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别塔2.0”惊现美国、南极7.0地震+火山喷发、AI机器人注入“灵魂”——全球新闻月刊2021.1月（末后事工编辑）

刚刚公布的这个2.0升级版“巴别塔”效果图，赤裸裸设计为双螺旋结构，甚至还融合了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概念，是全球知名公司的新总部大楼的一栋主搂，这家公司

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市值1.7万亿美元，全球排名数一数二，正是站在末日巴比伦体系的塔尖上（详情见本文红色标题新闻）。难道末日的“奥秘哉，大巴比

伦”已经活画在我们眼前？

1月19日，2021      年全球预言  发布：冠狀病毒只是緩解，仍舊沒有結束；全球政治混亂和震動，局部軍事衝突會發生，崩塌的金融，經濟大蕭條；熱門話題—貨幣數字化，

芯片，AI 技術和基因工程突破。虽然只过去了十几天，已有不少新闻应验，小编在最后一列新增了“预言应验”给各位参考。更多请看：全球预言应验专版

https://china.omegaministryorg.com/category/%E9%A0%90%E8%A8%80%E6%87%89%E9%A9%97-fulfilled-prophecies/
https://www.omegaministryorg.com/2021/01/69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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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太空旅行时代即将来临 休斯顿太空旅游公司近日表示，它将派遣三名普通公民(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的三名

投资者)及其副总裁到国际空间站进行为期八天的逗留，此次旅行的费用是每人 5500 万美

元。此次飞行任务将使用 SpaceX的载人龙飞船进行发射，最晚出发时间不超过 2022 年 1

月，也就是说这 3位公民将在一年内完成飞行。

SpaceX      宣布全球首个平民载人航天任务有望      4      季度启动  2.2，SpaceX 宣布了全球首个平民载人航天任务，任务名为 Inspiration4（启发 4），这

是私人航天和新兴太空旅游业的重要里程碑。是完全由私人组成的机组人员首次进入太空。

星舰计划被叫停，马斯克与美国联邦航空局爆发冲突 1.28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公告，称推迟 SpaceX 当天的发射计划，此前是得到美国发射程序

的批准的。马斯克称：“他们的规则是为政府机构的少量发射计划制定的，在这样的规则

下，人类永远不可能到达火星。”这一事件可能会激起监管机构和 SpaceX拥护者之间的紧张

关系。

太空征程再次出发，探火星车即将着陆，命名中 探星三步曲，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步。此次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对外征集我国首辆

火星工程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重视程度。经过筛选，全球征名活动已完成初评，10个名称

入围：弘毅、麒麟、哪吒、赤兔、祝融、求索、风火轮、追梦、天行、星火。

2      月天象预报  6日：金星合土星、11日：金星合木星、20日：进行过远日点

北京这里将打造全球“最亮光源”！ 要想破解微米级别的“蛋白质之谜”，科学家首先需要的是什么？一座大科学装置，一道能

穿透微观物质的先进光源。6日，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HEPS，俗称北京光源）完成主体钢结构施工，周长近1.4公里的装置区正式连接成

环。寓意“希望之光”的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就像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窗口”，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装置。

中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全部建成并  

投入科学运行

1月 2日，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俗称“拉索”）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WCDA)三

号水池注水达到正常工作水位，这标志着 WCDA探测器全部建成，全阵列投入科学运行。这是

LHAASO四种类型的探测器阵列中最早完成的一个阵列。

CIA      解密      200      多万份关于      UFO      文件，可从网站免费下载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近日解密了200多万份关于“不明飞行物”（UFO）的目击和研究文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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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些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70年代。据悉，这些文件是根据“信息自由法案”

（FOIA）解密，目前可在“黑金”（The Black Vault）网站上免费下载。

美国前国防部      UFO      调查员：很快就能发现外星生命体了  《太阳报》报道，美国前国防部 UFO调查员尼克·波普表示，“很快就能发现外星生命体，

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可能是我们先找到他们，也有可能是他们先找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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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火球划过日本上空：发出耀眼绿光 当地时间 20日晚，一颗青绿色的巨型火球划过日本上空，其亮度接近上弦月，飞行速度很

快。由于当天晚上天气晴朗，日本很多地区都观测到了这一天文现象。

巴基斯坦飞行员在万米高空拍到奇怪的东西 据外媒 techjuice报道，1.23巴基斯坦国际航空一架飞机正处于 10668米的高度，机长和副

机长忽然发现空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物体似乎被一个金属环包围，并从其中心释放出

