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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作者荣膺2018年诺贝尔奖项
恭贺世界科技作者阿诺德博士（Frances H. Arnold）获颁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瑟·阿斯金博士（Arthur Ashkin）和杰哈·莫罗博士（Gérard Mourou）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朗西斯·阿诺德博士因“酶定向进化”的研究而荣享一半的诺贝尔化学奖。她著写的论文“Enzymes by
Evolution: Bringing New Chemistry to Life”收录于Molecular Frontiers Journal (Vol. 02, No. 01) 。
阿诺德博士也是该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9789814603836_0014

此外，她也著写了论文“Expanding the Enzyme Universe Through a Marriage of Chemistry and
弗朗西斯·
阿诺德博士

Evolution”。该论文收录于New Chemistry and New Opportunities from the Expanding Protein

Universe一书。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S2529732518400023

世界科技作者阿瑟·阿斯金博士和杰哈·莫罗博士因“激光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获颁2018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阿斯金博士发明的光镊有助于操纵粒子、原子与分子。他也著写了科学书籍 Optical

Trapping and Manipulation of Neutral Particles Using Lasers。
阿瑟·
阿斯金博士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4208

据诺贝尔奖委员会，莫罗博士和唐娜·斯特里克兰博士（Donna Strickland）因创造出迄今最短最强的激光
脉冲而各赢得了四分之一的诺贝尔物理奖。莫罗博士是“Laser Technology for Advanced Acceleration:
Accelerating Beyond TeV”的论文合著者。该论文收录于Reviews of Accelera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 09）。
杰哈·
莫罗博士

								

https://doi.org/10.1142/S17936268163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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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来稳步发展

通过13个办事处扩展全球业务

世

界科技出版公司多年来稳步发展、与时俱进，目前是世
界领先的学术出版商之一，也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英

语媒介国际科技出版公司。

世界科技
新加坡总部

公司创建时，仅有5名员工及一间小办公室，如今新加坡总部
雇有200多名员工，而海外分部一共有约250名员工。新泽西

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公司也逐步扩展业务范围，包括

州、伦敦、上海、香港、台北、北京和金奈是首批成立的海外分

了印前服务、数码化、平面设计、印刷、翻译及活动管理。

部外，公司的业务网络还扩展至慕尼黑、日内瓦、特拉维夫、东
京等。

世界科技的业务网络遍布全球，不局限于现有的十三个办事
处。此外，我们也参与各大国际会议，如：国际数学家大会、

世界科技年均出版各类新书600本，刊物135份。其中有许多书

沿海工程国际会议、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和美国经济学会

籍受知名大学所推荐采用，如：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斯坦

的年度社会科学联合会等。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887

世界科技海外分部

联系我们
新泽西州

新泽西
新泽西

伦敦
伦敦

负责人：翟宇冰女士
新 泽西州分 部由翟宇冰女士 领
导，翟女士自1987年4月加入公司
以来，一直在公司发展与扩展方面扮演着核心的角
色。新泽西州作为公司的首个海外分部，让公司与作
者和合作伙伴们培养了更良好的关系和业务网络。
新 泽 西 州 团 队 所 付出 的 努力是 显 而 易 见 的，他 们 争
取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包括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纽约大学马丁·格鲁
伯（M a r t i n G r u b e r）、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哈利·马
可维兹（Harr y Markowit z）、麻省理工学院罗柏·墨顿
（Robert Merton）及弗朗克·韦尔切克（Frank Wilzcek）
等著名作者的著作。
联络号码：(+1) 201 487 9655
电邮：yzhai@wspc.com
地址：27 Warren St #401,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伦敦
负责人：罗兰·查米纳德（Laurent
Chaminade）先生
世界科技的伦敦分部成立于1995年，坐落
在英国首都的中心地带，科文特花园历史区。伦敦分部也是
世界科技欧洲业务的中心。该分部扩展了欧洲的学术与业务
网络，也是许多作家的关键接触点，包括来自伦敦帝国理工
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
大学等学府的作者，而其中有许多作者是其领域的领导性人
物，包括了诺贝尔奖获奖者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联络号码：(+44) 20 7836 0888
电邮：laurent@wspc.co.uk
地址：57 Shelton St, London WC2H 9HE, UK

