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开局大片儿：新冠、蝗灾、洲际大火、多国地震、中东世纪协

议、多重活体机器人——2020年 1月全球新闻月报

编辑  CY

冰：经过10天的全球煎熬，新冠特效药终于在泰国爆出好消息；澳洲也天降大雨，如有神

助，着了4个多月的山火终于缓解；然而东非蝗灾仍然肆虐，多国地震火山频发，中东局

势环环相扣，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定点人肉清除、民航客机被导弹击落、中东和平路线图

忽然再度登场。。。以前可能是 1年的新闻，现在 1个月就快演完了，而且各个都是超过

好莱坞大片情节的神级事件。 

火：鲍伯琼斯曾预言，酋长队夺得超级杯是末日大复兴即将来临的记号，而 2月 2号，这

个记号已精准实现。复兴要来了，末后的日子就在你我面前，神的儿女们要兴起发光！以

赛亚60章的经文，今天应验在我们耳中了。

2020.1全球5.6级以上地震一览图：



新闻概览

主题 日期                      报道超链

天象

航空

1.16 银河系边缘惊现巨型天体结构，大量新星涌现

1.11 距地      5      亿光年，重复无线电信号被五次接收，天文学家已追踪到来源  

1.4 2020      年才刚开始，理论物理就有了重大突破  

1.14 澳大利亚陨石中发现地球上最古老物质：来自      70      亿年前的星尘  

1.20 天文学家探测到来自参宿四方向的引力波爆发

2.27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上空出现环状乌云

10.19 3.5      亿光年外双子星随机变暗，是外星人对我们“闪信号灯”吗？  

1.16 1      月      17      日“荧惑守心”即将上演，还有“双星伴月”，一起来看吧  

1.20 新发现！我们附近的外星世界竟有三轮红日

混种人 1.14 全球首个用青蛙细胞制造“活体机器人”诞生，遭破坏时可自愈！

1.17 半生物半机械，“鸽子机器人”问世，或将推动新型机翼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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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1.17 科学家研制出“活砖头”

1.10 两个基因突变让虫子续命      5      倍，南大与美科学家发现延长寿命新方法  

1.10 英媒：科学家成功关闭“疼痛基因”

1.6 亚马逊“刷手”支付，医院试验虹膜识别，生物识别前景与挑战

1.17 Mojo      推出世界首款      AR      隐形眼镜：  Mojo Lens  

1.17 谷歌市值破万亿美元大关，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市值总和超      5      万亿美元  

1.8 CES2020      展示与车相关的新技术都在这里了  

1.4 突然暴涨！  B      站跨年晚会被夸疯了  

1.23 美国首例新型肺炎病例治疗过程披露：由机器人治疗，患者状况令人满

意

1.8 他预言了      2019      年的世界，然后在      2019      年离开  : 科幻影史概念艺术家

地球

异动

地陷：

1.16 前天青海发生地面坍塌事故，致死      9      人！远处的菲律宾也地裂了！  

极端天气

1.19 澳洲灾祸不断，高尔夫球般冰雹袭击墨尔本，强降雨无法扑灭山火

1.6 新西兰也烧起来了！

1.16 澳洲喜迎大雨却又酿大祸，雨水将灰烬冲进河流，数万条鱼儿死亡

1.26 印度尼西亚：洪水来袭

火山

大地震

1.17 全球大规模火山爆发，正如神秘主义拉比预言…菲律宾墨西哥频频传警

报

1.26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再次喷发 熔岩瀑布流光溢彩

1.30 祸不单行！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等多国接连发生地震

时政

异闻

天灾：

1.22 东非遇      25      年来最严重蝗灾！单个蝗虫手指长 每平方公里      1.5      亿只  

1.28 横跨      6      个国家！影响近      6000      万人，  NASA  ：亚洲河流出现不寻常的变色  

其他：

1.8 坠机、袭击、踩踏、地震……过去      24      小时伊朗频登头条  

1.16 视频｜俄罗斯政坛突发地震 究竟发生了什么？

1.30 特朗普发布中东“世纪协议”，巴勒斯坦：“不！不！不！”

