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宇宙或将颠覆人类社交方式、虚拟人撬动亿万市场、人造人胚胎震撼面世——2021年 2、3月环球新闻简报【末后事工编辑】

原来地球上，最宝贵的是人——上帝造的纯种人——“祂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远古祭坛频频出土、各种宇宙观测站纷纷竣工、地震火山超级活

跃。。这些黑暗通道的建立在灵界有怎样的影响？神的儿女该怎样应对？正像全球预言      68      所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跨入一个新时代和新的季节，某些特定的领域

里，我们看见昌盛和繁荣，例如个人新平台和网路、AI、健康和心理谘询、灵性提升和云端技术等。。更多远古祭坛被挖掘，人类的第三类接触变得普通和频繁。灵性

的混乱会带给物质界迷惑、混乱和不知所措。唯有敬畏的心可以持守。”。

全球2、3月6.1级以上地震一览：对比前几个月，可以用地震（包括火山）“超级活跃”来形容。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西兰 7.8级大地震，这场地震背后属灵的原因是什

么？家人们请留意《  铁杖辖管列国系列视频  》  ，预计很快会揭晓答案~

https://china.omegaministryorg.com/2020/10/05/%E7%94%B7%E5%AD%A9%E5%AD%904-%E9%93%81%E6%9D%96%E8%BE%96%E7%AE%A1%E5%88%97%E5%9B%BD%EF%BC%9A%E5%A4%AA%E4%BB%93%E4%B9%8B%E7%9C%BC-%E6%98%86%E4%BB%91%E5%8F%A4%E5%9F%8E%E3%80%8229%E5%88%8656%E7%A7%92/
https://china.omegaministryorg.com/2020/05/17/prophe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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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天象预报  4.17火星合月+月掩火星，观测指数 5星：当晚西方天空金牛座内，火星与月球之间仅 0.13度，将发

生月掩火星天象。中国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

缅甸、孟加拉国等地可见。

4.22天琴座流星雨极大：发生于 4月 14~30日之间，预测4月22日 20时 40分极大。

4.27年度第二大满月，观测指数3星：本年度最大满月将发生于 5月 26日（恰逢月全食！）

3      月重大天象回顾  3.4火星合昴星团、3.9天鹅座χ星最亮、3.14矩尺座γ流星雨极大、3.20春分

春节期间有多场行星合月天象 春节前后，有多场行星合月天象上演。10、14、17和 19日分别迎来土星、海王星、天王星和火星合

月

证件照升级，“高糊”黑洞变高清 2019.4.10日晚人类见证了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的发布——M87星系中心的黑洞，这是人类首次通过图

像直观地看到黑洞。经过近两年的数据处理，今年3.24，EHT公布了一张黑洞偏振照片，这次的黑洞

多了一些细节，越发“高清”起来。

由此我们终于了解到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外的 M87星系中心黑洞，如何通过巨大的喷流从核心向外传

播能量，人类的视线第一次触及到黑洞视界的极端磁场。

天鹅座      X1      最新精确测量结果来了：自转速度极接近光  

速

天鹅座X1(Cygnus X-1)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恒星级黑洞。2月 19日凌晨，国际科学期刊《科学》杂志

等三篇文章联合发布了对它的最新精确测量结果——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三个团队分别独立

对黑洞的距离、质量、自旋及其演化做了最为精确的测量和限制，发现此系统包含了一个 21倍太阳质

量的黑洞，其自转速度极接近光速。这是目前人类发现并确认的唯一一个黑洞质量超过 20倍太阳质

量，且自转如此之快的 X射线双星系统

距地球最近星团被击穿！一个神秘巨物正在不远处游荡 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研究员近日在盖娅探测器的数据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距离地球最近的星团——狮

子座毕星团似乎正在被某种巨大而不可见的神秘结构撕裂。他们猜测这个神秘的巨大结构可能是暗物

质。

NASA      使用纳瓦霍语命名火星上的岩石和土壤  毅力号研究团队与美洲印第安部落中人口最多的纳瓦霍部落合作，根据纳瓦霍语（阿萨巴斯卡语系）

中的科学相关的单词在火星上进行命名活动。其中包括一块名为“Máaz”的岩石，纳瓦霍语意为“火

星”。

一颗恒星刚刚爆炸了 仙后座附近的一颗恒星刚刚发生超新星爆炸。

https://mp.weixin.qq.com/s/fBQXm5lSFLObOZPIBgiugQ
https://mp.weixin.qq.com/s/-v3fxZVK0GQ7hyhSyqbaOg
https://www.toutiao.com/i69435947017947223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85777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72309300101501890863753ABD5&share_token=
http://m.ctocio.com.cn/kanxinwen/qydt/2021/0220/66534.html
http://m.ctocio.com.cn/kanxinwen/qydt/2021/0220/6653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hl7sk3Ohfs1p1jCkLLypA
https://www.toutiao.com/i692710182283011738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310493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1212421501015005905034127187&share_token=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1sky-mar/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1sky-apr/


