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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对迈克尔•阿蒂亚爵士的逝
世表示沉痛的悼念。迈克尔爵士于

2019年1月11日离世；他是世界科技的重
要作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协同
开发的拓扑K理论和阿蒂亚-辛格指标定
理是他对几何与拓扑研究的众多优秀贡
献中，最为知名的。其作品的影响力远远
超出了数学界，延伸至理论物理的各个方
面，如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

迈克尔爵士得过无数奖项，包括1966年的菲尔兹奖、1968年皇家学
会颁发的皇家奖章，以及2004年挪威科学与文学院颁发的阿贝尔
奖，是学术界中著名学府机构的成员。他担任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1990-1995）、牛津大学萨维尔几何学教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
长，并且是以萨克-牛顿数学科学学院创始主任和爱丁堡大学数学
学院荣誉教授。1983年，他被封为爵士；1992年，他获得英国功绩勋
章；2011年，他成为法国荣誉军团的高级军官。

身为世界科技三卷 Fields Medallists’Lectures 《菲尔兹奖得主讲
集》的编辑，迈克尔爵士推广了过去数十年的数学重大发展资讯，
并于书中指出了其中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进展。

世界知名的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于2018年12月1日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张首晟教授是
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也是世界科
技的作者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 《现代物理国际期刊B》
及Modern Physics Letters B《现代物理快报B》期刊的编委。世界科技全体员工对张
教授的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想进一步了解张首晟对物理学界的贡献，请翻至第三页继续阅读诺贝尔奖得主杨振
宁对张首晟的评论文章，或通过链接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
S0217979218300116阅读其采访；采访亦刊登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 第32卷、32期。

世界科技悼念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张首晟

• Fields Medallists’Lectures 《菲尔兹奖得主讲集》（第三版）
世界科技21世纪数学系列：第一卷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9652

• Topology and Physics 《拓扑学与物理》
若想阅读迈克尔爵士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欢迎购买一份
Topology and Physics 《拓扑学与物理》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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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8日，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由李显龙总理在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发布。这本书由享誉世界的本地出
版机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讲述了吴作栋资政
的生平事迹，并由荣获新加坡文学奖的作者白胜晖
撰写。

新加坡内阁现任与前任成员，包括新加坡副总理张
志贤和尚达曼，都到场表示支持。前总统陈庆炎也
出席了发布会，现场嘉宾超过120位。

李显龙总理在发布会上表示，自己与吴资政相识已
超过40年，并在1981年被委任于总参谋部后有了更
加密切的合作。他视吴资政为良师益友，并希望即
将到来的改组顺利进行。

已故资政李光耀生前曾鼓励吴资政撰写回忆录，然
而吴资政当时表示，在受任为总理前其实已决定不
出版回忆录。吴资政是在基层领袖和友人的建议下
才改变了想法，出版了特许传记。他表示，自己虽不
是“天生的政治家”，却有导师李光耀、吴庆瑞、S·
拉惹勒南、韩瑞生和林金山众人的帮助，让他获得管
理国家的培训和经验。他希望他的故事能鼓励当代
和未来的技术官员为国家服务。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1149

世界科技出版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特许传记

“吴作栋是一位值得珍惜
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他
在新加坡的建设方面扮演
了关键角色，致力于塑造一
个能使国人对未来有信心，
并能广受外国尊重的国家。
他观察事物的视角并不止
于事物对新加坡的影响，而
是对世界预示了什么。换言
之，他是真正的政治家。”

——约翰·梅杰爵士
英国前首相

“书籍内容体现了亚洲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吴作栋的引人入
胜、发人深省的见解。书中也展现了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
作栋启发性的价值观、视野，以及在这不断改变的世界里展
望新新加坡梦的勇气——其中却不失包容性及可持续性。”

