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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缅怀物理泰斗
悼念世界科技最佳物理学作者之一

——汤姆•基布尔教授
世界物理学界的泰山北斗，著
名英国物理学家，世界科技出
版公司前作者，汤姆 • 基布尔
（Tom Kibble）教授于近日逝
世，享年83岁。
世界科技对基布尔教授的逝世
深表哀痛。基布尔教授去世前
不久还在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主席潘国驹教授商讨出版纪
念文集的事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刚刚完成部分手稿
后，基布尔教授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
基布尔教授早年因在希格斯机制和希格斯玻色子方面的杰
出贡献，与杰拉尔德•古拉尼（Gerald Guralnik）和卡尔•理
查德•哈根（C. R. Hagen）在1964年闻名学界。基布尔教
授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高能粒子物理和宇宙
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对量子场论有着重大影响。
因分歧和争议，基布尔教授虽然与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失之交臂，但他的学术贡献依然享誉全球。在物理和科学
界极具盛名的美国物理学会和皇家学会为基布尔教授分别
颁发了2010年J.J.樱井理论粒子物理学奖和休斯奖。由于他
对物理学贡献卓越，2014年基布尔教授被授予勋爵。
世界科技曾有幸出版基布尔教授的两部重要著作：《经
典力学》（第5版）（Classical Mechanics）和回顾其一
生研究精粹的《对称性和基础物理：汤姆•基布尔在80》
（Symmetry and Fundamental Physics: Tom Kibble at 80）。
为了纪念汤姆•基布尔教授一生的贡献，世界科技特此对
《对称性和基础物理：汤姆•基布尔在80》中由Steven
Weinberg 和 Frank Close撰写的两个章节开放免费在线阅
读 （时效有限）。

世界科技荣誉呈现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南部阳一郎纪念文集
为了纪念这位在二十世纪物理
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特别推出了
由诺贝尔奖得主南部阳一郎
（Yoichiro Nambu）生前同
事、研究合作者和学生所撰写
的文集。该文集不但回顾了南
部阳一郎对物理学的贡献，并
且首次分享了他的个人生活。
书中特别收录了南部教授生前
撰写的最后一篇科学文稿。从
事物理研究的专业人士和对粒
子物理有兴趣的读者，本书不容错过。
本书的供稿人包括：
Steven Weinberg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Tom Kibble (伦敦帝国学院)
Michael Turner (芝加哥大学)
Giovanni Jona-Lasinio (罗马智慧大学)
Peter G. O. Freund (芝加哥大学)
Jeffrey Harvey (芝加哥大学)
Emil Martinec (芝加哥大学)
Pierre Ramond (佛罗里达大学)
Lars Brink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Lay Nam Chang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Moo-Young Han (杜克大学)

•《经典力学》（第5版）（Classical Mechanics）

Kazuo Fujikawa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p310

Holger Bech Nielsen (哥本哈根大学)

• 《对称性和基础物理：汤姆•基布尔在80》
（Symmetry and Fundamental Physics: Tom Kibble at 80）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073

Louis Clavelli (塔夫茨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
Paul Frampton (北卡罗来纳大学)
Jorge Willemsen (迈阿密大学海洋大气学院)

公司新闻
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内阁部长陈振声和雅国博士出席
世界科技《前进吧！新加坡马来人/穆斯林社群50年》发布会

由左至右：本书编辑Zainul Abidin Rasheed先生（前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社群领袖、现任新加坡驻科威特非常
驻大使兼外长中东特使），通讯及新闻部长兼负责回教事物部长雅国博士，纳丹先生（新加坡前总统），总理公
署部长兼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本书编辑Norshahril Saat博士（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和潘国驹教授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为本书揭幕。（照片由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提供）

2016年5月29日世界科技为《前进吧！新加坡马来人/穆
斯林社群50年》（Majulah! 50 Years of Malay/Muslim
Community in Singapore ）——这本为庆祝新加坡马来
人/穆斯林社群50年历史及成就而出版的近700页的金禧
巨作，在历史悠久的新加坡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隆重举
办了新书发布会。
总理公署部长兼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连同前总统纳
丹（S R Nathan）、通讯及新闻部长兼负责回教事物部
长雅国博士（Yaacob Ibrahim）、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
务次长费绍尔(Faishal Ibrahim)、国会议员再纳（Zainal
Sapari）、社群领袖和外国政要等百余位嘉宾出席了此
次活动。《海峡时报》、朝阳频道（SURIA）《Berita》
新闻、《今日报》（网络版）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这本由Zainul Abidin Rasheed先生（前外交部高级政务
部长、社群领袖）和Norshahril Saat博士（尤索夫伊萨
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共同编辑的煌煌巨制回顾了新加
坡马来人/穆斯林社群在教育、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学、
音乐、艺术和伊斯兰文化等方面的进展和贡献。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980