慕尼黑
负责人：大卫·希克（David Schick）博士
慕尼黑办事处成立于2015年，距离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和路德
维格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 u d w i g - M a x i m i l i a n s - Universität München）仅一箭之遥，为德
语区的众多作者和客户提供服务。该分部主要侧重于组稿、营销和客户服务，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作者、图书管
理员和书商的主要联络点。合作伙伴包括了哈拉尔德·弗里奇（Harald Fritzsch）、凯琳·墨玲（Karin Moelling）、哈
根·克莱纳特（Hagen Kleinert）及根特·法汀（Günter Faltin）等。近期，慕尼黑办事处开始与该地区的社团和其他
网络社区紧密合作，与德国和中国公司，以及欧洲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建立国际网络。
联络号码：(+49) 89 12414 77
电邮：dschick@wspc.com
地址：Theresienstr. 66, 80333 Munich, Germany

日内瓦
日内瓦
慕尼黑
慕尼黑

上海和北京

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

负责人：傅明焱女士
上海分部坐落在黄浦之滨，服务
广大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北京、上
海、广州等东海岸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分部与北京
分部共同为书商和图书馆提
供更全面的服务，并致力于为
中国的作者和客户服务。

北京
北京
深圳
深圳
上海
上海

联络号码：(+86) 21 63254982
电邮：rfu@wspc.com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99
号，邮编 200080，上海滩国际
大厦 2003室

香港
负责人：张章旺先生
香港分部于1994年成立，为图书
发行商、代理商、零售商以及香港
各地区的图书馆服务。香港分部
的业务也不断扩大，与区域读者、作家建立了密切
的合作关系。如今香港分部与上海和北京办事处共
同承担了邻近华南地区（主要为广东、福建和澳门）
的营销和组稿工作。
联络号码：(+852) 27718791
电邮：cwtiong@wspc.com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46-48号，运通商业大厦
10字楼1004 室

金奈
金奈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香港

台北
台北

东京
东京

北京联络人：史泓冰
联络号码：(+86) 10 82601201
电邮：hbshi@wspc.com
地址：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邮编 100083，财智国际大厦 B1505室
金奈联络人：Ranjana Rajan
联络号码：(+91) 44 42065464
电邮：ranjana@wspc.com
地址：No. 16 South West Boag Road, T. Nagar, Chennai 600017, India
东京联络人：Yoshio Kimura
联络号码：(+81) 080-81080-6881
电邮：ykimura@wspc.com
地址：2F, No. 3 Katou Building, 23-2 Yushima 2-Chome,
Bunkyo-Ku, Tokyo 113-0034, Japan

台北
负责人：黄凤娇女士
台湾分 部成立于19 9 5 年，多年
来 成 功 获 取了不少与台 湾 学术
社群合作的机会，包括中央研究
院、160所大学和学院，并致力为台湾的10个实验
室提供更优良的服务。
联络号码：(+886) 2 2369 1366
电邮：fkwong@wspc.com
地址：(10091)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四段162号8楼

特拉维夫 联络人：Roberto Spindel
联络号码：(+972) 2 5791532
电邮：rspindel@wspc.com
地址：Kiriat Hatikshoret-Neve Ilan Suite
226-Harei Yehuda, 90805, Israel