3月 18日，日本三重县的业余天文学家中村裕次进行天文观测时首次发现这次爆炸，在使用 135毫米

镜头和15秒的曝光拍摄的四帧图像中，可以看到9.6级明亮的辉光，而四天前还没有。

“  三国争霸”即将在火星上演  英国《卫报》2月 7日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火星上空将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航空景观。届时，

将有三个太空机器人探测器在跨越数百万英里后抵达这颗红色行星。阿联酋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

将于周二率先进入火星轨道，中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紧随其后将于次日抵达。最后是美国的“毅

力”号火星探测器，将于 2月 18日登陆火星表面。

迪拜上空出现两颗火卫投影 有人认为这是不好的预兆 阿联酋政府大众传媒部门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庆祝“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借助新技

术将两颗火星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投射到了迪拜空中。据 Express网站报道，为达到逼真效果，使用

了两台100米高的巨型起重机和一个40米的高级屏幕。

太空暗战已经爆发？中美两颗卫星先后不明原因解体，

引发外界担忧

南方+3月 24日讯，据美国航天爱好者的观测，中国和美国都有一颗气象卫星在近期发生了解体，但

是原因至今不明，美媒推测可能是美国卫星的碎片击中了中国卫星并导致解体。据报道，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退役气象卫星已经 3月 10日在轨道上解体，分裂成至少 16块太空垃圾。

日本要在太空建设寺庙 日本京都醍醐寺在 2月 1日宣布，与京都市内的人造卫星开发企业合作，成立了在宇宙中开设寺院的

执行委员会。目的是在将于 2023年合作企业发射的人造卫星上搭载药师如来佛，开设“太空分寺”，

寺庙命名为“净天院劫蕴寺”，并定期举办“宇宙法事”，祈愿人类和平与安康。劫蕴寺建立在卫星

轨道上，高度约 1000 km以下的 LEO。因为几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所以从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参

拜

平方千米阵：世界上最大的阵列射电望远镜即将启程 据国外媒体报道，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SKA）项目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在地球上组建最大规模的

望远镜。SKA的灵敏度前所未有，将有能力接收到任何的地外信号传输。预期将于 7月份开始向业界

发出投标邀请，预期年底可以进行奠基仪式。选址位于南非北开普省卡鲁盆地和西澳大利亚默奇森的

荒无人烟之地。SKA条约的几个国家牵头，其中包括望远镜的两个选址国家澳大利亚和南非；意大

利、荷兰和葡萄牙；以及作为项目组织总部的英国，总部办公室位于著名的卓尔班克天文台。

四川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开启超高能伽马探测，计划      6  

月全部建成

2 月 23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研究取得进展。LHAASO 项目首篇科学文章“Observation of the Crab Nebula with

LHAASO-KM2A - a Performance Study”在《中国物理 C》正式发表。LHAASO第一篇科学文章的发表，

正式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的发现之旅。

世界口径最大折射光学望远镜将落地拉萨 3月 12日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获悉，“高海拔地区科研及科普双重功能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建设”

项目日前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折射式光学望远镜将落地拉萨。将建在西藏天文馆

上。西藏天文馆有望于今年内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文馆。

https://www.toutiao.com/i693874120559322778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6376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32014460101512102074D3E15FB&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323785829875717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0932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3231331010150215217200B214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323785829875717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0932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3231331010150215217200B214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2633541658089933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8534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91450340101502181660B04516E&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248860538286576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42022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414302101015118522750003510&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306414982804330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5818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41830360101511800843002D5A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306414982804330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5818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41830360101511800843002D5A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w/i1691367721221143/
https://mp.weixin.qq.com/s/piV52xlVz5qw3OwfyrVRbQ


中外科学家观测到超过      100      万亿电子伏特的伽马射线  3月 2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中日合作团队利用我国西藏羊八井 ASγ实验阵列在国际