耀眼的光芒。另外，从肉眼看上去，这个物体几乎没有移动，因此无法确定它是否处于悬停

状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发言人阿卜杜拉·汗证实了这一奇怪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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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能量融化特拉维夫行道  ，冒出      60      度浓烟，居民震  

惊

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居民最近报告说，他们所在建筑物外部的混凝土表面正在升温，且有高温

蒸汽从地面冒出来，导致该地区几栋建筑内的人群被迫疏散。据测试表明，地面冒出来的温

度高达60°C（140°F）的蒸汽是水性气体。几名专家来到现场进行了勘察，但没有发现现

场有任何危险物质，也没有发现可能危害建筑物稳定性的任何奉献。最终，市政当局裁定该

热源是未知来源的"被困能量"。

2021      科幻春晚，  中日韩非澳  科幻作家同写“宇宙之  

春”

一年一度的科幻春晚，已经成为科幻圈的一件盛事。“科幻春晚”由科幻文化品牌未来事务

管理局创办于 2016年。每年春节期间，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幻作家，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科幻小

说。既有刘慈欣、韩松、郝景芳这样的顶级中国科幻作家，也有刘宇昆、伊恩·沃森等屡获

国际大奖的海外作者。过去 5年来，60多位、来自 8个不同国家地区的科幻作家发布了90多

篇、近 100 万字的科幻小说，获得了超过 1亿的浏览量是每年最受关注的科幻线上创作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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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种

AI 

高科

取自青蛙细胞，第一个活着的机器人 这个全新形式的机器人和传统的机器人完全不同，叫做异种机器人（Xenobot），宽度小于 1

毫米。它不是由任何塑料或者金属组成的，而是来自青蛙的胚胎干细胞，已经可以实现前

进、后退、旋转等动作。这是一个人造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活着的。人类正在创造全

新的生命形式

首个      150      岁人类出现？华盛顿大学发现超级分子，可使  

剩余寿命翻番

近日，英国长寿研究基金会首席科学爱德格雷对媒体高调宣称：世上第一位能活 150岁的人

已经出现。按照海夫利克极限理论，人类细胞可分裂 50次，每次分裂周期 2.4-5年，人类的

极限寿命应当是120-150岁。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有望加速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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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基因，延长寿命！基因编辑疗法取得重要进展 《自然》近日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基因编辑疗法的重要论文。科学家们使用一种新型单碱基

编辑技术，治疗模拟人类早衰症的小鼠，通过修改致病基因，让动物的寿命延长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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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技术研究取得多项成果 军队获准研发“超级战

士”

法国和德国 2020年 6月共同宣布，将大力支持建立名为“盖亚-X”的云计算系统，按照规

划，首批服务和应用将于 2021年初开始初步使用。此外，法国国防部长签署成立国防创新基

金，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是该基金资助的主要技术。法国军事伦理委员会公告，法国军队获

准研发“超级战士”，包括使用药物、假肢和植入芯片强化士兵的大脑和体能。

复旦研制出国内首款无线脑机接口芯片，获国际级奖项 在近日举行的IEEE国际电路与系统年会上，复旦大学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研究院发表的

无线脑机接口芯片设计论文荣获“最佳学生论文奖”。这款芯片已流片 4次，是国内首款无

线脑机接口芯片。以它为核心部件的无线脑机接口系统正在接受上海脑科学家的测试，有望

今年下半年投入商用。

微型  植入式无线设备：能够提供饱腹感  ，有助于对抗肥  

胖！

在一项新研究中，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描述了一款医疗设备，该设备可能有助

于减轻体重，并且只需要简单的手术就可以植入体内。这款厘米尺寸的装置通过光来刺激迷

走神经末端而提供饱腹感。且是无线的，可以通过远程射频源进行外部控制。

AI      机器人“注入灵魂”微软最新专利“复活”死去亲  

人

微软最近获批了一项新的“聊天机器人”专利，可以针对特定人群“复活”已经死去的人，

让我们再有机会和已故的亲人对话。聊天机器人可以使用从社交媒体帖子、图片、语音数

据、电子信息、书信和其他个人数据中收集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个人或其他代表个人行事的

