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天上掉“馅饼”&新冠肆虐、美国布局量子级&变性奇葩法案、中东和平路线&中国数字货币——2020年 8月全球新闻月报【末后事工整理】

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看看标题，想起圣保罗曾对以弗所弟兄姐妹说过那推心置腹的话：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然而，对世人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8月6级以上地震只有7场，刚刚进入9月，就已极速上演了6场。9月的灵界，难道注定不平凡？

我们却不是这等无指望的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保罗话锋一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主啊，愿你快来！

8.1-9.6全球6级以上地震一览：



8月新闻概览

主题                 报道超链                                   备注

天象

航天

航空

外星

九月重要天象 金星合月、水星合角宿一、水星合月、土星合月

NASA      宇航员乘坐“载人龙”飞船安全返航  8 月 2 日，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员的 SpaceX 公司“龙”飞船返回地球，溅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

附近，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标志着美国恢复了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5月 30 日，SpaceX

载人飞船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此次飞行任务系人类历史上首次商业载人航天飞行

美太空军快速在全球布局 下一步“地外基地”？ 美媒称，太空军或许是美军最年轻的军种，但它已经拥有 10个驻外单位，以及在格陵兰、英国、阿

森松岛、迪戈加西亚岛、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关岛的设施。太空军 8月 6日提供的海外太空部队和设

施清单显示了该军种相当大规模的存在。五角大楼的首份太空军预算提案要求在2021年拨款 154亿美

元。

日本“宇宙作战队”标志亮相 未来将与美军合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丸茂吉成当地时间 7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了 5月

成立的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队”的标志。由于是 2020年成立，标志点缀有 20颗大小不等的星星，

以人造卫星轨道和监控雷达为主题。该标志将作为佩戴在制服上的徽章等使用。

贝索斯、马斯克的新战场：亚马逊      3200      互联网卫星  

项目获      FCC      批准  

近日，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亚马逊部署和运营一个由 3236颗卫星组成的卫星互联网星座。这

也是亚马逊在太空领域又一次展现出巨大野心。贝索斯一早就对太空展现出了浓厚兴趣，每年自掏腰

包 10 亿美元，为蓝色起源输血。该公司致力于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未来用以载人航天任务和太空

旅行。

意外！美国“天眼”射电望远镜被砸残！ 阿雷西博天文台位于美国波多黎各，由中佛罗里达大学（UCF）管理。8月 10日一根用于支撑天文台

上方金属平台的辅助钢缆突然断裂！这根粗 7.6厘米的长钢缆，砸在了望远镜反射面上，当场造成了

约30米长的裂痕。本来用于重大科研项目研究的阿雷西博，不得不因为“重伤”停止工作，等待维

修

日本上空有不明天体坠落，多地拍摄到画面，科学家

未作出解释

8月21日晚 22:30左右，在日本地区的上空中发生了不明天体坠落的事件。当时，有一个明亮的火球

从左到右划过天际，最后在天空中消失。在东京及周边的很多地区的摄像头都拍摄到这一幕。

外星人还是地球人恶作剧？俄罗斯北极地区出现一个

圆形      50      米深坑  

外媒 8月 29日报道，在这个空前高温的夏天，俄罗斯冰冻的北极苔原发生了巨大的坍塌，并留下了一

个圆圆的、有50米深的“陨石坑”。这是过去 6年里，俄罗斯出现的第 17个巨大的圆柱形大坑。这

个位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的大坑，其深度达165英尺（约50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个。

神秘生物螺姿出现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夜空中 就在几天前，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发生了一起神秘的 UFO 目击事件。当晚，一个有如离弦之箭的条形

不明飞行物诡异地出现在夜空中，电光火石之间，一名目击者用手机记录下了现场的画面，可是由于

它的飞行速度过快，所以只有通过慢镜头的回放才能洞悉该不明飞行物模糊的全貌。

新冠锁国期间      UFO      目击报告暴增      51%  ，媒体：有助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不明飞行物报告中心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的 UFO