上首次发现，距离地球2600光年的超新星遗迹 SNR G106.3+2.7 发射出超过 100万亿电子伏特的伽马

射线。这些伽马射线可能是被该超新星遗迹中的激波加速到 PeV（比地球上人造加速器的最高能量高

100倍）的宇宙射线与附近的分子云碰撞产生的。

北半球最大深水中微子望远镜在俄罗斯贝加尔湖中启用 3.13北半球最大的深水中微子望远镜“Baikal-GVD”在贝加尔湖中正式启用。安置在贝加尔湖南部，

离岸边 3.5公里、水深 700米至 1300米的位置。将利用该望远镜进行地球物理学、水文学和淡水生物

学方面的研究，此外还将进行星体演变和宇宙探索方面的研究。中微子望远镜是一种可以测量来自宇

宙深处、数量相当稀少的超高能中微子，并确定它们所对应的天体源方位的超大型探测装置，通常被

建在冰层深处或黑暗的海底和湖底。

全球最大天文馆      6      月试运营，就在上海  从空中俯瞰，上海天文馆的建筑就像一架巨大的时间机器。科幻电影里“飞”来的天文馆：上海天文

馆位于临港大道与环湖北三路口，建筑面积 38164 平方米，包括一幢主体建筑，以及青少年观测基

地、大众天文台、魔力太阳塔等附属建筑，将成为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

壮观：地面望远镜同时捕捉到   2   种罕见高层大气闪电  美国双子星天文台捕获到了两种不同的闪电互相交织的奇景。2 月 24 日 NOIRLab （美国国家光学红

外天文研究实验室）便释出一张新图像，由北双子望远镜同时拍下传说中的红色精灵与蓝色喷流。

该现象出现在夏威夷：夏威夷上空惊现“红蓝精灵”

一颗陨石在古巴东部坠落，随后发生爆炸 古巴莫阿地震台3.19观测到天空中多次出现发光现象。目击者看到红白色的光，紧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UFO      能在无音爆下突破音障？美军      6      月      1      日前将发有关  

UFO      报告  

英国《每日邮报》3月 22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局前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透露称，美国防部和国家

情报局将在今年 6月 1日前提交有关 UFO目击事件的报告，其中将披露已观察到的 UFO在没有产生音

爆的情况下突破了声障进行超音速飞行的相关证据。含有大量美军长期以来研究 UFO所获信息。

密西西比州惊现      UFO  ！多个发光神秘物体在空中“跳  

舞”

3.25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对父子在家中亲眼目睹了 10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在自家屋

顶上盘旋。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不明飞行物，新墨西哥州就以在罗斯威尔、索科罗与阿兹特

克等地上空发生不明飞行物事件而闻名。此前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上空盘旋时，

也有遇到神秘“圆柱形物体”。

绍兴上空惊现“不明飞行物”？尾巴超长，还分叉 2月 21、22日，绍兴诸暨上空出现一道道长长的白光！还会动！好多人看见，还发朋友圈说是看到了

不明飞行物。绍兴诸暨城东上空，出现一道会动的白光，它的尾部是分开的，中间有空隙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1/0222/content_31985326_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3181510173746842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396329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https://www.toutiao.com/i69435317004628137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74534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6155544010151063163220CD08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35317004628137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74534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6155544010151063163220CD08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32081298699064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6579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515394801015120909111071C0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32081298699064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6579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515394801015120909111071C02&share_token=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351407.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41649500695953950&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24746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
https://mp.weixin.qq.com/s/7x8zJ2vj28mlgvwJqA6xzA
https://www.toutiao.com/i69345092349105116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60504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012124050101500671321C08EB1A&share_token=
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toutiao/2021/03/04/374533.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3578422015334863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94236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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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皿中“合成”，人类创造出人类胚胎模型 3 月 17 日，在 Nature 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里，研究者们称他们利用人类皮肤细胞和干细胞，成功地

创造了一个和人类胚胎极其相似的生物结构。在此之前，科学家利用相似的方法造出了 “合成” 小

鼠胚胎，甚至用这个人造胚胎培养出了一个小鼠胎儿。而去年，科学家称其制造出了相比来说更成熟

的人类胚胎。尽管以前那些很厉害，但也无法和这个五天大的人类胚胎相比。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创造出的最真实、完整的一个胚胎模型。

吸血鬼来了？最新发现：  输入年轻血液可逆转衰老      54%  “换血长生”这种听起来很扯的事情，正被科学证实有效。生理年龄方向顶级学者 Steve Horvath教

授发表论文表示，在对老年实验组输入年轻小鼠血浆后，基因组检测显示，实验组的全组织平均生理

年龄年轻了 54%以上，肝脏等组织甚至年轻了 75%。

突破！犹太科学家：每周高压吸氧      5      次或可延寿      25%  近期以色列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历史性地打破了“氧化≈老化”这一认知。研究发现，在高浓度氧舱

休养 3个月后，参与实验的 65岁以上老人，“生命时钟”端粒平均延长 20%，高者甚至达 50%。“生

命时钟”，或许可以倒拨，前不久，哈佛大学 Paul.f医学实验室就宣布，发现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能