杰出数学项目

世界科技《数理逻辑期刊》名列第一

数

学是世界科 技的强
项 之一，出 版 的 杰 出
著 作包括了F i e l d s

Medallists’Lectures 《菲尔
兹奖得主演讲集》、Wolf Prize in

Mathematics《沃尔夫数学奖》
等，展现了超过80年的数学领域发
展历史。

第1 名

第6 名

据《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和SCImago期刊排名（SCImago Journal Rank）两项权威数据库
统计，世界科技所出版的Journal of Mathematical Logic《数理逻辑期刊》名列第一，因此确立了该期刊在数理逻
辑领域的重要地位。Mathematical Models and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应用科学中的数学模型与方法》
最新影响因子高达3.319，并在252份应用数学的期刊中排名第六。另一份期刊是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分析与应用》，该期刊在数学学科中排名前20，成为了该领域进步最快的期刊。

世界科技成为2018年国际数学大会官方指定出版商
世界 科 技 很 荣 幸成 为2 018 年国
际 数 学 家 大 会（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ICM 2018）的官方指定出版商。
今年有超过3000名来自114个国
家的数学家出席了这场活动。ICM
大会上也颁发了当今最负盛名的
数学奖项。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
菲尔兹奖的得主、其他获奖者和
作者们都来参观了世界科技的展
位，参阅我们精心挑选的数学领域
的重要著作。

时事新闻
世界科技作者赢得著名数学奖项：

菲尔兹奖、陈省身奖和高斯奖
2018年菲尔兹奖
阿克沙伊·文卡泰什因其综合解析数
论、齐次动力系统、拓扑学和表示论
的研究贡献而获得表彰。
阅读文卡泰的文章 " S t at i s t i c s of
Number Fields and Function Fields"。

恭

贺世界科技作者与编辑阿克沙伊·文卡泰什（Akshay
Venkatesh）获得了2018年菲尔兹奖（Fields Medal）
；柏原正树（Masaki Kashiwara）获得了2018年陈省
身奖（Chern Medal Award）；大卫·多诺霍获得了2018年高斯奖
（Gauss Prize）。

2018年陈省身奖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doi/
10.1142/9789814324359_0056

2018年高斯奖
大卫·多诺霍因为在理论统计及计算统计、信
号处理及谐波分析的领域有显著的贡献，所
以赢得了2018年高斯奖。

柏原正树50年来的职业生涯中对代数分析和
表征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获得了2018
年陈省身奖。
阅读柏原正树的文章"Affine Cr ystals and
Vertex Models"。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S0217751X92003896

翻阅其著作 Algebraic Analysis and Around ——这部
著作是为了纪念柏原正树的60大寿而出版的。

阅读多诺霍的采访"Sparse Data, Beautiful
M i n e" 和文章 " Tr a n s l a t i o n I n v a r i a n t
Deconvolution in a Periodic Setting"及"Beamlab and
Reproducible Research".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9789814317597_0008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S0219691304000640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10.1142/S0219691304000615

https://doi.org/10.1142/e016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1060

*获奖名单于201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公布。其进程的笔录也将于2019年4月，由世界科技出版。

恭贺世界科技作者文小刚教授荣膺2018年狄拉克奖章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文小刚是今年荣获狄拉克奖章（Dirac Medal）的三名杰出教授之一，也是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英文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 《现代物理国际期刊B》及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 《现代物理国际期刊B》的编委会成员。
获颁奖章的教授还包括了哈佛大学的苏比尔·萨查戴夫（Subir Sachdev）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谭青
山（Dam Thanh Son）教授。三位获奖者对强相互作用多体系统中新型相态及镶边的理解作出了独立
贡献，并且创新性地引入了跨领域的研究方法。
狄拉克奖章是1985年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为纪念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保罗·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而设置的年度性奖项。

最新活动

Critical Issues in Asset
Building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资产建
设的关键议题——新
加坡发展之路》发布
会。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华素博士（左）、
辛哈教授（右）及其他
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
（图片：通讯及新闻
部；Kenji Soon摄影）

李显龙总理亲自发布世界科技资产建设主题著作

世

界科技于2018年8月24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邵氏基金会校友会发布了新书
Critical Issues in Asset Building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资产建设的
关键议题——新加坡发展之路》。