“马来人/穆斯林社群（在新加坡的发展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其他社群携手同心，克
服困难，取得了共同进步和繁荣。书中文章从马
来人/穆斯林社群的视角回顾了新加坡建国50年之
旅中的点点滴滴……我希望读者能在放眼未来的
同时，以历史为鉴，汲取宝贵经验。新加坡的未
来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前进吧，新加坡！”
——摘自李显龙总理为
《前进吧！新加坡马来人/穆斯林社群50年》撰写的前言

“我认为这是记录我们自身历史的一项重要努
力。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自己的历史，那还
会有谁去珍视它。我们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也
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记录自己的历史，如此一来，
后人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历史……我希望后继者能
在Zainul Abidin Rasheed先生和Norshahril Saat博士
所作贡献的基础上继续添砖加瓦……”
——雅国博士（通讯及新闻部长、网络安全主管部长、
回教事务主管部长）在《前进吧！新加坡马来人/穆斯林
社群50年》发布会上的媒体访谈

公司新闻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畅销书
《榕树下的沉思》将被译为意大利文
中国大陆版将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
世界科技荣誉宣布，杨荣文撰写的畅销书《榕树下的沉思》（George Yeo on Bonsai,
Banyan and the Tao）将被译为意大利文。以数学和科学出版见长的意大利出版社
Aracne editrice是本书意大利文版的合作者。预计本书的意大利文版将于2017年发行。
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负责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版也将于近期推出。此次在市场已
有的简体和繁体中文版之上推出的大陆中文版代表着世界科技对广大中国大陆市场的
高度关注。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8859

《世界科技全球卫生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手册》新书发布会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新泽西办事处于2016年4月13日在纽约大学罗伯特F•瓦格纳公
共服务研究生院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教授理查德M•舍夫勒（Richard M
Scheffler）编纂的《世界科技全球卫生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手册》（World Scientific
Handbook of Global Health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举办了发布会。为彰显
书中卫生经济学之重要，舍夫勒教授诚意邀请了纽约大学罗伯特F•瓦格纳公共服
务研究生院院长雪莉•格莱德(Sherry Glied)博士和健康投融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亚历山大S•普力克（Alexander S. Preker）博士为发布会致词。舍夫勒博士对
世界科技大加赞赏，评价世界科技是一家高品质的出版公司，并感谢世界科技的
员工为这个出版项目付出的心血。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200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图书馆订购世界科技全套电子图书
世界科技日前与贝鲁特美国大学签署协议，为贝鲁特美国大学图书馆提供世界科技全套电子图书。这项协议的签
署将使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师生在此后三年能够阅读近7000册电子图书，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科技、医药和社会
科学。
世界科技执行董事潘大扬先生表示“贝鲁特美国大学在阿拉伯和中东研究、能源、创新、企业、数学等诸多学科领
域设有重要研究机构。世界科技提供的这些电子图书将对大学的研究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书推荐
对艺术与科学的好奇和热爱

沃尔夫物理学奖

Curiosity and Passion
for Science and Art

Wolf Prize in Physics
编辑：Tsvi Piran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作者：Uwe B Sleytr（奥地利维也纳自然资源和生命科学大学）

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科学家，展

由沃尔夫家族资助创办的沃尔夫奖，历史虽然不长，

示了他一生的成就以及他将科学见解与艺术融汇贯通

但却是表彰科学研究的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

的独到之处。

本书是沃尔夫物理学奖部分得主的文章合集，书中收

书中有关科学的部分着笔于细菌外表层蛋白，这种用于

录了每位沃尔夫物理奖得主贡献的两篇文章和一篇讲

产生复杂超分子结构和纳米级元件的独特组件和型样

述其科学生涯的生平传记。物理研究背后的艰辛，以

元素。外表层蛋白是最简单的生物膜，常见于细菌和

及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们在科学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

古生菌表面，它也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聚合物之一。

的印记，不仅感人至深，更是激人奋进。

作者在书中热情洋溢地讲述了科学对其艺术创作的激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发，尤其是在视觉化表达基因控制技术所引发的潜在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039