https://cpu.baidu.com/api/pc/1022/1329713/detail/44157623653703776/news?scene=0&no_list=1&forward=api&api_version=2&cds_session_id=fc1a921361ce44acacb892641e0a7650&last_pv_id=API15991632061813eb85057c57dcb865d3&cpu_union_id=IDFA_f1ebbd0c92f2dcb9d122ba84575
https://www.toutiao.com/i686401006806971238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18804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3210729010026077082380A03E9&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6401006806971238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18804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3210729010026077082380A03E9&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559491570650322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34928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0214212201014708304813944507&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6670725962006580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8506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3113101101002607719824043204&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6670725962006580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8506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3113101101002607719824043204&group_id=686
https://mp.weixin.qq.com/s/XS3QcVQtrFnOJUYVnkFSjA
https://mp.weixin.qq.com/s/XS3QcVQtrFnOJUYVnkFSjA
https://mp.weixin.qq.com/s/CO_MsKX7B37JuXIsIQ2Z8A
https://mp.weixin.qq.com/s/jvi37WleDpYblYhofcEvEA
https://mp.weixin.qq.com/s/xS4PpktLJo5lJDZdyXaUlg
https://mp.weixin.qq.com/s/EZbFQV1IQBb89f2RvlkSQw
https://mp.weixin.qq.com/s/sfkLBt90H3SL_RbR3aL6og


接触      UFO  目击事件增长了51%。报道称，在今年记录的5000起目击事件中，有20%发生在 4月份，这正是美国

因新冠疫情封锁的高峰。

英国剑桥目击者拍摄雷电无意中拍摄到的      UFO  2020年 8月 12日，英国剑桥目击者在等待拍摄雷电时，无意中拍摄到的 UFO。这个 UFO的震动频率很

高，导致拍摄帧数不足而呈现抖动。这也是很多UFO肉眼看不见的原因之一。

巴西天降陨石雨，当地人称“这是天上在掉钱”，一

克就卖到      56      元  

8月 19日，巴西东北部的小镇圣菲洛梅纳突然出现火流星，一道白光划过天空，发出雷鸣般的隆隆的

响声，并且还发生了爆炸，天空都“被烟熏黑”了，接着很多石块从天而降，小镇的居民纷纷加入到

“捡石头”的队伍中。

混种人

AI 

高科技

 

刚刚，马斯克现场“遛猪”，宣布在脑机接口重大突

破！称正为首次植入人脑做准备

2020 年度的 Neuralink 发布会，马斯克首先演示了一台新研发的手术机器人，可以把 Neuralink

的新版芯片 LINK V0.9 植入人脑内。之后，马斯克开始现场“遛猪”。猪脑植入芯片后，其大脑的

信号能够被捕捉到，外界能够通过脑机接口检测猪大脑的信号，并且预测其关节的运动。预测的运动

和实际的运动拟合程度非常好，用此证明该设备对大脑信号的采集和解读能力。

美国将放      7.5      亿基因蚊子，科学家：巴西曾造出超级  

蚊子，更难杀

这次美国计划将在 2021年和 2022年将释放超7.5亿只转基因蚊子到佛罗里达群岛，数量非常巨大。

从自然角度讲，这可能并非是控制蚊子，而是在毁灭生态，蚊子作为生态链之中的一部分，也是有天

敌存在，我们要控制蚊子也应该采取“天敌”控制最好，而不是人类制造出“基因编辑蚊子”去控

制。

全球量子计算布局详解，谁将抢占下一代科技发展

“制高点”？

尽管现在量子技术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为了抢占未来的科技高地，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

国等国家在内的经济体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量子技术。从整体上看，由于早期的投入，美国在该领域

占据着先发优势。2002 年，当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制定了《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对量子计算发展的主要阶段与时间表进行了规划，将量子信息纳入国家战略，这成为了美国在

该领域极具发展优势的重要原因。

面对量子信息对未来世界各个产业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国相继出台相关国家战略，加入量子竞赛

的角逐。

美国宣布将成立      12      家      AI      和量子研究所意图领先全球  8.26，美国白宫宣布将建立 12 家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的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和美国能源部（DOE）等机构，已承诺将给这些人工智能和量子计

算中心投资资金。 

亚马逊宣布全面上市      Braket      量子计算服务  近日，亚马逊宣布全面上市 Amazon Braket，这是一个探索和设计新颖的量子算法开发环境全面管理

的亚马逊网络服务（AWS）的产品。客户可以点击Braket来对在云中运行的模拟量子计算机上的算法

进行测试和故障排除，然后在 D-Wave，IonQ和 Rigetti的系统中的量子处理器上运行这些算法。

美国宣布正式启动      6G      试验，全球一片哗然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 6G的试验，随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决定开放95GHz-3THz{太赫