该书由新 加 坡国立 大学 的人 文与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华 素 博士（D r . S Vasoo）和辛哈教授
（Prof. Bilveer Singh）合编，记录了资产建设于新加坡发展的用途。
这部著作将为读者展示过去约50年中，为惠民助民而实施的举措，有助于学生、政策制定者和
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课题感兴趣的公众深入了解这些举措，并能够推动人们思考新加坡未
来的发展轨迹。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976

世界科技作者、斯坦福大学教授

维克托·福克斯推出新著作
2018年6月7日，斯坦福大学卫生研究与政策和经济学教授维克托·福
克斯（Victor Fuchs）正式发布了新书Health Economics and Policy:
Selected Writings《卫生经济学及政策：维克托·福克斯精选》。这
是94岁的福克斯教授的最新作品，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发布，并有
约100人参与。
医学院院长罗伊德·米诺（Lloyd Minor）博士致词时提到：
“维克托
对美国医疗保健服务的了解无人能及。他具有惊人的写作能力，能够
同时融合复杂的分析、严谨的文字和紧密的逻辑。”
据作者介绍，这是一本经过仔细筛选的精选集，他为这部作品选出了
“人们当前所关心”且“（论述观点达到）平衡”的作品，展现了福克
斯在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经济视角”。
请通过以下链接了解有关书籍的更多详情。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10786

斯坦福大学卫生研究与政策及经济学教授维
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的新书Health
Economics and Policy: Selected Writings《卫生经
济学及政策：维克托·福克斯精选》于2018年6月7
日发布。（图片：世界科技）

最新活动
世界科技荣誉呈现
China's Change: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看中国：伟大的巨变》
2018年9月12日，由姚沛文（Hugh Peyman）撰
写，世界科技出版的最新中国研究著作China's

Change: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看
中国：伟大的巨变》于伦敦国王学院隆重发布。

2018年9月4日，拿督蔡锐明（左）将 Island Life《岛屿生活》呈献给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左二）。发布会设置于柔佛州丰盛港登
加岛巴图巴图度假村里的东姑阿都加里尔保护中心。
（图片：世界科技）

柔佛苏丹发布

世界科技环境保护书籍
2018年9月4日，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His Majesty, Sultan
Ibrahim Ibni Almarhum Sultan Iskandar）正式发布了Island Life
— A Natural History of Pulau Tengah《岛屿生活——登加岛的自
然历史》，并为马来西亚（柔佛州）登加岛，巴图巴图度假村里的东
姑阿都加里尔保护中心开幕。
这部著作是为了纪念已故东姑阿都加里尔殿下（H i s H i g h n e s s
Almarhum Tunku Abdul Jalil Iskandar ibni Sultan Ibrahim
Ismail），也即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与柔佛苏丹后惹查丽苏菲雅
陛下（Her Majesty Raja Zarith Sofiah）膝下六子女中的其中第
四位。

I s l a n d L i f e 记录并分享了登加岛的自然历史，也讲述了巴图
巴图工作人员以及访问该岛并为岛屿及周边地区的动植物保护做
出贡献的各种专家和自然爱好者的工作。此外，也记录了每年都
会到岛上产蛋并频临绝种的绿海龟（Chelonia mydas）及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的保护活动。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说：
“这本书让我们一窥苏丹依斯干达海
洋公园（Sultan Iskandar Marine Park）的美景，凸显了当局和柔
佛人民在环境保护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希望这部著作能够
激励人们与有关机构联手合作，共同保护美丽的柔佛及其中的自然
资源。”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9826