1.9 英国首相顾问公开招募奇人   73      岁“超能力大师”毛遂自荐  

1.17 拥有全球最多防晒霜专利竟是      IBM  ！ 全景描述科技巨头已深度介入美妆  

业 

2.2 美国新冠病毒特效药临床表现好，泰国疗法          48          小时见效  

1.15 奇观！丹麦反重力瀑布 逆流而上冲      470      米绝壁  

1.4 陕西省原副省长陈国强被双开：为谋求晋升大搞政治攀附和人身依附

1.4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被开除党籍：典型的“两面派”

1.22 河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李谦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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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主题：

天象、航空

银河系边缘惊现巨型天体结构，大量新星涌现

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第 235届美国天文学会年会上，天文学家公布最新观测结果，

在我们银河系边缘附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区域正在产生大量恒星。

这个新发现的天体结构被命名为“拉德克利夫波”，长约 9,000光年，宽 400光年。这个

结构位于最靠近我们太阳系的旋臂，与太阳非常近，大约 500光年。它包含大约三百万个

太阳质量的星际气体，其中有大量恒星形成区域。

距地      5      亿光年，重复无线电信号被五次接收，天文学家已追踪到来源  

2019年1月，英国 BBC报道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大意为：位于加拿大奥卡诺根山谷的

CHIME(氢强度测绘实验)射电望远镜，接收到来自遥远星系的重复无线电信号，具体成因和

来源尚待进一步研究。

2020      年才刚开始，理论物理就有了重大突破  

刚刚进入 2020年，科学界就传来一则重要信息，理论物理将有重大突破。

据外媒报道，美国核能研究所的 Jackied教授，自2019年6月份，就开始一项，有关太阳

内部的模拟实验，探索物质在极高温环境中的变化。

https://www.toutiao.com/i677798504383591271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from=singlemessage&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8209951&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200105153910010014048140381CD966&group_id=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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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实验都在一个名为“EAST”实验装置中就行，“EAST”全称为“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译为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又被称为

“人造小太阳”。

澳大利亚陨石中发现地球上最古老物质：来自      70      亿年前的星尘  

据 CNN1月 14日报道，五十年前，一颗陨石降落在澳大利亚。最近对陨石的新分析发现了

70亿年前形成的星尘，是目前地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物质。

据了解，太阳系已有 46亿年的历史，这意味着这种星尘早在太阳系还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

在。

 星尘的放大图，晶粒为 8微米

1      月      17      日“荧惑守心”即将上演，还有“双星伴月”，一起来看吧  

17日的晚上，又迎来著名的“荧惑守心”天文奇观，也就是火星合心宿二，火星将和心宿

二在夜空中“争红斗艳”。荧惑又名赤星、罚星、执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战争、死亡

的代表，在西方也是如此。

天文学家探测到来自参宿四方向的引力波爆发

LIGO/处女座，在1月14日探测到一个引力波爆发，它来自参宿四恒星所在的天空区域。

https://www.toutiao.com/a6781685504564789774/?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256092&group_id=6781685504564789774&req_id=20200117181452010014048145030FA4CE
https://www.toutiao.com/a6783893522752733700/?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669123&group_id=6783893522752733700&req_id=202001221258430100140411562C48A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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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万年前波及中国的巨大陨石坑有线索了  

地球东半球的 20%地表散布着一种特殊岩石，它呈现出黑色有光泽的水滴状形态，被称为

玻璃陨石(tektites)，这种特殊岩石散布在几乎整个澳大利亚。科学家认为玻璃陨石源自

大型陨石撞击地球，但长久以来未能找到撞击地点。

近期，一个科学家团队终于有了进展！撞击事件发生在 79万年前，相当于早更新世。这颗

小行星约 2公里宽，巨大的撞击力将碎片散布在亚洲、澳大利亚甚至南极洲。

新发现！我们附近的外星世界竟有三轮红日

天文学家们在我们的银河附近发现了一颗有着“三轮红日”的行星。这颗叫做 LTT 1445Ab

的岩质行星比地球大一点，且紧密环绕着三体系统中最大的那颗恒星，这个三体系统距地

球仅 22.5光年，LTT 1445Ab绕行时有时会绕到地球与其主恒星中间，即“凌日”

https://www.toutiao.com/i678392681679395277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from=singlemessage&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591440&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2001211524000100140400911D3793C4&group_id=678
https://www.toutiao.com/i678450197963368090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from=singlemessage&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668365&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20012212460401001002421912663334&group_id=678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上空出现环状乌云