兹}频段作为试验频谱，正式启动 6G技术研发。特朗普本人也发推，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对6G的期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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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深圳实现      5G      独立组网全覆盖  8月 17日上午 10时许，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朗声宣布，深圳实现 5G独立组网全覆盖，深圳率先进入5G

时代。这是发生在“点亮深圳 5G 智慧之城发布会”上的一幕，深圳 5G基站已累计建成超过 4.6万

个，基站密度国内第一，由此成为全球5G第一城。

科幻片成功？日本空中飞车载人试飞成功，或于

2023      年投产  

日本科技公司“SkyDrive”将梦想照进现实，研发了一款“空中飞车”，并首次公开了载人试飞画

面。飞车可以为单人提供点对点短途飞行，不需要机场，躲避堵车烦恼，最高时速可达 50公里/小

时。

中国科学家发明纳米线仿生眼球，被评为该领域数十

年来重要突破！活体实验计划已提上日程

不久前，范智勇团队在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A

biomimetic eye with a hemispherical perovskite nanowire array retina” 的论文中，提出了

一种 “新型纳米线球形仿生眼” 的概念，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被评述为

“过去几十年来仿生眼开发的重要突破”。

上海科学家研发全球首款“蚕丝硬盘”：可植入人

体，可控销毁

8月 10日，该研究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海微系统所 2020前沿实验室主任陶虎说，蚕丝硬盘能同时存

储数字信息和生命信息；其生物兼容性良好，可以植入活的生物体，比如人体，长期保存甚至永久保

存，像电影中士兵佩戴的铭牌一样，制成永不丢失的生命铭牌；又能根据设定，制成寿命可控的时间

胶囊，可控地降解，可控消失。它有望在外太空等极端条件下保存信息。

中国学者革新   3D   生物打印，支架孔径达到细胞水  

平！超精准“雕琢”生物材料

一位中国学者领导的团队从材料角度出发，提出了全新的生物打印方式，结合材料的相变特性，制备

出高度联通且具有细胞大小孔径的多孔水凝胶，突破了这一难题。该成果论文目前已被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接收，将在 Materials Horizons 杂志上发表。

机器人“进化”出听觉！准确率高达      80%  ，美国团队  

是背后操控者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倾斜机器人，通过对倾斜机器人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利用这些数据所建立起来的听觉模型能够较好地对物体进行识别。研究人员发现机器人

在他们的算法帮助下能够通过声音来辨别发出声音的大概动作。

首个      0.1      毫米机器人问世！  4      英寸硅片可容纳超百万  

“行走机器人” 

首个0.1毫米机器人已经问世。得益于与现有硅电子器件兼容的一类新型制动器（使机器人移动的部

件）的发展，科学家创建了一个行走的微型四脚机器人“大军”。相关成果 8.26 在线发表于《自

然》

半机械蝗虫：能检测爆炸物！ 据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研究人员“劫持”蝗虫的嗅觉系统，以监测和辨别不

同的爆炸物气味，所有这些都是在几百毫秒内完成的。

你可能被海豚骗了：中国海洋馆将有“机器人海豚” 来自 Edge Innovations公司的 Walt Conti与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Walt Disney Imagineering)的前

副总裁／创意总监 Roger Holzberg 合作设计并建造了这种新型的机器人海豚。它的外观和身材都是

按照青春期时的海豚 1:1制作的，就连触感也和真正的海豚别无二致，并且可以在水中畅游

准确率高达      97.5%  ：天文学家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出  

56      万个星系  

天文学家将 AI人工智能应用于斯巴鲁望远镜拍摄的遥远宇宙超宽视场图像，并在这些图像中实现了

非常高的发现和分类螺旋星系的精度，这项技术与公民科学相结合，有望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发现。一

个主要由来自日本国立天文台(NAOJ)天文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应用了一种深度学习技术（AI人工智

能），对斯巴鲁望远镜获得的大量图像中的星系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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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      AI      新技术：通过追踪虹膜，普通摄像头也能测  

距

近日，谷歌 AI 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测量距离的新方法：通过机器学习模型捕捉和追踪用户的眼球

