 2015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10.1142/S0217751X15300501

Vol. 27, Issue 30,
1230035 (2012)

Topology and gauge
theory in physics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10.1142/S0217751X12300359

沉痛缅怀本社前作者
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主席兼总编发文《明报月刊》悼念

史蒂芬·霍金教授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
金教授于2018年3月14日去世，享年76
岁。世界 科 技 出 版 集 团 主 席 兼 总 编
潘国驹教授在《明报月刊》（2018年
4月刊）发表 长文《我 所 认识 的 霍 金
教授》，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
家致敬。
霍金 教 授多年来与世界科技出版社一直保持 合作与联
系，不仅在本社出版了《Hawking on the Big Bang and
Black Holes》（霍金谈大爆炸理论和黑洞）和《Euclidean
Quantum Gravity》（欧几里德量子引力学）两部重要著
作，还在去年七月邀请潘国驹教授和世界科技集团董事
经理廖雪娜女士前往剑桥出席了他的七十五岁生日及专题
研讨会。
本社向这为深耕宇宙的科学巨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
在此以霍金教授曾与本社合作出版的两部著作悼之、缅
之、思之。

霍金教授与世界科技合作出版的重要著作
霍金与大爆炸理论及黑洞
Hawking on the Big Bang and
Black Holes
作者: Stephen Hawking (剑桥大学)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751

欧几里德量子引力学
Euclidean Quantum Gravity
主编: G W Gibbons (剑桥大学),
S W Hawking (剑桥大学)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301

社会科学书籍推荐

2040数字生活：未来的就业、
教育与医疗保健
Living Digital 2040
Future of Work,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作者：King Wang Poon (新加坡科技
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
Hyowon Lee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Wee Kiat Li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Rajesh Elara Mohan (新加坡科技设计
大学), Youngjin Chae (新加坡科技设
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
Gayathri Balasubramanian (新加坡科
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
Aaron Yong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 Raymond
Yeong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
创新型城市中心)

未来的数字化生活会是何种图景？就
业、教育、医疗保健、体制，这些大多
数民众在有生之年所关注的重要问
题又会在数字化未来有何种解决方
式？《2040数字生活》会为您的疑问
提供切实的解答。
抱着明年花开会更好的信念，
《2040
数字生活》探讨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各
种未来实际可能，展望了我们如何才
能凭借携手创新的能力与集体智慧
在未来化险为夷，创造出更加美好的
明天。

许通美：服务新加坡与世界
Tommy Koh
Serving Singapore and
the World
主编：Lay Hwee Yeo（新加坡欧盟中心主
任）, Peggy Kek（新加坡交响乐团对外发
展与伙伴关系主任）, Gillian Koh（新加坡
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Li Lin Chang（新加
坡总理新闻秘书）

该书是对新加坡杰出外交家、公共知识
分子和社会改革家许通美教授的一份
献礼。
曾经在各领域与许通美教授合作过的
专家、同事以及许通美教授少时的同学
在书中从外交与国际关系，艺术、文化
与历史遗产，社会进步，国际法这四个
主要方面记述了这位超凡卓群的新加
坡公仆，记录了许通美教授的远见卓识
和崇高理想，以及他为社会、为国家作
出的巨大贡献。
广大读者也能从书中看到新加坡建国
一代是如何凭借坚强决心和顽强毅力
挽历史之狂澜，助社会之发展，创造出
今日的新加坡奇迹，从中真切体味到前
辈的精神与信念，感悟新加坡精神。

破与立：动荡时代中的德国
外交政策
Breaches and Bridges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urbulent Times
作者：Frank-Walter Steinmeier
(现任德国总统)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
中心(GIGA)

该书收录了德国现任联邦总统弗兰
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博士于2016年6月在德
国全 球和区 域 研究中心 (G I G A)举
行的嘉宾讲座上发表的长篇演讲（演
讲当时施泰因迈尔博士任德国联邦
外交部长）。该演讲堪称书中的最大
亮点。
除了施泰因迈尔博士的演讲之外，书
中还有另外两位作者的两篇文章。
一篇出自汉堡市市长朔尔茨（O l a f
Scholz），介绍了汉萨同盟城市在世
界事务中的作用。另一篇出自德国全
球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阿姆瑞塔·纳
里卡（Amrita Narlikar）博士。纳里卡
博士在这篇综述中概括了国际谈判
伙伴的历史轨迹、政治传统和谈判文
化，指出了彼此深入了解的必要性，
期待全球治理能采用新的领导与合作
形式。
在风起云涌的全球转变的中，这卷书
（含英文和德文）将成为学习和研究国
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的宝贵资料。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725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499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q0106