混种人+AI+AT

全球首个用青蛙细胞制造“活体机器人”诞生，遭破坏时可自愈！药物递送领域大有可

为｜独家专访

这是一种由生物细胞组成的可编程机器人，可自主移动。它不是新物种，不同于现有的器

官或生物体，却是活的生物体。

科学家将非洲爪蟾的皮肤细胞和心肌细胞组装成了全新的生命体，这些毫米级的异种机器

人可以定向移动，还可以在遇到同类的时候“搭伙”合并。它们还可以被定制成各种造型

如四足机器人，如带有“口袋”的机器人。未来可期的是，带有“口袋”的机器人可以在

人体内递送药物。

半生物半机械，“鸽子机器人”问世即登上      Science      双刊，或将推动新型机翼诞生   |   独家  

专访

在 Science和 Science Robotics上分别发表的两项最新研究中，同一组研究人员揭示了到

https://mp.weixin.qq.com/s/POd4H-a_Su7hzH43x_Gq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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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什么赋予了鸟类这种无与伦比的控制能力”。——这项研究，为人类能制造出像鸟

类一样，在空中灵活操纵的飞行机器人铺平了道路。

科学家研制出“活砖头”

微生物可以制造出像混凝土一样的建筑材料。

研究人员现在已经制造出一种生物混凝土，而且只要输入正确的信息，一块砖可以变成两

块，两块变成四块，四块变成八块。并且，它可能很快就能制造出受损后可以自行修复的

组件。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物质》。

两个基因突变让虫子续命      5      倍，南大与美科学家发现延长寿命新方法  

长命百岁一直是人类梦想，现在科学家在虫子身上实现了。

这种叫做秀丽隐杆线虫的虫子与人类有许多相同的基因，科学家一直用它来研究延缓衰老

南京大学和美国 MDI研究所最新的研究，发现了控制它细胞衰老的方式。

https://www.toutiao.com/a6780166536490385931/?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8646618&group_id=6780166536490385931&req_id=202001101656580100140481392202BACC
https://3w.huanqiu.com/a/9747ee/3weNwdXoM0Y?agt=20


英媒：科学家成功关闭“疼痛基因”

英媒称，基因疗法可以用来治疗慢性疼痛，因为科学家成功关闭了向大脑传输信号的部分

系统。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1月 6日报道称，试验表明，通过干扰控制身体痛感的基因，可