——潘基文
联合国前秘书长

时事新闻

左起：潘大扬（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董事经理）、潘国驹教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白胜晖（作者）、李显龙总理、吴作栋资政、
陈永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柯成兴教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诺贝尔奖得主悉尼·布雷内 
（诺 贝 尔 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2002）的贡献在分子生物
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也
是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塑造
成研究摇篮的关键人物，从而
成就了超过半世纪的开拓性
研究，也造就了不少荣获诺贝
尔奖的研究发现。

2018年11月8日，布雷尼教授
于世界科技和南洋理工大学发布了两本书籍——一本是他合著
的 In the Spirit of Science《科学精神》，另一本是收录他的作品
的 Grand Challenges for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纪科
学面临的巨大挑战》。

布雷尼的记忆是此领域的历史宝库，珍藏了六十年来无数顶尖
科学家的轶事。In the Spirit of Science 收录的讲堂记录便记载
了其中一部分。

世界科技发布诺贝尔奖得主悉尼·布雷内书籍

Grand Challenges for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收录了一群
精英讲师的讲堂记录，其中包括了布雷内。他是一位鼓励科学家
采取“探求真理”的态度，敢于对各种既定与假设提出质疑的诺
贝尔奖得主。

发布会举办在李光前医学院的医学图书馆，由该院院长詹姆斯·
贝斯教授担任主宾，共有五十多位来宾出席。

继第一页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029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161

凝聚态物理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各种性质：铜为什么能导电，
而橡皮就不能？为什么水会结冰，会变成蒸汽？等等。这个领
域与应用，与世界经济发展，与人类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关系，
所以是物理学中特别重要的领域。张首晟在此领域做出多项重
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旋霍尔效应（QuantumSpin 
Hall Effect，QSH）的震惊物理学界的工作。

2005-2006年，美国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
C.L. Kane和张首晟独立发表理论论文，指出有些复合物在适当
条件下可能有表面导电现象。这两篇文章立刻引起所有凝聚态
物理工作者的注意。可是哪些化合物，在何种条件下，才会有此
奇特的表面导电现象是一个大难题。

首晟告诉我，他和几位半导体实验物理学家于2006年计算了多
种半导体中的量子井（Quantum Well）的性质，于2006年11月
1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一种特别的汞-碲-镉（Hg-Te-Cd）
半导体量子井会有表面导电及其他重要现象。半导体有许多

种，量子井的结构有许多可能，他们如何选定了Hg-Te-Cd量子
井？我认为回答是：他们有深入的物理直觉。

2007年德国Würzburg大学Molenkamp 的实验团队，根据此建
议调试了一个HgTe/(HgCd)Te量子井，最后发现果然有导电和其
他现象。那年12月莫伦坎普团队与张首晟和他的学生祁晓亮联
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实验结果。此文章是近年来最最震惊物
理学界的文章。

物理学界普遍认为张、Kane和Molenkamp一定会得诺贝尔奖，
现在张不幸逝世，我相信Kane和Molenkamp早晚会得到诺贝 
尔奖。

[杨振宁撰文〈张首晟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刊载于《光明日
报》，2018年12月9日]

时事新闻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撰文：
张首晟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



2018年11月27日，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
达曼发布了世界科技的社会科学新著作How Working Together 
Matters: Adversity, Aspiration, Action《共同努力的重要性：逆
境、期望、行动》。国防部、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南社区发展
理事会市长孟理齐博士也到场支持。100多名来自公共、私营部
门以及学术界的宾客出席了该活动。

该书由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担任 
编辑，讲述了处理家庭危机的艺术与科学，以及其中所带来的 
影响。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在发布会的致词中指出，书中收录了1183户
贫困家庭的援助项目分析，并从中体现了集体行动与个人责任的
重要性。他同意李显龙总理于前言中提出的论点，认为这本书有
助于个体、群体和机构协力合作为人民与社会做出良好改变。

2018年12月10日，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学生杨奇勳代表新加
坡，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杨奇勳（18岁）是新加坡教育部举荐的18名合格人选之一，最终
由杰出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选出。他所荣获的杰出初院学
生科学奖是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与帝国理工大学新加坡校友会联
合颁发的年度奖项，包括了参加该活动一周的全数赞助。