够让动物细胞回到胚胎状态，《Nature》（自然）期刊也将该研究作为封面重点

虚拟人来了，撬动亿万市场：你准备好了吗？ 2021年春晚，虚拟偶像洛天依登上央视舞台，“虚拟偶像”这样一种娱乐形式终于“出圈”进入主流

视野。2020 年疫情以后，虚拟偶像迅速崛起，成为追星市场上最红的品类之一。数字人正在迅速迭

代，进化成逼近真人的样貌。在国外，虚拟网红的前辈们 Lil Miquela和 Imma同样战功卓越。Lil

Miquela在 ins坐拥 300 多万粉丝，接到众多奢侈品代言，2020 年收入超过 1000万美元，曾与特朗

普、蕾哈娜一同入选《时代》“年度网络最具影响力人士”榜单。就在今年3月份，美国 Epic Games

公司旗下的虚幻引擎平台发布了一款全新工具“元人类生成器”，能够轻松创建和定制逼真的虚拟

人。

首个形态自适应机器人！与      AI      完美结合可自动变化形  

态

近日，来自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信息学院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四足机器

人，它不仅能够感知地形变换，同时还能根据地形变换自动改变形态。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功能

齐全的形态自适应机器人。

海外分析师：  Metaverse      将颠覆人类社交方式  元宇宙（Metaverse）可以说是科技界和游戏业等领域最火的概念之一，很多知名公司对它都已经描述

过不同的愿景：新的社会形态会在元宇宙里出现，云流媒体和AI的进步可以带来与好友之间的互动新

方式，比如你将有能力出现在一个连贯的虚拟世界，毫无计划地发现新朋友，并与他们一起体验。这

代表了我们社交和游玩方式的一个微妙但又重要的变化：从围绕活动为中心的有目的互动，转向以人

为中心的自发互动。

从虚拟化身到元宇宙，  Genies      凭什么估值达      1      亿美元  元宇宙作为近来大火的未来概念之一，已经吸引了无数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入局，而在实现元宇宙这个

目标之前，关于未来“真·互联网居民”的虚拟身份的塑造，已经引来了 Roblox、IMVU等公司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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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虚拟化身（Avatar）现在已经不只是流行于 Z时代的娱乐了，而是元宇宙的敲门砖。一个名为

Genies的公司，以超高精度的虚拟化身形象吸引了 GameLook的关注，Genies与近日转会至土超球队

费内巴切的梅苏特·厄齐尔合作，推出了他的3D虚拟化身，以及配套的限量版虚拟装备。

HDC.  Cloud   2021      华为要在深圳大学城搞场大的  3 月 22日上午，华为宣布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1（Cloud）将于 4 月 24日-26日在深圳西丽大学城举

办，以“每一个开发者都了不起”为主题，将汇聚业界大咖、华为科学家、顶级技术专家、天才少年

和众多开发者，共同探讨和分享最新的 ICT技术在行业的深度创新和应用，覆盖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鲲鹏、昇腾、容器、微服务、DevOps、数据库、区块链、数据通信、多接入边缘计算等 ICT领域

的内容。

WIKIBON  ：四大云计算巨头      2021      将破      1150      亿美元营收  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Wikibon 观察到 IaaS/PaaS 超大规模云服务领域出现了四个“A 级”玩家：

AWS、Azure、阿里巴巴和 Alphabet，这四大巨头具有可以无限期胜过其它所有云玩家的资源、动力和

耐力。

Wikibon相信四“A”公司加起来的 2021年 IaaS和 PaaS营收将超过 115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机会，2021年的增长率在30%左右。

亚马逊从电子商务转变为云计算巨头，会成功吗？

揭秘亚马逊新      CEO  ：  一人搞活云计算  ，贡献一半利润  

安迪·杰西（Andy Jassy）在过去的15年中将亚马逊从电子商务巨头转变为高利润的技术公司，从而

创建并主导了云基础设施市场。现在，他在本年第三季度即将成为继苹果和微软之后的第三大美国价

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马逊表示杰西将接替杰夫·贝索斯，成为该公司历史上的第二个 CEO。

微软科技发布会公布真人远程「传送」，科幻成真？ 3.3微软的发布会上，卡梅隆导演与主讲人 Alex Kipman 以全息影像的方式，被传送到虚拟会场里、

虚拟观众眼前。出席的观众也全部都是虚拟的 Avatar人像。起初，周围很黑，仿佛大家坐在电影院

里，共同观看屏幕上一家三口的海洋馆之行。突然屏幕光芒熄灭，眨眼之间，所有观众一起来到了海

洋世界的内部。这次发布会背后的技术，是微软最新推出的混合虚拟与现实应用程序      Mesh  ，它让世界

各地的人都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拘束，共处一室。

首个“  5G      沉浸式跨屏访谈”，“空间穿越”成真  3 月 1日，2021 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这组精心打造的系列访谈，首篇在新华社客户端甫一上线就