人提供，“以特定个人的个性进行交谈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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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索菲亚今年量产，人机关系能否和谐与共？ 1.25路透社报道，中国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的四款人形机器人将在 2021年上半年量产，其

中就包含曾在王力宏《A.I.爱》单曲 MV中出演“女主角”的索菲亚机器人。索菲亚从 2016

年面世开始就迅速走红，作为一个机器人，“她”的推特有 13万粉丝。“她”能说话，可以

高度模仿一系列面部表情，还能跟人进行眼神接触。“她”还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第一位

“非人类”创新大使，甚至在2017年，索菲亚获得了沙特阿拉伯授予的公民身份，成为了历

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女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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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新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将跻身世界前列 1月29日美媒消息称，美国怀俄明州的一台新超级计算机将跻身世界最快计算机之列，理论

上每秒可以执行20千万亿次的计算。据《纽约邮报》报道，该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研究气候

变化、恶劣天气、山火和太阳耀斑等现象。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于 27日

宣布，总部位于休斯敦的惠普公司中标，将为一超级计算中心提供这台价值 3500万至 4000

万美元的计算机。

神经网络白头鹰当      logo  ：美国成立国家人工智能计划  

办公室

川普赶在下台之前，成立了美国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它将成为整个美国创新生态系统

国家AI研究和政策的中心枢纽，统一领导美国AI国家战略，以确保美国的AI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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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巨头押注人工智能医疗，抢占万亿美元市场 据报道过去 5 年中，制药企业的风险投资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其中人工智能已成为

重点投资方向：自 2018 年以来，它们对医疗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投资资金增长了

10 倍以上。本文将通过对拜耳、百时美施贵宝、强生、默克、辉瑞、罗氏等数家制药巨头

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投资进行分析，详解它们对人工智能的具体押注方向

打破美国      23      年垄断！中国成功研发安全芯片的“安卓  

系统”麟铠

1.25中国安全芯片领域的龙头紫光同芯与支付产品提供商金邦达联合发布了安全芯片操作系

统麟铠。对于安全芯片来说，麟铠系统就类似智能手机的安卓或者苹果系统，是必不可少

的。

跨越      4600      公里，中国建成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  

络！

1.7，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实现了首个星地一体的大范围、多用户量子密钥分发，

地面跨度 4600 公里，验证了构建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可行性。此前，量子保密通信

“京沪干线”、和“墨子号”量子卫星已经成功对接，基于此该团队构建了全球首个集成

700 多条地面光纤量子密钥分发链路、和两个卫星对地自由空间高速链路的广域量子通信网

络。

发明“皮肤      VR”  ，攻克人机交互反馈难题！实现跨距  

离真实“触摸“，无需电池驱动

皮肤 VR 是一套轻柔、类皮肤、无线的触觉反馈系统，可将传统听觉和视觉的虚拟现实技术

扩展为多触觉的感知。简单理解就是，通过皮肤 VR 技术，远在一千公里外的亲友只需要

“敲一敲” 手机屏幕，你就能真实感受到对方的触摸。在生物医疗、健康、传感等诸多领

域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像版      GPT3      问世，  一句话就能变成图  ！打破语言与视  

觉界线，  AI      将更加聪明  

继 OpenAI 推出史上最强语言模型 GPT-3 后，这家旧金山 AI 研究公司又一连推出两款强

大的多模态模型 CLIP 和 DALL・E，CLIP 可以对图像进行理解、归类，而 DALL・E 则可以

直接借助文本生成图像，简直就是 “图像版 GPT-3”。你只用简单描述一下想要的图像特

征，比如 “一个高质量的龟兔插图” “一只模仿乌龟的兔子” “一只乌龟做成的兔

子”，DALL・E 就可以生成以下图像，堪称帮助设计师 “开脑洞” 的神器。

吉利的“一出好戏” 吉利集团的话题性从未有过如此之高，战略布局也从未有过如此之密集紧凑。新年来的短短

一个月时间不到，吉利先是与百度组建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再是与富士康组建合资公司，与

腾讯牵手发力数字化变革。就在 1月26日，接盘力帆后，力帆科技正式揭牌；集团投资数十

亿的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正式启动；与法拉第未来（FF）传出的战略合作绯闻，更是激起了

千层浪。

亚马逊的      HQ2      总部设计曝光 包含螺旋形户外走道塔楼  科技公司的总部设计一向走在建筑设计的最前沿，苹果的 Apple Park飞船总部便是一例，而