奇勳表示：“能够代表新加坡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青年科学
研讨会是一种殊荣。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科学成就的标志；参加
这次的典礼是我的荣幸，也是让我开阔眼界的宝贵经验。研讨会
的全球性质拓展了我的全球视野，增加了我对科学研究在不同社
会和文化背景的认识。”

2018年12月10日，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学生杨奇勳， 
代表新加坡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图：世界科技

好书推荐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 
发布世界科技新书 
How Working 
Together Matters

右二：新加坡副总理兼经
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尚达曼于How Working 
Together Matters: 
Adversity, Aspiration, 
Action书籍发布会。 
图：行为科学研究所

预知更多详情，可查阅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214
此活动也获亚洲新闻台、海峡时报和Today Online报导。

世界科技优秀初院科技奖得主代表新加坡参与诺奖颁奖礼

预知更多有关典礼的详情，请查阅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prizes-2018/

想了解更多有关奇勳赴斯德哥尔摩的活动详情，
请见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10.1142/

news20181226.179853/full/



好书推荐

Topology and Physics 
《拓扑与物理》

编者：杨振宁（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葛墨林（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何杨辉（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拓扑学在1894年庞加莱发表了开创性文章 "Analysis Situs"《位相分析》以后，成为了数学领域的基石。
如同所有美丽的数学概念，拓扑学无可避免地（按照维格纳原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性”），在物
理学中找到了自己重要的角色。

从陈-西蒙斯理论到拓扑量子场论；从纽结不变量到卡拉比–丘弦论的紧致化理论；从宇宙学中的拓扑到
近期获得诺贝尔奖的拓扑绝缘子，皆可看出拓扑与物理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过去数十年里取得的巨
大成就。

此书中集聚了该领域权威人物的作品，引导读者认识拓扑和物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

Facts and Mysteries in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Revised Edition)

《基本粒子物理中的事实与奥秘》修订版

作者：Martinus J G Veltman（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荷兰国家亚原子物理研究所）

这本书提供了现代物理学的全面性综合论述，适合所有想要认识宇宙如何运作的读者。这本书的论
述，从一个“见证者”及“参与者”的角度，呈现了20世纪科学的一些重大发现，体现了不可思议的洞
察力。不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是希格斯粒子的惊人发现，皆可吸引并让读者了解有关夸克、轻
子和规范场的理论。这部著作体现了理论与真实世界的相结合，通过费曼图来解决无穷大的问题，并
推测出希格斯玻色子之需。

书籍推荐：
“韦尔特曼的一生跨越了粒子物理学，从反粒子到Z玻色子的历史。这本透彻明了的书亦是如此——他将阐述所有你想知道的，有关
亚核世界和研究它的科学家的奥秘……论述世上最微小的事物里蕴藏着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 Sheldon Glashow，诺贝尔奖得主，波士顿大学

“韦尔特曼……对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这些抽象理论所给予的通透解释，以及他对粒子物理学中，标度性、希格斯粒子以及重整化
等深奥主题的清晰描述都着实出色。所有想了解当代杰出物理学家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读者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曹天予，波士顿大学哲学系

“韦尔特曼能条理清晰地呈现科学的运作原理，并阐述科学家如何引发他们的科研热情探索未知的欲望。他也能够在不运用数学公
式的情况下清楚地解释许多极为抽象而错综复杂的粒子概念。我会推荐这本书给学生和普通的读者。他们定能从理论试验与个人观
点的角度获得有关亚核世界的有趣见解。”

——《物理世界》

拓扑学热门书籍
其中收录了以下专家的作品：迈克尔•阿蒂亚、杨振宁、爱德华·威滕、张首晟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217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904



Scale-up Manual
《扩展手册：一本属于创新者、企业家、团队和公司的手册》

作者：Uday Phadke 和 Shailendra Vyakarnam

在过去的20年里，我见过不少企业家在寻求创新的各个方面时步履维艰，从构思到公
司的成立，乃至于企业成熟后的领导皆如此。这本手册集聚了不同适用于营销的模式。
作者开发了各种工具和模式，并通过案例的研究将理论付诸实践。手册的出版适逢各
国政府寻求创新以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有利于所有想成为企业家的读者、已成立
公司的领导人，以及国家或国际层面的创新政策的负责人。