以大大减轻接受化疗的老鼠的不适。如果上述研究结果能应用于人类，并证明是安全的，

就能成为阿片类药物的替代疗法。无数人经常感到疼痛，或长期接受疼痛治疗。

Mojo      推出世界首款      AR      隐形眼镜：  Mojo Lens  

Mojo Vision日前宣布，他们正在制造世界首款真正的智能隐形眼镜：Mojo Lens。这是一

款内置显示屏的隐形眼镜，可为人们提供所需的有用和及时的信息，不会迫使用户低头查

看屏幕或丢失对周围人员和世界的关注。Mojo 将其称之为“无形计算（Invisible

Computing）”，并希望提供一个能够即时呈现信息，无干扰，免手操作，并允许人们可以

更自由，更真实地与混合现实世界进行交互的平台。

亚马逊“刷手”支付，医院试验虹膜识别，生物识别在九个行业的前景与挑战

作为利用人体固有的生理特性（如指纹、脸象、虹膜等）和行为特征（如笔迹、声音、

步态等）进行身份认证的技术，生物识别技术通常具有唯一性、遗传性或终身不变等特

点。生物识别，正在各个领域逐步替代传统认证技术，成为随身携带的“身份 ID”。

2019年 12月 4日，CB Insights 宣布与中国新兴科技产业内容服务商 DeepTech 合

作，正式落地中国，并将从 2020 年开始，为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客户提供数据研究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zI3MjE3Nw==&mid=2247483652&idx=1&sn=69ebe726f604cec8359a8a0195eb09b5&chksm=eb249d1adc53140c4edeb8a05fd5bb4d9fc5683e4be1c8984cbb0c90b834a09a37fa612ab9d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rfpsH93_mU6sdSMWhXYu6w
https://www.toutiao.com/a6782711277165740556/?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237922&group_id=6782711277165740556&req_id=20200117131202010014064013261CBC96
https://www.toutiao.com/a6780202985545794056/?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8647480&group_id=6780202985545794056&req_id=202001101711190100140400852B05B632


务。

谷歌市值破万亿美元大关，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市值总和超      5      万亿美元  

美国市值最高的五家科技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和 FB）目前的市值总额达到了

惊人的5.2万亿美元，占标准普尔 500指数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7%以上。据外媒报道，尽管

监管机构正对大型科技公司施加更大压力，许多立法者试图拆分它们，但这些公司的规模

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CES2020      展示与车相关的新技术都在这里了  

在 CES消费电子展上，汽车制造商们摇身一变，变成了科技公司。科技媒体的身影淹没了

传统汽车媒体。这种碰撞至今仍在持续——不仅奔驰、丰田、通用等传统汽车巨头，已经

将CES当成主场，甚至连索尼都开始造车了。

https://www.toutiao.com/a6779356145934041614/?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8546525&group_id=6779356145934041614&req_id=202001091308450100140400870421B8B9
https://www.toutiao.com/i6782727435575099908


突然暴涨！  B      站跨年晚会被夸疯了  

2019年的最后一夜，B 站为年轻人打造了一场特别的晚会。

B站是中国最大的动画、漫画和游戏（ACG）内容提供商。他们从一家论坛起家，现在已经

发展为一个全方位的线上娱乐世界，覆盖了大量不同的媒体内容，包括视频、直播和手机

游戏等。

在大部分卫视都在请明星演唱流行单曲的时候，只有 B站以年轻人兴趣作为切入，通过对

节目内容的走心策划，满足了粉丝们记忆深处最细腻的情绪。

他预言了      2019      年的世界，然后在      2019      年离开  

2019年12月 30日，全世界都在等待跨入新世代，科幻影史上最伟大的概念艺术家之一—

—席德·米德（Syd mead）却在家中溘然长逝，时年 86岁。

席德的最后一句遗言是：此间之事我已完成，而今他们来带我归去。I am done here.

They're coming to take me back .

美国首例新型肺炎病例治疗过程披露：由机器人治疗，患者状况令人满意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了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染，美国首例新型肺炎病患在治疗过程中

是身处隔离室内，由机器人进行治疗。

https://www.toutiao.com/a6784980395365499406/?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754107&group_id=6784980395365499406&req_id=2020012312350701001604105407FCB3AC
https://www.toutiao.com/a6779407693128925710/?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8545488&group_id=6779407693128925710&req_id=202001091251270100140411561B1CE2D5
https://mp.weixin.qq.com/s/OfZxmcbBW0OgUjSlhbO5mg


考古

地球异动（地磁地陷、全球变暖、洋海+水源灾难、地底海底）

前天青海发生地面坍塌事故，致死      9      人！远处的菲律宾也地裂了！  

1 月 13日 17 时 36分许，青海西宁市南大街长城医院门前，突发路面地陷（地陷面

积约 80 平米）事件，致使正在行驶的一辆 17 路公交车（青 A60015）陷入坑内。

极端天气（冰雹、极寒极热、山火野火、暴风、暴雨/泥石流）

今天，新西兰也烧起来了！澳洲山火加剧，妮可基德曼哭了，这是一场人人躲不过的危机

新西兰森林突发大火，目前火势没有被控制。

消防局发言人表示，霍克斯湾北部的一大片森林着火，火势波及到至少 15公顷的林地，并

且还没有得到控制！现场有 2架飞机、5架直升机和近 12辆消防车参与救援，还有 65名地

面消防员在前线作战。

https://mp.weixin.qq.com/s/N-5J9c9yXfuswLYvDaH7aA
https://mp.weixin.qq.com/s/QGSwFGnG3thbQWXak-XeqA