亚马逊弗吉尼亚州的总部园区，也就是 HQ2 计划包括一个户外主题的双螺旋形走道。据报

道，新公布的塔楼被称为 Helix，显然将成为园区的标志性景点，亚马逊预计将在2022年初

破土动工建设其 HQ2总部，并计划在2025年结束第一批建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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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92164389909833370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158536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1252236090100260760822616BF9E&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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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来了！字节跳动对腾讯“宣战” 2月 2日，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宣布，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提交诉状，起诉腾讯涉嫌垄

断。

抖音认为，腾讯通过微信和 QQ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腾讯立即停止这

一行为，刊登公开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并赔偿抖音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9000万元。

VLP-mRNA      递送技术：  打通体内基因编辑治疗最后      1      公里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的蔡宇伽团队在《自然 - 生物医学工程》发表了

一篇研究论文，发明了一种介于病毒载体与非病毒载体之间的类病毒体递送技术。VLP 可以

递送 CRISPR/Cas9 mRNA, 实现安全和高效的体内基因编辑。

腺病毒载体和      mRNA      齐上阵，美国公司欲开发第二代新  

冠疫苗股价暴涨

近日，一家专注于开发癌症和传染病免疫疗法的公司 Gritstone Oncology宣布将和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发第二代冠状病毒疫苗。这款疫苗可以诱导 T 细胞应答和抗体免疫反

应来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并且，该疫苗可能具有泛 SARS / 冠状病毒潜能。

数字人民币  “硬钱包”来了！可视卡首亮相  1月 5日，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员工食堂里，医生们正通过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点餐、消费、支付一站式体验。不同于此前使用手机支付数字

人民币，此次脱离手机的可视卡式硬钱包首次亮相。本次试点是继深圳、苏州手机扫码、碰

一碰支付之后，第一次实现脱离手机的可视卡式的硬钱包支付模式，这为运用智能终端困难

的人群使用数字人民币、跨越数字鸿沟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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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 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画曝光 可追溯至      4.5      万年前  

刚刚，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      5.6      级地震  

1月 14日，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最早可追溯到 4.5万多年前的壁画，

上面绘制着野猪画像。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洞穴壁画。

巧的是，同一天，当地时间 1月 14日14时 35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 5.6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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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四十余年庞贝古迹博物馆重开，揭开古城神秘面纱 据美联社报道，因二战和大地震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闭馆之后，意大利庞贝古迹博物馆

（The Antiquarium of Pompeii）于 1月 25日重新开放。翻新后的庞贝古迹博物馆，将展出

大量珍贵文物，向游客介绍这座传奇的古罗马城市，揭开火山爆发前庞贝人民的真实生活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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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发现“改写埃及历史” 新年伊始，埃及考古便收获满满。日前在对萨卡拉地区的考古中，科学家发掘出由 50多具彩

绘棺木组成的一座皇家墓地遗迹，包括大量木乃伊、面具、雕像、石像、玩具以及古埃及

《亡灵书》中的章节等珍贵宝藏。其中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王后。埃及最

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说，这是近年来埃及最伟大的考古发掘，“足以改写埃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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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巨石墓穴惊现      5000      年前水晶匕首  据最新一期《第四纪国际》刊发的论文，西班牙考古团队在该国西南部一个巨石墓穴中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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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由水晶制作的匕首，这是在史前时期伊比利亚地区发现的“技术最复杂”的匕首。考古

学家估计这是高阶人士用于“获取魔力”。

水下考古新发现！希腊卡索斯岛附近现      4      艘古代沉船  1.23希腊文化部日前发布公告，考古学家在希腊卡索斯岛附近海域有重要考古发现。研究人

员在该地区发现了 4艘沉船，船内有大量文物。据报道，希腊文化部称，在所有发现中，一

艘可追溯至罗马时代的沉船是近期希腊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

重磅！南阳发现岩画天文台，推测迄今为止中国最早 1月 25日，南阳岩石文考古研究迎来重大发现：南阳学者此前在卧龙区谢庄镇发现的、被称

为“日月祭坛”的岩石文，被中国科学院大学认定为“具有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日晷’，

也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象图。其年代虽尚难确定，但初步推测其形成年代很可能早到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学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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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树遗址发现中国最早“宫殿” 去年 5月，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距今 5300年左右的“河洛古国”，被称为“早期中华文

