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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科技《数理逻辑期刊》
再次荣登SJR逻辑学领域期刊排名全球榜首 

世 界 科 技 旗 下 的《数 理 逻 辑 期 刊》  ( J o u r n a l  o f 
M athe mat ica l  Logic)日前在全 球著名期刊测评

指 标 SJR逻辑学领域期刊排名中，不仅成为唯一进入前十名的

亚洲期刊，而且以亮眼的成绩再次力压群雄，荣登全球同类期

刊榜首。

《数理逻辑期刊》创刊于2001年，旨在为全球研究者提供一个

数理逻辑及其应用领域的高质量学术参考平台。本着出版具有

最高水平数学创造力和复杂性的论文为宗旨，自创办以来，期刊

锐意进取，不断取得突破，现已成为数理逻辑领域的顶级国际

学术期刊。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jml

 (https://www.scimagojr.com/journalrank.php?category=2609&year=2017)

世界科技

《数理逻辑期刊》

荣登
全球榜首

《数理逻辑期刊》主编
庄志达，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
长，亚洲逻辑学会议创始人之一，亚洲数理逻辑
的核心人物，曾在2002年新加坡国庆日颁奖典
礼上荣获公共行政（金）奖章。

冯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
曾在1994至2002年期间担任中科院数学所副
所长，并曾任国际符号逻辑协会东亚分会理事
长。

Theodore A Slama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数学教授，2003至2006年和2009至2010年
期间任该校数学系主任，在递归论 领域享有 
盛名。

William Hugh Woodin， 哈佛大学数学系杰
出教授，专长于数理逻辑尤其是集合论研究，
在内模型理论和确定性理论方面贡献卓越，是
当今世界集合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钱煦传
八十寿辰献礼
Shu Chien: An Autobiography and  
Tributes at His 80th Birthday and Beyond

主编：Yi-Shuan Li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Leona Flores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钱煦，著名生物学家，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国家科学

奖章”获得者，目前世界上唯一集全美四大院士身份于

一身的华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总校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惠特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他长期致力于生物医

学工程的研究，在力学对基因表达和信号传导的影响、

整体与系统生理学、分子、细胞与组织生物工程学、细

胞膜的生化特性与分子构建、穿过血管的大分子输运等

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本书集合了钱煦教授八十寿辰之际的自传及其家人、朋

友、同事和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带读者领略了世界科

学巨擘的人生风采和学术辉煌。

名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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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802

201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记录 (共四卷)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2018
主编：:Boyan Sirakov (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 Paulo Ney de Souza (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 Marcelo Viana (巴西里约热内卢国立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

 
《201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2018）收录了2018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

会中的精彩演讲。由国际数学联盟组织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召开一次，会议内容涵盖

诸多数学领域，如数理逻辑、代数、数论、代数几何、复合几何、几何、拓扑、李理论和推

广、分析和算子代数、动力系统和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概率统计、组合数

学、计算机数学、数值分析和科学计算、控制理论和优化、科技数学、数学教育、数学普

及和数学史。此外，书中也收录了菲尔兹奖（Fields Medal）、陈省身奖（Chern Medal）、

高斯奖（Gauss Prize）、莉拉沃蒂奖（Leelavati Prize）和奈望林纳奖（ Rolf Nevanlinna 

Prize）得主的文章。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1060

科学精神
——西德尼·布伦纳讲座： 
DNA、寄生虫和大脑

In the Spirit of Science: Lectures by Sydney 
Brenner on DNA, Worms and Brains

作者：Sydney Brenner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Terrence Sejnowski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2 0 0 2 年诺贝尔生 理 学 或医学奖 得主西德尼·布伦 纳

（Sydney Brenner）是当今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中心人物，

也是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灵魂人物，他使该实验室在

半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数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分子生物学

领域带来了诸多重大发现，引领了该领域的发展。

在本书中，西德尼·布伦纳回忆了分子生物学在过去六十年

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顾了该领域顶尖科学家的轶事，堪

称全面了解该领域的一座历史宝库。



    