（虹膜），就可以判断其与手机的距离。整个过程只用到普通的 RGB 摄像头，无需深度传感器或专

用摄像头。如果这项技术未来获得实装，那么手机上的摄像头数量终于有望减少了。

地球

异动

/

极端

天气

飓风劳拉袭击美国 海面惊现      11      条“龙吸水”  当地时间27日，四级飓风“劳拉”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150多万

人接到疏散令。“劳拉”极度危险，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0公里，是2020年迄今为止袭击美国的

最强飓风。导致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出现了灾难性的风暴潮、极端大风和暴洪

大西洋风暴“劳拉”上方现巨型喷流，蘑菇状，向太

空边缘飞去

8月 22日，太西洋墨西哥湾附近的热带风暴劳拉（LAURA）通过波多黎各小岛时，地面附近天空狂风

大作，而卢塞纳提供录像显示出，风暴劳拉（LAURA）云层上方出现一个蘑菇状高空闪电，从雷暴顶

端飞出，往太空边缘飞去，目测高度有 100公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将它们称为“太空闪电”的原

因。

阿根廷近半省份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超      12      万公顷  当地时间26日，阿根廷国家消防管理局通报称，该国全部 23个省份中的10个地区，近期发生了大规

模山火，烧毁农作物和林地的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而这些火灾中的95%都是由于农户烧荒和非法野

外用火等人为因素造成。

加州史上第二大山火：州长请求国际援助，特朗普宣

布联邦支持

加州消防局发言人史蒂夫·考夫曼称，此轮山火由闪电引发。近期，加州发生了约12000次雷击，引

发了585起火灾。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 6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在内的至少 43人受伤，数百座建筑物

被烧毁，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威胁。

美国加州      72      小时内遭上万次雷击 引发超      300      起火灾  美国广播公司 19日报道，大量雷击导致加州消防员在全州各地忙于灭火，加州州长已宣布全州进入

紧急状态，并呼吁增派人员和设备，从地面和空中与火灾搏斗。“过去 72小时里发生的事情，无疑

已经耗尽了加州的资源”，纽瑟姆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BC      爆大规模山火蔓延      1000      公顷      3700      户居民面临疏散  BC省连日来的高温以及上周日晚的雷电天气，导致了省内多处山火蔓延。18日周二晚间，位于奥克

纳根（Okanagan）南部、斯卡哈湖（Skaha Lake）东部的克里斯蒂山（Christie Mountain）突然冒

出大量浓烟，在数小时之内就蔓延成超过1000公顷的大火！

亚马孙雨林山火灾难恐重演：单日破千起，  9      月预计  

将达高峰

据报道，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8月 7日的数据显示，8月 1日至 6日共记录到亚马孙雨林的5860处火

灾，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今年7月亚马孙雨林的火灾数量达 6803起，较去年同期增加 28%。值得一

提的是，仅 7 月 31日这一天，记录到的火灾数量超过 1000 起，创下 2005 年以来 7月单日的最高纪

录。

意大利维罗纳遭遇强雹暴袭击 宣布进入危机状态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当地时间 23日下午，位于该国北部的维罗纳省及周边地区发生强雹暴天气，

造成维罗纳等城市出现内涝及道路阻塞，并且有至少 500棵树木被大风连根拔起。

北极冰崩，仙女木事件或重演：《后天》并不遥远，

我们何去何从？

8月12日，一个消息从加拿大北部传来：埃尔斯米尔岛的最后一个北极冰架轰然断裂，在前所未有的

夏季高温中慢慢滑入北冰洋的海水，宣告了北极圈内完整冰架的彻底消失。

火山 印尼锡纳朋火山剧烈喷发 喷出火山灰高达      1000      多米  23日，印尼锡纳朋火山剧烈喷发出高达 1000多米的火山灰柱，周边居民的房屋、地面、农田被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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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 灰覆盖，减灾中心提醒居住在火山口周边 5公里的居民警惕岩浆喷发。

菲律宾塔阿尔火山喷出      20      米高蒸汽并有      5      次火山地  

震

目前塔阿尔火山仍然维持最低等级的一级预警，这意味着火山处于较活跃的状态，有小型喷发的可

能。

欧洲最大活火山喷出火山灰云 尚未影响附近机场 中新网 8月 16日电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 16日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Etna)，从14