明的胚胎”。1月 13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持续的考古发掘，“河洛

古国”新发现了 4300平方米夯土建筑群基址、大型院落布局，已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

征，开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形制之先河，堪称中国最早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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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禹寺遗址发现距今      4000      年前城池  中国网讯 近日，河南寻“夏”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河南孟州禹寺遗址发现虞夏时期城

池，年代上限为距今 4000年左右。此次发现为河南西北地区首次发现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城址,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湖北，考古重大新发现！ 1 月 12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宣布，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

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系迄今所见长江流域规模最大、保存完好

的商代铸铜遗址，堪称3200年前的“重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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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大地

震

首次！海洋一号      D      卫星  "  捕捉  "  到南极埃里伯斯火山喷发  

南设德兰群岛发生      7.0      级地震  中国  南极  长城站运转正常  

1月 25日海洋一号D卫星海岸带成像仪获取的罗斯岛遥感图像上有明显的异常区，初步分析

判断是南极罗斯岛活火山——世界上著名十大火山之一的埃里伯斯火山正在喷发，其火山口

直径约 500米，在火山口上方发现有白色烟雾，火山口外呈现褐色的火山云，火山云分三段

展开，全长达 20公里左右，接近火山口的火山云浓密，长约 7~8公里。

南极 1.24发生7.0级地震，1.25火山喷发

印度尼西亚默拉皮火山喷发 巨大灰云直冲天际 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默拉皮火山(Mount Merapi)当地时间 27日喷发，巨大灰云直冲天际，

火山口不断冒出滚滚浓烟。一整天喷出炙热的火山灰多达3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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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异动

 

印度尼西亚当局要求居民远离火山口方圆 5公里内的危险范围，并警告可能会有熔岩流。近

日，默拉皮火山不断流出火红滚烫的岩浆，目前警戒级别为第三级，仅次于最高级别。

印尼火山喷发烟柱直冲天际，浓烟      5600      米高  当地时间 16日，印度尼西亚的塞梅鲁火山(Semeru)喷发。根据印尼官方提供的数据，火山向

天空喷出的灰烬和浓烟估计有 5600米高。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激烈喷发 岩浆喷涌浓烟笼罩 当地时间 2021年 1月 19日，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爆发，岩浆从火山口涌出向多个方向流动，

浓烟滚滚。

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发 烟柱最高达      700      米  当地时间 1月 26日，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东南方向约 65公里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在过

去24小时内发生了24次喷发，从火山口喷发出的烟柱最高达到 700米。

科学家发现地球自转速度异常，而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 科学家近日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则反常，更有可能与某种深层原因有关的现象

——2020年地球的自转速度加快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有好几天的长度都是有史以来最

短的。地球的自转速度是一天长度的决定性因素。通常来说一天大约相当于 86400秒。2020

年中有好几天都很短。7月19日甚至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天——比标准长度短了足足 1.4602

秒，打破了历史记录。按照这个势头，2021年地球的自转速度会更快。

北极平流层突然升温，或引发大寒潮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最近，北极上空的平流层突然升温，导致该地区的极地涡旋被分

裂成 2块。从西北欧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区域都有可能因此而遭遇极端恶劣的严寒天气。

地球迎来      60      年最冷的冬天  ，拉尼娜现象让我们重返  

“冰河世纪”？

受拉尼娜的影响，今年的寒潮已经来袭。深圳已经出现了 2016年以来最强的大风降温过程，

不仅仅是受到拉尼娜现象的影响，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素很复杂。北极海冰融化，欧亚积

雪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我国冬季的气候异常.

专家解读青岛海浩奇观：上一次出现是      5      年前  1月 7日，山东青岛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15.9°C，青岛附近海面上出现了罕见的海浩奇观。专

家介绍，这种现象只有在极寒天气中才会出现。

时政

民生

突发！昂山素季等缅甸领导人被军方扣留 据路透社消息，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当地时间 2月 1日表示，缅甸领导人昂山素

季和执政党其他高级官员在清晨的突袭中被扣留。报道称，几天来，缅甸政府和军方之间紧

张关系不断升级。军方表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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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都乱成了一锅粥！（1.27） 今天！荷兰暴力骚乱升级；澳大利亚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印度农民起义，占领德里红堡！；

俄罗斯的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突破 1亿威抗议继续；英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 10万；印度首都

新德里可能有一半人已感染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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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组织在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卷土重来” 路透社 1月 21日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露天市集发动两场连续