合成生物学及进化演变方面科学对艺术的启迪。本书
的点睛之笔是，作者分享了艺术如何使他摆脱科学教
条的束缚，达到思想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他用面具
般的雕塑象征科学与艺术的交界，更代表了科学创想
那不可预知且又神秘的本质。
无论你是对微生物学、纳米生物技术、结构生物学、
超分子化学还是对艺术有兴趣，都会发现这本书发人
深省。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084

新书推荐
企业计划成功之道
公司财务个案研究汇总
Case Studies for Corporate Finance
From A (Anheuser) to Z (Zyps)
作者: Harold Bierman Jr（美国康奈尔大学）

How to Create a Successful
Business Plan
For Entrepreneurs, Scientists,
Managers and Students
作者: Dan Galai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
		
Lior Hillel (瑞士独立商业顾问),
		
Daphna Wiener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

由公司财务领域的世界知名作家Harold Bierman撰写的

如何用一个综合模型来对企业的所有元素进行有效分

《公司财务个案研究汇总》收集了1985到2014年间有

析，然后把分析结果转化到企业计划当中？在企业经

关公司财务问题的51宗真实案例，涉及从资本结构、

营过程中，企业家需要统观各种计划和构想，然后根

杠杆收购到资产重组等各种财务问题。虽然书中案例以

据企业情况和财政条件将其重构。《企业计划成功之

美国为主，但对于世界其他各国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道》讨论了如何灵活企业计划，为针对主要商业模式

书中后半部分关于财务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内容让人眼

元素的企业计划提供结构化方法，以及投资者和潜在

前一亮，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有关公司金融决策

商业合作伙伴时常提出的关键性问题。

的各种实际业务情况。这些案例不乏世界著名企业和
公司，如时代华纳（1981-1991），华特迪士尼公司
（1995），埃克森—美孚（1998），三菱无息可转换
债券（2000）和苹果公司（2014）。工商管理专业的
学生和对公司财务有兴趣的读者，本书不容错过！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550

来自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可在书中提供的框架下合作
完成成功的企业计划。读者将会发现，书中讨论的商
业模式深入浅出，让人获益匪浅。
本书推荐给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独立企业家、经
理、潜在商业合作伙伴和服务提供商。
欲知详情或网上订购，请登录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475

书 评
转基因改造人：改变生活的科学之设计婴儿

GMO Sapiens–The Life-Changing Science of Designer Babies
作者: Paul Knoepfler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让我为之烦恼、为之兴奋又为之恐惧的是，我发觉自己暗自认同，虽然我不支持
人类转基因改造，但在新信息和新观点面前，我发现自己开始质疑这种看法，而且
不得不承认，我对（转基因改造的）发展饶有兴趣、拭目以待。”
The NODE

“围绕着备受争议的转基因食品、试管婴儿、人类克隆和线粒体置换，Knoepfler在
书中对这些问题的总结不无裨益、明白易懂。你应当读读Knoepfler的博客。如果你
不是博客爱好者，我建议你可以读读这本书，关于转基因和开创科学博客这是本不
错的入门读物。”
Cell
“这是本人人都能读懂的精彩作品，即使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科学背景的人也读来毫
不费力。他巧妙地引领着读者徜徉在那些常见于文学和电影的基因技术的发展长河
中。”
The Stem Cellar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542

有效场理论

Effective Field Theories
作者: Alexey A Petrov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Andrew E Blechman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这本书写得很精彩，连贯顺畅、内容丰富、紧扣主题，能让人充分理解和应用有
效场理论，譬如对称性、重整化群技巧和反常。这本书不仅适合于该领域的研究
者，也适合于想要全面了解量子场论的学生——有效场理论为理解量子场论提供了
线索，以及想要探究和比较高等物理与经典物理的老师。”
CERN Courier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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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动力学建模

Modeling Love Dynamics
作者: Sergio Rinaldi (意大利米兰工业大学,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
Fabio Della Rossa (意大利米兰工业大学), Fabio Dercole (意大利米兰工业大学),
Alessandra Gragnani (意大利米兰工业大学), Pietro Landi (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

“同时为应用数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书写绝非易事，但本书的作者却游刃有
余。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这本条理清晰、简明易懂的书，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设计
精美。书中的插图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那些著名的有关爱情的英雄和趣事。”
Gustav Feichtinger 维也纳科技大学

“这本书从多个角度围绕着两大强有力的人类智慧产物 ：艺术和科学，展开书写。
显然，就深度而言，艺术在抓取爱情方面更胜一筹。不过，爱情稳定、事物流转和
神经动力的驱动要素都被纯朴简单的数学牢牢掌握着。还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适合
吸引大众来与方程周旋？”
摘自《自然》博客 Bridge: Nature’s Books and Arts Blog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