日起喷发出灰色火山灰云，显示这座欧洲最大活火山开始出现新的活动迹象。

时政

异闻

叙利亚天然气管道爆炸致全国停电 官方称与恐怖袭

击有关

周一，叙利亚能源部长说，叙利亚的天然气管道当天发生爆炸导致叙利亚全国范围停电，初步迹象表

明与袭击有关。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叙利亚城镇阿德杜迈尔和首都大马士革西北部的阿德拉之间。

菲律宾连环爆炸已致      12      死，疑与恐怖组织“阿布沙  

耶夫”有关

8月 24日，菲律宾南部苏禄省霍洛镇（Jolo）发生的两起连环爆炸，死亡人数已升至 12人，另有34

人受伤。军方正在调查，此次爆炸是否为恐怖组织 “阿布沙耶夫”的报复性袭击。

关系正常化？以色列称正秘密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对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30日在耶路撒冷表示，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正常化为以色列与

更多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他表示，目前以色列正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就关系正常化问

题开展“秘密对话”。

45      天后执行，微信在美宣判“死刑”？  当地时间 8月 6日晚，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禁止腾讯公司与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个人和实体之

间，进行与微信有关的任何交易。该行政令于 45天后（即当地时间9月20日）生效。

“DCEP+  支付宝”，王炸组合出现   8月 24日，中国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正式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加快构建“互联

网+金融”的合作发展新生态。一个是国内全球化程度极高的银行，有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一个旗

下支付宝老百姓出境游都爱用。

建行数字货币钱包“半日游” 8月 29日，建设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在建行 APP亮相仅半日后又撤回了。不过，在这几个小时内，已

有不少人抢先体验了一把。用户可将建行卡内的余额转成数字货币，人均余额上限 50万元

中国将在      28      个城市试点央行数字货币（  DCEP  ）  今日，中国商务部宣布，期待已久的数字人民币（DCEP）将在全国更多城市试点。这次宣布的试点城

市不再局限于之前报道的几个重量级城市，而是包括了大量的地方。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以

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等城市将协助试点项目，然后将根据具体情况扩展到其他地区。

比尔  ·  盖茨计划建造数百座小型核电站，伯克希尔哈  

撒韦旗下公司领投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比尔·盖茨创办的一家核能企业周四表示，希望建造小型先进的核电站，这些核

电站可以储存电力，以补充越来越多由太阳能和风能等间歇性能源供应的电网。这项努力是这位亿万

富翁慈善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公用事业公司在不损害电网可靠性的情况下削减地

球变暖气体的排放量。该项目此前没有报道过。

加州真的疯了！又一次通过奇葩法案：免费为未成年

人变性！

本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以7: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从纳税人的税款中拿出一部分建立一

个“跨性别健康与平等基金会”，向那些由跨性别组织领导的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服务机构拨款，

以向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资助，包括手术以及激素治疗。

因为疫情全美      33      所大学宣布永久关闭  由于疫情的持续冲击，很多欧美高校都采用延迟开学或线上教学的方式。此外，一些高校还在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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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8659528371137418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67289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91148190100210280492071B9FA&group_id=686
https://3w.huanqiu.com/a/0c789f/3zbIWBbqIxi?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6449682757694311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27108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420
https://3w.huanqiu.com/a/0c789f/3zbIWBbqIxi?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6449682757694311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27108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420
https://mp.weixin.qq.com/s/k_rT-y-_BZQNbkUARlbyGw
https://mp.weixin.qq.com/s/QrG88Zq01q-rTq2dspRvsg
https://mp.weixin.qq.com/s/QrG88Zq01q-rTq2dspRvsg
https://www.toutiao.com/i68621641211866322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77507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181938300100210340471B05FA75&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621641211866322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77507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181938300100210340471B05FA75&group_id=686


间出现严重资金缺口，有一些百年高校甚至已经倒闭关门。

联合国：世界濒临至少      50      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  日前，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年大幅增加。今年将新增 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 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

告发发布预警，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 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马来西亚国会      25      天会期结束，国盟微弱优势惊险过  

关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 27日消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在国盟政府上台后首次按议程举行了 25天

的会议，周四是此次会期的最后一天。国盟政府以四席的微弱优势，有惊无险的多次通过反对党的考

验。

这次国会是今年2月23日“喜来登事件”后，国盟政府及首相慕尤丁在国会面对的第一场考验。

全球首例！康复后，抗体消失！  33      岁华人康复后再  

次确诊！新冠并非“一世免疫”…

突发！全球首例“新冠康复者二次感染”诞生，这名33岁香港男子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罹患新冠肺炎