这场活动由BBC董事长东尼·霍尔（Tony Hall）
主持，由伦敦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绍恩·哈
戈瑞姆斯·海普（Shaun Hargreaves Heap）和
霍尔一同为活动开幕。当天出席的贵宾还包括
了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汉弗莱·霍克
斯利（Humphrey Hawksley）、詹姆斯·迈尔斯
（James Miles）等。
该作品由英籍作者姚沛文先生撰写，入选第二
期“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世界科技也成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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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13个高品质项目最
终获选。
姚沛文197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政治、哲学
和经济学，曾就职于路透社香港分社、《远东经
济评论》、美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他与亚洲和中
国结下了近40年的不解之缘，特别是16年前定
居上海后，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经济研究，以其
切身经历向欧美公司和西方人士介绍一个巨变
中的中国。
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维新”的思想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化强调进行长期规划，
使中国人总能从了解变革的本质入手，寻找应对
变化的方法，持续地发展。

（从左至右）东尼·霍尔（Tony Hall）和作者
姚沛文（Hugh Peyman），于China's Change: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看中国：伟大的巨
变》书籍发布会。

好书推荐与书评
哈佛大学教授讲义结集成书
Lectures of Sidney Coleman on Quantum Field Theory
《悉尼·科尔曼讲义：量子场论》
前言：David Kaiser
编辑：Bryan Gin-ge Chen（荷兰莱顿大学）, David Derbes（芝加哥大学）,
David Griffiths（里德学院）, Brian Hill（加利福尼亚圣玛丽学院）,
Richard Sohn （洛威尔克洛诺斯公司）, Yuan-Sen Ting（哈佛大学）
悉尼·科尔曼常被誉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喜剧演员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
‘结合体’”，也是高能理论物理领域的“巨人”。他有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洞察力，被誉为行走的
物理百科全书，对物理学作出很多重大贡献，却几乎不为物理学界外的公众所知悉。然而，他的
大名却早已被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奉为传奇。在教学上，他是天生的演说家，幽默风趣，也总能
切中要害，深入浅出，将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是难得一见的优秀教师。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9371

这本书撰写自大量的录音和笔记，是科尔曼的学生及助教，以及量子场理论领域教授及专家们
四年的心血与合作成果。内容从基本谈起，循序渐进，论及多粒子理论、对称性、守恒定律、微扰
理论图解、重整化、对称性破缺与杨·米尔斯理论等量子场论问题，并分析了很多习题。

“科尔曼的讲义与抄录的文字清晰而富有魅力，所探讨的主题
对物理学前沿仍旧非常关键。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选集。”

“啊，量子场理论：通过科尔曼的眼睛，我们见证了一场胜
利的游行——一场让观众既惊叹又欢喜的游行！”

——Hugh David Politzer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nthony Zee,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Quantum Field Theory in a Nutshell作者

“悉尼·科尔曼是量子场论大师……他的讲座鲜活生动，至
今仍令我神往，他笃定地选择了基础核心的课题，然后简洁
明了地进行了讲解。”
——Frank Wilczek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悉尼·科尔曼的量子场理论课程是我所上过的所有物理课
中最为难忘与愉快的体验之一。他的讲义非常精致、富有洞
察力，对于任何对现代物理基础课题感兴趣的人而言都是个
无价之宝。”
——Sean Carroll，加州理工学院，Spacetime and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Relativity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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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tman，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荷兰国家亚原子物理研究所（NIKHEF）
书籍推荐文（第一版）
“韦尔特曼（的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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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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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真是一部杰作……（它）为所有有抱负的年轻学生展现了‘基本粒子’的
世界，同时也适合聪颖的外行读者们，是举世无双的作品。”

—— Melvin Schwartz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观察深入，同时也极为原创的作品。物理学家所构建的蓝图建立
了我们对‘实事与奥秘’的感知，并添加了一份人气。”

——Chris Quigg
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worldscibooks/10.1142/10904

“维尔特曼勇敢地在先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物理，从而发掘了最根本的事实……即
使你已读过许多普及物理的书籍，我还是会鼓励你参阅这一本著作……”
——CERN Courier
MCI (P) 006/10/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