    

物理精品推荐

拓扑相变及新发展
Topological Phase Transitions and New Developments

主编: 潘国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Lars Brink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Mike Gunn (英国伯明翰大学),  Jorge V José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John Michael Kosterlitz (美国布朗大学)

拓扑相变的发现在过去四十年引起了凝聚态物理学界的极大研究兴趣，同时也引起

了量子信息、量子材料与模拟、高能物理及弦理论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在编辑团

队的精心策划下，该书集合了包括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主John Michael 

Kosterlitz和Jorge V José教授在内的诸多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的精品名作。这些

学界领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以往工作，讨论了当今研究拓扑相和拓扑相变最紧

迫和最重要的问题。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016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作者：Kenneth R Lang (美国塔夫茨大学)

该书为读者徐徐展开了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重大发现的前世今生，让我们在了

解杰出天文学家的科研发现和人格魅力的基础上，一览当今人类对浩瀚宇宙的认

知。天文学家们借助望远镜和天文仪器将我们的视野扩展到肉眼不可及之处，发

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天体，找到了无垠夜空各部分之间的相关联系，同时也发现宇

宙远比我们的想像更广阔浩瀚，更错综复杂。以全面的历史观来审视当今宇宙学

的发展是本书的独到之处。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814 

世界科技
《现代物理期刊C》
国际网络科学会议 (NetSciX2018) 特刊

世界科技《现代物理期刊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出版的

国际网络科学会议（NetSciX2018）特刊现已正式发行。特刊汇集了在“国际网络科

学会议NetSciX 2018”上所展示的一些前沿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网络科学在经济、

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中的跨学科研究，旨在将新的网络分析理论和方法应用于

更广泛的领域中，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toc/ijmpc/29/05



公司新闻

 

隆重举办《以色列K-12数学教育：问题与创新》 
新书发布会

世界科技庆祝以色列建国70周年

[从 左至右] 《以色列K-12数学教育：问题

与创新》主编Nitsa Movshovitz-Hadar教授

为以色列国家发展计划负责人及以色列教

育部中学数学负责人Nerit Katz赠书。摄影: 

Yoni Reif（巴伊兰大学）

世界科技数学教育系列丛书第13卷《以色列K-12数学教育：

问题与创新》（K-12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Israel: 
Issues and Innovations）于201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这本书被出席发布会的以色列政府领导盛赞

为“庆祝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亮点之一”。

此次发布会由数学天才青年特别计划主办，以色列数学和教育界

的杰出代表以及该书近86位篇章作者出席了此次活动。《以色列

K-12数学教育：问题与创新》全面展述了以色列的数学教育，内容

涉及如何提高和维持数学学习兴趣，如何培养学生追求卓越、迎难

而上的决心，以及教师教育问题、语言问题、少数群体问题和以色

列建国70年来的课程沿革等问题。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数学教学与

学习的实践与研究、创新与发展、政策与实施及以色列取得的已有

成就，并同时就这些课题进行了国际比较，让读者在全方位了解以

色列数学教育的同时，更能高屋建瓴地拓展国际视野。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741. 

新加坡原公务员首长林祥源新著
《Can Singapore fall? Of course, it can.》
作者：林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学院）

新加坡原公务员首长林祥源先生的最新力作《Can Singapore fall? Of 

course, it can. 》（新加坡会陨落吗？当然，会。）于2018年7月11日举办新

书发布会。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先生、政策研究院院长贾纳达斯·蒂凡

（Janadas Devan）先生出席发布会致贺。该书收录了林祥源先生去年九月至

十一月期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纳丹

系列讲座”中举办的三场讲座的讲稿和现场问答。该书以振聋发聩的提问“ 新

加坡会陨落吗？”警醒新加坡人应该认真思考未来出路，采取行动，与时俱进 

，否则将会被未来的时代大潮所抛弃。

 