且入院，半个月后出院，随后没有症状；8月初，这名男子前往西班牙旅行，正好赶上西班牙疫情二

次爆发，结果他在回到香港后，再次确诊新冠病毒！

普京宣布俄罗斯成为首个注册      COVID-19      疫苗的国家  8 月 11 日，俄罗斯宣布成为首个注册 COVID-19 疫苗的国家，并宣布疫苗已准备就绪。俄罗斯总统

普京表示，他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了疫苗。

美国又出现这种致命细菌！相应的办公楼已被封闭 据美媒 7日报道，疾控中心方面表示，其多处办公地点的供水系统内出现了军团菌，相应的办公楼已

经被封闭。

重要新闻详情：

天象/航空/外星：

九月重要天象

https://www.toutiao.com/i68656684549684597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58166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8102748010026077204042EC499&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656684549684597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58166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8102748010026077204042EC499&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584355014356505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938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091007530100280561971FBDDDF2&group_id=685
https://mp.weixin.qq.com/s/_moKw6F1zvnD5zsiFK8-Pw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0/0803/content_31848383_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5664421094306663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4515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https://mp.weixin.qq.com/s/vfsuVcI0crf6mSv7SaGuRQ
https://mp.weixin.qq.com/s/vfsuVcI0crf6mSv7SaGuRQ
https://mp.weixin.qq.com/s/EZbFQV1IQBb89f2RvlkSQw


NASA      宇航员乘坐“载人龙”飞船安全返航  

SpaceX 在五月创造了历史，成为 NASA商业乘员计划中第一家载人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公司，埃隆·马斯克帮助 NASA 恢复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力，这是自 2011

年航天飞机计划结束以来一直未曾实现的。北京时间 8月 2日 5:30，两名宇航员重新进入名为“奋进号”的“载人龙”飞船，舱口关闭并释放闩锁后，太空舱发

动引擎将自己从对接端口中推出，飞船在 7:35开始返航。北京时间 8月 3日 2:48，锥形的太空舱安全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附近的墨西哥湾。

  

https://mp.weixin.qq.com/s/jvi37WleDpYblYhofcEvEA


日本“宇宙作战队”标志亮相 未来将与美军合作

报道称，日本“宇宙作战队”以府中基地（东京）为据点，通过正在山口县建设的雷达，监控高度约 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执行保护人造卫星免受太空垃圾等威

胁的任务，还计划到 2022年度构建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美军合作的监控态势。

外星人还是地球人恶作剧？俄罗斯北极地区出现一个圆形      50      米深坑  

外媒 8月 29日报道，在这个空前高温的夏天，俄罗斯冰冻的北极苔原发生了巨大的坍塌，并留下了一个圆圆的、有 50米深的“陨石坑”。这是过去 6年里，俄罗斯出

现的第 17个巨大的圆柱形大坑。这个位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的大坑，其深度达 165英尺（约50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这些坑还引发了各种阴谋

论，有人认为是外星人弄的，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进行导弹试验后留下来的

        

巴西天降陨石雨，当地人称“这是天上在掉钱”，一克就卖到      56      元  

8月 19日，巴西东北部的小镇圣菲洛梅纳突然出现火流星，一道白光划过天空，发出雷鸣般的隆隆的响声，并且还发生了爆炸，天空都“被烟熏黑”了，接着很多石块

从天而降，小镇的居民纷纷加入到“捡石头”的队伍中。一位名叫罗德里格斯的 20岁的学生目睹了这一景象，他走出家门后，在街道上捡到一块。7厘米长，164克重

的陨石，以1000英镑（约92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美国陨石收藏者，每克卖到了 56元。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后，小镇附近的居民也蜂拥而至捡拾石头，

最多的时候多达万人以上。

https://www.toutiao.com/i68680736133677716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913125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90319073801002607708901154601&group_id=686
https://www.toutiao.com/i686670725962006580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8506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3113101101002607719824043204&group_id=686
https://mp.weixin.qq.com/s/sfkLBt90H3SL_RbR3aL6og


       