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 32人死亡，超过 110人受伤。这是近三年来，巴格达发生

的伤亡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

拜登任命第一位公开的变性人做参议员联邦官员 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周二刚刚创造了历史。根据《The Hill》报道，拜登任命了宾

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长雷切尔·莱文（Rachel Levine）为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的助理部

长——因此，雷切尔·莱文可能将成为历史第一位，参议院所确认的公开的变性人。

美国国会以向印度教偶像祷告开幕 美国民主党密苏里州众议员伊曼纽尔·克莱弗在 1.3第 117届国会的第一天会议中诵祷了一

段开幕祷告，并不是在向以色列的神祷告，而是在向印度教之神梵天请求"全地和平"，以及

国内会部的和平："创造世界和万有的神：愿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愿主使他的脸光照我

们，赐恩给我们。愿主像我们仰脸，赐我们家人平安，赐这片土地平安。我敢求主，这个会

议厅里也赐下平安。”“从今直到永远，我们以一神论之神梵天（印度婆罗门教的偶像），

和其他不同人们和信仰称呼不同名字的上帝之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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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索纳罗：“  巴西破产了，我无能为力  ”  1月 5日报道，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当地时间 5日表示，巴西已陷入破产，他对此无

能为力，新冠肺炎引发的危机对经济造成影响，媒体大肆宣扬影响导致危机加剧：“巴西破

产了。我无能为力。我想修改所得税表，但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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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游戏驿站暴跌，盘后又狂拉      45%,   散户与机  

构疯狂博弈，美将就此召开听证会

事件同时引发华盛顿关注，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均对 Ronbinhood限制交易的决定发起

指责。众议院银行服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 Rashida Tlaib称，Robinhood的操作“超

越荒谬”，并要求就其“市操纵市场”行为召开听证会。

2020      年，迪士尼流媒体业务“势如破竹”  迪斯尼流媒体业务到 2020年已经包括了 Disney+、Hulu和 ESPN +。迪士尼 2020财年的业绩

显示，其流媒体和国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81%，该部门收入在整体

营收中的占比从 2019年的 13.4%上升到了2020年的 25.9%。其中，流媒体业务全年营收 10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0%

2021      年，七大建筑  揭秘 吉萨金字塔附近的大埃及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博物馆，其建造历时将近二十

年，花费了近十亿美元以保存该国古老遗产；海口市的云洞图书馆；拉巴特大剧院是摩洛哥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发起的一项宏大的国家文化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重塑当地艺术和文

化；阿联酋沙迦 Bee'ah 总部；匈牙利音乐之家；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洛杉矶奥斯卡电影博

物馆；汉堡通往自然的门户

非洲出现神秘“疾病      X”  ，新病原体频现，人类在地球  

不安全了？

神秘“疾病 X”的出现区域是位于非洲刚果(金)的一座偏远小镇，在发现之后，这位患者接

受包括埃博拉在内的几种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可能感染了一种未知病原体。这让病人

的医生都感到很害怕，以为你这又是一种新的疾病，所以有人担心，这种未知病原体感染席

卷全球的速度会像新冠一样快，并达到埃博拉50-90％那样的超高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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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蝗灾又起，比上一次数量还多，沙漠蝗虫为何如此

难对付

肯尼亚官方 1.21对外宣布，该国的 47个郡中，已有15个郡遭受了第二波蝗灾，看情况比去

年的蝗虫数量更多，出现蝗灾的地方大都是肯尼亚国内较为干旱和半干旱的区域中。

香蕉病大流行引发绝种危机 堪比新冠疫情的农业灾难 这场“香蕉灾难”源于一种在香蕉园肆虐的真菌——有“香蕉癌症”之称的黄叶病“热带 4

号”。它传播速度很快，能在四年内摧毁整个国家的农作物，而它并不只是毁掉香蕉，它会

令香蕉再也不能在那个地方生长。目前“热带 4号”已传至全球 20多个国家，连最后净土拉

丁美洲也在前年沦陷。全球很多科学家正与时间竞赛，努力寻找解决方法

教宗方济各和本笃十六世都接受了疫苗注射 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城国在疫苗运抵后，于元月 13日上午开始接种疫苗。教宗方济各和荣

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也于隔天14日接受了第一剂疫苗注射。

重磅！  中国  户口制度重大突破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

度，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

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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