书中涉及的传承、过渡、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增长以及遗产问题并不仅限于新加

坡，它们也是各国政府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值得各国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悉心

阅读，深入思考。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935



《中国政治经济》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3751 

公司新闻

黄朝翰教授

世界科技沉痛悼念
新加坡中国政策研究泰斗

《东亚政治》期刊

East Asian Policy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eap 

《解读中国发展》
Interpreting China’s 
Development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6510

中国政策与经济发展及新中关系研究专家，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科技前作者黄朝翰教授于

2018年6月11日去世。世界科技对此深表哀悼。黄朝翰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学术所长，并担任世界科技《东亚政策》（East Asian Policy）期刊和《中国国际期刊》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编委。黄朝翰教授一生著述丰厚，其重要著作包括《解读中国发

展》（Interpreting China’s Development），《中国新兴经济》（China’s Emerging New Economy）和

《中国政治经济》（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等。

《中国国际期刊》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cij 

《中国新兴经济》
China’s Emerging  
New Economy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4588 



WATER IS ...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Water in Society and Life

作者：Seth B Darling，Seth W Snyder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分子工程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分子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Seth B Darling博士和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清洁能源与交通运输主任、美国西北大学副

教授Seth W Snyder联合撰写的这本著作探讨了水对世界的影响方式，从科学、技术、

政策、历史和未来前景等角度全方位地审视了水，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物质。全书深入

浅出，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018

SAVING LAKES
The Urban Socio-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s

作者：Wun Jern N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Sreeja Nair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K B S N Jinadasa (斯里兰卡康提佩拉德尼亚大学)，Evelyn Valenci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由NEWRI执行董事S h a n e  S n y d e r 教授担任主宾，该书于7月10日在“南洋理大

学NEWRI-LEF亚洲卓越水资源开发工作会议”上举行了发布会。该书希望激发全球

恢复和保护城市内外水体的意识，追溯了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在保护和修复热带城市

湖泊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两方面在解决水体保护与设计方面的指导意义。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014

公司新闻

世界科技出版的三本著作在今年7月连续登台三场
国际可持续发展盛会，即世界城市峰会论坛、新

加坡国际水博会和新加坡清洁环境领袖峰会，获得参会
的2000余位政府要员和商界领袖的关注。

这三本关于环境与水源的书籍如下：

NATURE, PLACE & PEOPLE: 
Forging Connections through Neighbourhood Landscape Design

主编：Puay Yok Tan (新加坡国立大学), Kuei-Hsien Liao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  
Yun Hye Hw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Vincent Chua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8年7月10日，该书在世界城市峰会论坛举办了发布会。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Cheong Koon Hean博士，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先生担任发布会主宾。

该书阐述了邻里景观设计不仅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生活好处，而且也保护了关系人类福

祉的生态系统。正如其标题所示，这本书解释了人类幸福、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人类健

康三者间的协同关系，强调了环境事业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

为了推广环境保护理念，世界科技特将此书设为开放获取书籍，完整电子版可从以下连

接获得。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879

好戏连台
世界科技三本著作登场
国际可持续发展盛会



主编： Puay Y

    

在南洋
作者：何华

世界科技旗下的“八方文化”最近推出《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何华撰写的《在南洋》 

一书。《在南洋》分为三辑：涉及人物、文学、电影、音乐、书画和饮食，从“新移民”的

视角，谈、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文、饮食、景观，让读者在与潘受、饶宗颐、许梦丰、

蔡逸溪、陈有勇、董桥、广洽法师等南洋文化名人的神交之中领略南洋的文化内涵与蕴

义，同时也带领读者在南洋茶餐室和小镇老街中找到了久违的人间烟火趣。正如作者何

华所说：“（南洋）这两个字，沉重、心酸、坚韧、奋斗，但也充满了蕉风椰雨的诗意和娘

惹 的富丽。”该书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文景观，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形诸文字。

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简净，有助于读者了解南洋文化。

《在南洋》现以入选《联合早报》好书初选及“大众书局”读者票选好书初选。

                                                        