——Dr Adrian Ibrahim，业务发展与技术转移部门主管，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桑格研究所

“将想法落实不仅需要一个概念框架来了解总体的商业景观，还需要对的工具来设计一个清晰的计划，以达到有效的实施。两位作
者的前一部著作Camels, Tigers & Unicorns综合并延伸了一系列可将想法转化为创新作品的框架。而这本新著作则按照从业者的
需求，专注于技术与非技术企业家所需要的、从‘如何’的角度进行讲述，从而认知他们在‘扩展之旅’的定位，了解自己在各个阶段
的主要需求，然后实施这本书里所提供的步骤和计划。这一代人在追求业务增长的过程中难免会感到困惑，而这本书则针对这些现
象，提炼出可靠又可及的工具箱。相应而生的营销图为这个扩展之旅提供了一个详尽的概述，并且是根据每个团队的具体要求量身
定制的。

—— Dr David Gill，剑桥大学圣约翰创新中心主任

Algorithm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鉴别诊断算法》

作者：Dr Nigel Fong（新加坡中央医院）

医科学生和第一年住院医生们期待已久的书籍 Algorithm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鉴别诊断算法》
现已由世界科技出版。这本书有助于了解如何处理病人的症状，以及如何提高他们的临床推理和诊断
技能。另外，其中还讨论到54种症状，以及不同医学和外科领域的处理方法和条件。每一章都清楚陈
述了各个症状的历史、研究和调查，将鉴别方法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并提供了实际的算法。读者不但
能在处理患者病痛的实际方法上获益，还能学习如何更好地整理和运用医学知识于推理诊断。

书籍推荐：
“这本书有助于理解如何处理患者的疾病，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综合我们须知的庞大医学知识。”

——Tan Jiekai，医科学生，新加坡国立大学

“许多课本只专讲一种疾病，但临床情况并非如此。鉴别诊断是我们必备的技能，这本书在这方面十分有效。”
——Lynette Ng，医科学生，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本书采用了格式塔方法来呈现患者的问题，搭建了鹰架，并简洁明了地帮助学生理解如何诊断。这是作者在事业初期写的书，他
能够了解学生的困惑，因此也能够对症下药；比起更年长资深的作者，能更好地引导读者——这是其中一个优点。一个初级的作者
与20名高级专科评审员的联合确保了著作的准确性与可用性。”

——Dr Ong Thun How，高级顾问兼项目总监，新加坡中央医院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787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q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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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Quantum Chromodynamics”
〈量子色动力学的历史〉 

作者：H. Fritzsch

两个核子、三个Σ超子、Λ超子和两个Ξ超子。介子八重子是由三
个π介子、η介子和四个K介子所组成。

在粒子加速器的使用下，Σ超子和Ξ超子的激发也被发现了。它
们类似于∆共振。所以，1961年，九个重子共振已被发现——四
个∆共振、三个Σ共振和两个Ξ共振。这九个粒子不能归为八 
重子。

Gell-Mann建议它们归于SU(3)十重态，但若如此，一个粒子便
被遗漏了。他预测，这个他称之为“Ω−”的粒子，应该存在。他
也估计新粒子的质量约为1680 MeV。

三年后，在1964年，Nicholas Samios 及其团队在布鲁克海文
国家实验室观察到了Ω−粒子。这个粒子因为只能通过弱相互作
用才能衰变，所以有相对较长的寿命。而其他九个SU(3)十重态
的成员则是通过强相互作用才会衰变。Ω−粒子的发现说明了
SU(3)的对称性是正确的。1969年，Murray Gell-Mann 获得了
诺贝尔奖项。

[上以内容截取自Fritzsch博士的文章，欲阅读全文可参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现代物理国际期
刊A》] 