混种/AI/高科技：

美国宣布将成立      12      家      AI      和量子研究所，意图领先全球  

当地时间 8 月 26 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建立 12 家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的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和美国能源部

（DOE）等机构，已承诺将给这些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心投资资金。同日，NSF 宣布，将投资超过 1 亿美元去建立 5 个人工智能研究所，每所研究所在 5 年内、将

获得约 2000 万美元的支持。另外，美国农业部（USDA）将以 4000 万美元的赠款，支持该部门旗下的两家研究所。

美国宣布正式启动      6G      试验，全球一片哗然  

世界变化太快，5G还未成熟并普及，美国已经开始准备布局 6G了。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 6G的试验，随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决定开放 95GHz-

3THz{太赫兹}频段作为试验频谱，正式启动 6G技术研发。特朗普本人也发推，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对 6G的期许。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资助一个由 30多所美国大学组

成的合作研究项目，成立“太赫兹与感知融合技术研究中心”（ComSenTer）。太赫兹被认为是 6G数据传播的关键技术之一。 太赫兹频段是指 100GHz-10THz，是一个

https://mp.weixin.qq.com/s/fn5Yd2dh6-itIAsiU67nfg
https://mp.weixin.qq.com/s/mA9RaW59p9cTyCu3yH0J4Q


频率比5G高出许多的频段。

   

全球量子计算布局详解，谁将抢占下一代科技发展“制高点”？

https://mp.weixin.qq.com/s/I-8n46Us2KfgZ2_6p-qaKw


半机械蝗虫：能检测爆炸物！

据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研究人员“劫持”蝗虫的嗅觉系统，以监测和辨别不同的爆炸物气味，所有这些都是在几百毫秒内完成的。

      

https://mp.weixin.qq.com/s/-aFbA_a5nOhtq0GCtcd__g


考古：

 

火山大地震：

极端天气：

飓风劳拉袭击美国 海面惊现      11      条“龙吸水”  

当地时间27日，四级飓风“劳拉”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 150多万人接到疏散令。“劳拉”极度危险，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 240公

里，是2020年迄今为止袭击美国的最强飓风。导致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出现了灾难性的风暴潮、极端大风和暴洪。在此前的当地时间 8月20日下午，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海岸就上演了 11个“龙吸水”同时出现的壮观景象。“龙吸水”也称水龙卷（waterspout）或海龙卷，即水上的龙卷风。强劲的飓风在洋面上卷起海水和空气，

并与高空雷雨云相接，引发了“龙吸水”现象。虽说世界各地的海洋和湖泊等都可能出现水龙卷，但是，11条“龙吸水”同时出现实为罕见，创下了记录。一位国外网

友在路易斯安那州 Fourchon港以南约80-100英里的墨西哥湾绿色峡谷地区附近的海岸上拍摄的照片中，就同时出现了9条“龙吸水”。

   

大西洋风暴“劳拉”上方现巨型喷流，蘑菇状，向太空边缘飞去

8月 22日，太西洋墨西哥湾附近的热带风暴劳拉（LAURA）通过波多黎各小岛时，地面附近天空狂风大作，而卢塞纳提供录像显示出，风暴劳拉（LAURA）云层上方出现

一个蘑菇状高空闪电，从雷暴顶端飞出，往太空边缘飞去，目测高度有100公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将它们称为“太空闪电”的原因。

https://www.toutiao.com/w/a1676192593750020/
https://www.toutiao.com/i686487299847880755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41571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612215301002607602128983F8D&group_id=686


      

意大利维罗纳遭遇强雹暴袭击 宣布进入危机状态

当地时间23日下午，位于该国北部的维罗纳省及周边地区发生强雹暴天气，造成维罗纳等城市出现内涝及道路阻塞，并且有至少 500棵树木被大风连根拔起。

BC      爆大规模山火蔓延      1000      公顷      3700      户居民面临疏散  

BC省连日来的高温以及上周日晚的雷电天气，导致了省内多处山火蔓延。18日周二晚间，位于奥克纳根（Okanagan）南部、斯卡哈湖（Skaha Lake）东部的克里斯蒂

山（Christie Mountain）突然冒出大量浓烟，在数小时之内就蔓延成超过1000公顷的大火！

https://www.toutiao.com/i686283530528882740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789794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8201232280100260760860109CAE8&group_id=686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0/0824/content_31862170_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6447839530519808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831464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