公司新闻
世界科技携手作者上海开讲
论文写作指迷津 · 犹太教育开眼界

雷蒙德·博克斯曼教授（左一）
与夫人（中）及世界科技驻中国
区总监傅明焱女士（右一）在
上海图书馆举办演讲

世

界科技作者、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士、以色列特拉
维夫大学教授雷蒙德·博克斯曼（Raymond Boxman）
与世界科技出版社联合在4月12日和4月13日在上海科技大
学和上海图书馆分别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实用性极强的
讲座。
博克斯曼教授在这两场讲座中分别讲了研究论文的写作诀窍
和犹太家庭与犹太教育。在研究论文写作的讲座中，博克斯曼
教授针对论文各个环节作出了明确的指导和建议，包括如何
定义研究问题，怎样写好摘要和导论，以及准确描述实验的
细节、结果、讨论和结论。他在讲座中对写作的语言、顺序、注
释语句都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解释，让在场的师生受益匪浅。

第二场关于犹太家庭与犹太教育的公益演讲更是吸引了八百
余名听众出席，反响极为热烈。
博克斯曼教授在世界科技出版了《Communicating Science：
A Practical Guide for Engineers and Physical Scientists》
（科研写作：工程师和物理科学家实践指南）一书，为科研
工作者如何写好研究性论文提供了宝贵指导，该书出版后
一度供不应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世界科技与博克斯曼教
授的另外两本新著《Communicating Science for Bio and
Medical Researchers》（生物学及医学研究者的科研写作）
和《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科研写
作）也正在筹备当中。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145

播撒爱心 收获笑容
世界科技黄廷芳综合医院慈善义演
世界科技作为一家科学出版机构在传播知识
的同时也不忘在广大社群中播撒爱心。3月23
日，世界科技的二十余名员工来到新加坡黄廷
芳综合医院，为那里的患者带来了精心编排的
华语、马来语和英语歌曲，希望能给患者，尤
其是行走不便、使用轮椅的患者，带来欢声笑
语，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这次名为 “金曲
回放”的义演不仅获得院方的由衷感谢，更得
到了病患的赞扬与好评。
演员工合影
世界科技慈善义

精彩书评
结构生物学系列丛书 第8卷

结构生物学教材 （第2版）
Series in Structural Biology: Volume 8
Textbook of Structural Biology
作者: Anders Liljas (瑞典隆德大学), Lars Liljas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Miriam-Rose Ash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Göran Lindblom (瑞典于默奥大学), Poul Nissen (丹麦奥胡斯大学), Morten Kjeldgaard
(丹麦奥胡斯大学)

“这本教材值得从头至尾仔细阅读，每个章节都是在前一章节基础之上的崭新求索。它不仅可以
用作教材，也可以当作参考资料。这本书透彻明晰，适用读者群极广，无论是结构生物学的入门
学生，还是需要在各方面更新知识的专业从业者都能从中获益。分子，作为大自然的组件，其运
行逻辑与美妙之处在书中得到了深刻地阐释。”
——Arthur Horwich (耶鲁大学医学院)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102

揭开计算的面纱：实践入门
Demystifying Computation
A Hands-On Introduction
作者: Apostolos Syropoulos (Greek Molecular Computing Group)

“作者的博学广识，对当今计算发展的高瞻远瞩，以及书中大量文献所展现的心血与付出，
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不仅是计算课程的绝佳参考书，也是值得公共图书馆收藏让大众阅读
的优秀资料。读者将从书中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理、当今发展和未来走向。”
——《CHOICE》杂志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q0077

物理中的渐进及其他方法50年
迈克尔•贝里精选文集
A Half-Century of Physical Asymptotics and Other Diversions
Selected Works by Michael Berry
作者: Michael Berry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五十年来，迈克尔•贝里以其众多杰出的原创理念丰富着物理学界。这部蔚为壮观的文集是关于
数学物理学真知灼见的盛宴，充满了富于思想的观察和睿智的评注。这是一部精彩的见证，见证
了迈克尔•贝里的盖世才华，见证了他的博学多才，也见证了他世所罕有的宽容大度。”
——Graham Farmelo (剑桥大学)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480

百年广义相对论
(共两卷）

One Hundred Years of General Relativity：From Genesis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to Gravitational Waves, Cosmology and Quantum Gravity
主编: 倪维斗(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两卷册《百年广义相对论》是一部优秀的评论文集，一方面阐述了目前最先进的前沿理论，
另一方面也从历史的角度澄清了广义相对论这个引人入胜的理论贡献的起源和发展演变。
这部文集对专业人士大有助益，这点毋庸置疑。同时，我也将这部书推荐给那些对该领域有兴趣
研读的学子和读者，你可以透过这本书全面了解广义相对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Angela Di Virgilio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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