                                                         https://www.globalpublishing.com.sg/bookshop/g417.html

社会科学好书推荐

中国的伟大巨变
China’s Change：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作者：Hugh Peyman

“很少有外国人能彻底了解中国。Hugh的优势在于，早在到中国工作之前，他就已经了解

了中国侨民，彻查了基层数据，接触了商界和官方人士。“
——沈联涛先生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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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科技出版的英文著作《China’s Change：The Greatest Show on Ear th》  

(中国的伟大巨变）入选第二期“外国人写中国计划”，世界科技入选为该项目战略合作

伙伴。本期项目共有近百项推荐作品参选，《China’s Change：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等13个高品质项目最终获选，世界科技也是唯一获选的境外出版机构。

该书作者，前路透社记者Hugh Peyman先生认为，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严

重的误读，“中国终将统治世界”和“中国崩溃论”的论调都过于简单化。作者通过自己

的亲身经历，从中国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角度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进

行分析，以全新的视角呈现给西方读者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748

《亚洲周刊》

登载推荐

郭鹤年经验——
《郭鹤年自传》评论集（1）

主编：黄枝连、潘国驹、舒庆祥

全球著名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亚洲周刊》最新7月刊登载推荐了世界科技最近出版的

《郭鹤年经验——〈郭鹤年自传〉评论集（1）》。该书邀请了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创所所长黄枝连教授、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创所所长潘国驹教授及马来西

亚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管委会副主席舒庆祥等著名学者、专家对《郭鹤年自传》、郭鹤

年及郭氏家族进行研究，旨在呈现一代“亚洲糖王”——郭鹤年的家国情怀、人生智

慧与经商之道，激励年轻一代学习郭鹤年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以及对华族文化的赤子 

之情。

                                                        https://www.globalpublishing.com.sg/bookshop/g424.html



精彩书评

金融工程：
亚历山大·利普顿精选
Financial Engineering: Selected Works of Alexander Lipton

作者: Alexander Lipton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连线科学实验室)

“亚历克斯·利普顿（Alex Lipton）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

践者，这本书以其所涵盖的精深技术和广泛课题让人们对作者肃然起敬。”

——Bruno Dupire
彭博社定量研究主管

“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集由当时最具学识的人所撰写，全面涵盖金融工程领域
的重点，既有回顾性，也有前瞻性。对于想要更多地了解金融实践和计量金融未

来方向的从业者及学者来说是一部必读佳作。”
——Damir Filipovic

瑞迅银行金融工程主席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金融学院教授

“想要在金融领域独占鳌头的人，这是一本必读书。书中内容不仅包括金融工程
的经典理论，也包含了那些决定金融工程未来方向的当今突破性研究。 这本书是

金融工程领域领军思想家对该领域的巨大贡献。”

——Alex "Sandy" Pentland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连线科学实验室社会物理学教授

卫生经济学及政策：
维克托·福克斯精选
Health Economics and Policy: Selected Writings by Victor Fuchs

作者: Victor R Fuchs (斯坦福大学)

“你得像我一样老，才会知道维克多·福克斯担任卫生经济学院院长到底有多长时
间。没有人比维克多更了解卫生经济学，也没有人比他更全面仔细地思考卫生保健的
所有相关问题。他睿智博学、充满爱心、风趣幽默。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他的智慧，这些智慧就融汇在这本书精心编排的各个章节中，读来并不费力，谨遵

医嘱，就能药到病除。请大家开卷一读。”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ichard Thaler

“这本书是美国最具思想性的健康分析师和最清晰的政策撰稿人以其卓富成效的职业

生涯凝聚而成的一座宝库。”
——Alice Rivlin

美联储前副主席

 “这本书让广大读者见识到了经济学家维克多·福克斯的分析技巧，领略到了他的智
慧与博爱。以可负担得起的费用来获得更好的健康，所有支持这一观点的人都应该读

一读这本书。”
——Richard Zeckhouse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786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