澳洲喜迎大雨却又酿大祸，雨水将灰烬冲进河流，数万条鱼儿死亡

据《西澳大利亚人报》1月 16日报道，在澳洲大火肆虐 4个多月之际，澳大利亚终于迎来

了雨水，这有望缓解毁灭性的大火，但却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降雨有利于灭火，但雨水将丛林大火的灰烬冲入新南威尔士州中北部海岸的麦克利河

目前已经造成了数万条鱼死亡。据报道，局部地区的雷电天气可能会给澳洲再次带来火灾

危害。

澳洲灾祸不断，高尔夫球般冰雹袭击墨尔本，强降雨无法扑灭山火

据澳大利亚《每日邮报》2020年 1月 19日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正遭受一场严重的冰雹袭

击，不仅树木被砸断，汽车盖被砸变形，甚至当地一家超市的屋顶也被砸漏，导致超市内

部一片狼藉。

https://www.toutiao.com/a6783592892712616460/?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435885&group_id=6783592892712616460&req_id=202001192011240100140190770F135BA9
https://www.toutiao.com/a6782503339864097284/?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239190&group_id=6782503339864097284&req_id=2020011713331001001404008617217735


印度尼西亚：洪水来袭

1月 26日，印度尼西亚万隆部分区域受洪水侵袭，致使数千房屋被淹，数百民众从住所撤

离。

火山、大地震

全球大规模火山爆发，正如神秘主义拉比预言…菲律宾、墨西哥频频传来警报！

过去三天里，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的三座火山开始活跃起来，使得人们对即将摧毁

世界三分之一的末日进程感到担忧。拉比·尼尔·本·阿齐（NirBen Artzi），一

个热衷于追索预言的以色列神秘主义学者，为这种地震威胁提出了几个原因和解决

方案。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再次喷发 熔岩瀑布流光溢彩

https://www.toutiao.com/a6786005838143160844/?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80017044&group_id=6786005838143160844&req_id=20200126133724010014040094385C2F37
https://www.toutiao.com/a6786235131171439115/?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80081899&group_id=6786235131171439115&req_id=2020012707381801001504113500172B04
https://mp.weixin.qq.com/s/ZLbgHA23CacK9nzpPUBecA


欧联网 1月 26日：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意大利埃特纳(Mount Etna)火山日前再次喷发，熔

岩从山坡自上而下不断流淌，喷出的岩石伴随着爆破声，所形成的熔岩瀑布流光溢彩，宛

如流動的光影。

祸不单行！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等多国接连发生地震

就在中国陷入新冠病毒的阴影下时，地震向多国袭来，意大利也在颤抖！

1月 24日晚，土耳其东部地区发生 6.8级强震，造成 41人死亡，1600人受伤。土耳其是

地震多发国，1999年伊斯坦布尔曾发生 7.6级大地震，导致数万人死伤。1月 28日，牙买

加与古巴相望的加勒比海区域突发7.7级强震，预警中心立即拉响海啸警报。

时政异闻（金融、异兽、天灾、政治等其他）

坠机、袭击、踩踏、地震……过去      24      小时伊朗频登头条  

向美军军事机地发起导弹袭击，苏莱马尼葬礼发生踩踏意外，乌克兰克机在境内坠毁，布

什尔省发生 4.7级地震……过去 24小时，伊朗这个国家频繁登上新闻头条。

https://m.gmw.cn/toutiao/2020-01/08/content_122985019.htm
https://www.toutiao.com/i67874168332395484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from=singlemessage&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80345326&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20013008484601001002402415EE14B6&group_id=678


视频｜俄罗斯政坛突发地震 究竟发生了什么？

北京时间 15日晚间，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突然宣布政府全体辞职，引发舆论猜测到底发

生了什么？

在俄罗斯 RT新闻网最新的报道中已经明确表示，本次俄罗斯政府的全体辞职，与普京提出

的修宪有关。

英国首相顾问公开招募奇人   73      岁“超能力大师”毛遂自荐  

海外网 1月 9日：为了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多样性，英国近日公开招募“拥有奇特技能的