China's Change: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看中国：伟大的巨变》

作者：Hugh Peyman 姚沛文

“通过40多年来他所认识和会见的非凡人物，姚沛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了今天中国的故事。”

——Tony Hall，BBC董事长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从基层开始了解中国的作法是罕见的。姚沛文的优势是他到中国工作以前就已
经对华人离散族群有所认识，拥有实地的数据，并与商人、官员有所往来。”

——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From Asian to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作者

大约70年前，许多新粒子被发现，其
中包括了四个Δ共振，六个超子和四
个K介子。芝加哥大学的回旋加速器
的π介子—核子里观察到了质量约 
为 1230 MeV且具有自旋（3/2）的Δ
共振。它们是核子的激发，并会衰变
成核子和π介子。

超子和K介子在宇宙射线中被发现。
其中有六个超子——三个Σ超子、一

个Λ超子和两个Ξ超子。4个K介子中，有两个是带电的，两个是
中性的。

Murray Gell-Mann 和 Yuval Ne’eman 各自独立地将新粒子
的对称性根据SU(3)群描述为3×3矩阵。（Gell-Mann–1962, 
Ne’eman –	1961）SU(3)群的对称性是同位旋对称性的延伸；
这也是Werner Heisenberg 于1932年提出的。

同位旋对称性也被描述为SU(2)群2×2 复幺正矩阵。这些粒子
用SU(2)的表示描述——质子和中子是同位旋二重态，四个Δ
共振是同位旋四联体。三个π介子是同位旋三重态，四个K介
子是两个同位旋二重态。

SU(3)群最简单的表达是单重态，三重态，八重态与十重态。重
子是八重态和十重态；介子是八重态和单重态。重子八重态有

出版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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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Trading and Blockchai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电子交易和区块链：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Richard L Sandor (美国金融交易所、环境金融产品有限公司、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桑德尔博士一直在开发受广泛接纳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处于该领域的最前沿。1960年代桑德尔
博士还只是名年轻学者，却已走在早期计算机市场数码化的前端。他开拓了许多当今最受倚赖的价格
风险转换工具与技术，从而获得了全球认可，被尊为“金融期货之父”，并享誉全球。最近，他成功地
展现了一个设计良好的市场可以解决食物和水的短缺问题，并鼓励人们对洁净空气的投资。通过区块
链技术开拓新市场解决方案的桑德尔博士也并未停歇。不论桑德尔博士对任何课题发表言论，都会获
得业界的关注。”

—— Jeffrey C Sprecher，
洲际交易所（IC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

Principles of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Information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原理》

作者：Giuliano Benenti（英苏布里亚大学）、Giulio Casati（英苏布里亚大学）、 
Davide Rossini（比萨大学）、Giuliano Strini（米兰大学）

“这本书对经典计算和不可逆性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是量子理论的入门介绍，将读者引入书籍深刻且
扎实的核心。所有的课题……都经过小心的整理和详尽的解释……要找出一个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广
泛、全面和明确的书，是不易的。”

—— Michael Berry，布里斯托尔大学，英国

“这本书对于量子信息处理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不论是理论方面或实验实施方面，都进行了及时的
更新。总体而言，这是一本有素质，且值得推荐的课本。这本书对量子计算和信息领域的入学者和学
者而言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 Rainer Blatt，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因布斯布鲁克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所，奥地利

“量子信息学是个极具吸引力的领域，而这本书在这方面给予了卓越的介绍，对于入门的科学家非常
有益，对于入行已久的人而言也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

——Rosario Fazio，阿卜杜勒·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意大利

前版评语：
“总体而言，这本书是既有素质又具可读性的……可作为一本杰出的入门课程文本。”

——《数学评论》

“第二卷的内容讲述得更深入，有助于认识量子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的可能性的主题……这两卷的内
容都是……值得表扬的，作为研究生的入门课程能够发挥令人称叹的水平——特别是具有大量实验成
分，或也涉及量子混沌的内容。”

——《数学评论》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909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