怪人”，并很快收到一封来自 73岁以色列“超能力大师”尤里·盖勒的求职信，他在信中

表示自己的“超能力”独一无二，能为英国首相约翰逊提供帮助。

拥有全球最多防晒霜专利竟是      IBM  ！万字长文全景描述科技巨头已深度介入的美妆业   |   独  

家

对于美妆行业而言，2019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从大型美妆公司首次进行技术收购，比

如联合利华（ Unilever）以 5 亿美元收购日本美妆公司  Tatcha，以及资生堂

（Shiseido）以 8.45 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新兴清洁美妆品牌 Drunk Elephant，到全行

业推广定制化产品和体验，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美妆品牌将继续其在 2019 年的强劲势

头，改变整个美妆行业。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在 2019 春季新品发布会上发布了天猫精灵 Queen 智能语音

美妆镜。美妆镜采用了 8 英寸的 AF 高清抗污镜面，同时还有 64 颗专业美妆级 LED

灯珠。天猫精灵 Queen 智能语音美妆镜可通过唤醒天猫精灵进行开关，并支持天猫精

灵所有的口令功能。

https://mp.weixin.qq.com/s/s6mmpG8ivYiyqwj7zPb02w
https://mp.weixin.qq.com/s/s6mmpG8ivYiyqwj7zPb02w
https://xw.qq.com/cmsid/20200109A0EB3X00
http://www.kankanews.com/a/2020-01-16/0039119594.shtml


奇观！丹麦反重力瀑布 逆流而上冲      470      米绝壁  

近日，在丹麦法罗群岛，41岁的游客萨米在悬崖边看到一条“逆流而上”的瀑布，海水直

接冲上了470米高的绝壁，在顶端散开来。

陕西省原副省长陈国强被双开：为谋求晋升大搞政治攀附和人身依附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陕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陈国强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陈国强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被开除党籍：典型的“两面派”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Hi9--6d9FlC8QW0K84Y6S4ZPymFpLzr1l4zd5DsER--Ic__?spss=np&aman=051s765C2303963a668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oyjQ1WOpHPn4NekoSgf6bUjpxTuqdtXGVeYa12BYsX8__?spss=np&aman=051l7652230Q9632668
https://www.toutiao.com/a6782078144850428423/?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152913&group_id=6782078144850428423&req_id=2020011613351301001206516201209B29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

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河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李谦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河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李谦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李谦

东非遇      25      年来最严重蝗灾！单个蝗虫手指长 每平方公里      1.5      亿只  

据美联社报道，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正在东非蔓延，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

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横跨      6      个国家！影响近      6000      万人，  NASA  ：亚洲河流出现不寻常的变色  

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1月 28日的科学报告指出，在2019年底，位于亚洲地区的主要河

流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由于泥沙减少和藻类开花等因素，“湄公河”由棕色变成了蓝

绿色，这可能是一个不好情况的发生，因为在这“变色”的河流之中，具有一些有害物质

的出现，主要就是藻类。藻类的增多将可能会产生一些“无氧区”，危害河流之中生态平

衡的发展。

https://xw.qq.com/cmsid/20200128A0A0N000?pgv_ref=sogousm&ADTAG=sogousm
https://www.toutiao.com/a6784680306763891214/?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79744457&group_id=6784680306763891214&req_id=202001230954170100140411462ED43FA1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i--VrfM719OrK0AbYp-_zSQjdpobqRw--8Xkaed08t--ZTs__?spss=np&aman=051i765D2302963e668


特朗普发布中东“世纪协议”，巴勒斯坦：“不！不！不！”

1月 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中东“世纪协议”。

特朗普称这是一个“现实的两国方案”，但美媒称这个方案几乎完全偏向于以色列。站在

特朗普身边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方案表示支持，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即表示拒

绝这个方案。

https://www.toutiao.com/i678747655171892890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from=singlemessage&app=news_article%C3%97tamp%3D1580368492&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2001301514520100160401411238187C&group_id=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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