“炸开了锅”，从主流媒体到电视应用，从科技发烧友到普通大众，5G沉浸式多地跨屏访谈火出了

圈。无论相隔多远，在 5G沉浸式多地跨屏访谈中，身处北京演播室的新华社记者，可以和代表委员实

现“裸眼 3D”般的面对面交流，而且是全实景、真跨屏。

新专利显示苹果眼镜或会用全息图来创建      3D      虚拟物体  苹果在专利当中表示，虚拟现实系统可以向用户显示立体场景，以便产生深度错觉，计算机可以实时

调整场景内容，以提供用户在场景中移动的错觉。当用户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查看图像时，用户可以因

此感觉到他们正在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在场景内移动，混合现实(MR)涵盖了增强现实(AR)系统的范围，

该系统将计算机生成的信息(称为虚拟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视图相结合，以增强或增加虚拟内容。

Facebook      将推出一款可以  用人脑控制电脑的手环  Facebook 公布了一款可以解读大脑发出的运动神经信号的腕带，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思维来移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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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工作原理如下，这款腕带看起来就像带子上系着笨重的 iPod，它用传感器感知你想要做的动

作，用肌电图（EMG）来解读运动神经，并将信息从大脑传送至手的电活动。Facebook 表示，这款尚

未命名的设备可以让你只需要动动手指滚动一下就能导航 AR 菜单。

达摩院开放      AI      能力宝塔，万般法器助力新时代智能应  

用

阿里云视觉智能开放平台目前以公开总计164项，13大类人工智能专项能力，开发者在阿里云视觉智

能开放平台可免费调用 https://vision.aliyun.com/，用 AI 技术搭建自己的应用，打造自己的场

景，这些能力原本是为淘宝，天猫，盒马，优酷等应用开发，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自由，使用这

些技术。

IBM      官宣：今天起，所有人都可以自己设计量子硬件了  3月 19日，IBM Qiskit正式发布了 Qiskit Metal，一款用于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开源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软件。官方表示很期待看到 Qiskit Metal在这个领域即将产生的影响，毕竟，IBM Qiskit已

经从早期体验者处看到了一些惊人的成果。Qiskit Metal是第一个专门为量子计算机设计的 EDA 工

具，旨在帮助社区使用预制或定制的组件，按照自己的规格，轻松创造并设计超导量子设备。

世界首个移动量子链路诞生  ，南大科学家以无人机为中  

继站，有望实现量子链接覆盖最大化

近日，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次使用光学中继，并将光学中继的节点放到处于飞

行状态的小型无人机上，成功实现了纠缠光子分发实验。开创性地引入了无人机元素来交换量子信息

和构建量子信息网络，从而实现了更远和更广的覆盖范围；同时，还极大便利了多节点移动量子网络

的搭建，做到 “即搭即用”、机动灵活；这种移动式的量子网络，还可以作为一种新型量子通讯平

台，与已有的地基（光纤）、天基（卫星）量子链路功能互补，构建实用化的量子互联网。

现实版“盗梦空间”！科学家首次与睡梦中的人实时交

流

据CNN新闻2月18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与睡梦中的人进行实时对话是可能的，他们甚至可以

理解对话内容。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的4个独立研究小组，对36名曾经历过各种清醒梦的人

进行了研究。所谓清醒梦，即人们知道自己在做梦，并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指引或操纵梦的内容。

怪兽充电在美递交招股书两年净赚      2      亿多大股东是阿里  3月 12日，怪兽充电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文件，代码拟定为“EM”。阿里巴巴旗下的全资

子公司淘宝中国是怪兽充电的第一大股东，持股约 16.5%；高瓴，顺为，软银亚洲，小米等均有持

股。

比尔盖茨撒粉遮阳给地球降温，专家警告或将带来灾难 一个向平流层喷洒数百万吨白垩粉的项目可能会在今年 6月进行首次测试，尝试“遮挡阳光”为地球

降温。据悉，该项目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资助，从一开始就受到严厉批评。专家警告说，这种不

寻常的技术可能会对天气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方式无人能够预测。据报道，该项目

主管是哈佛大学的专家弗兰克·基奇，他将主持把一个大型气球送到瑞典基律纳镇上空 12英里处，让

它向平流层投放 2公斤的白垩粉尘，以此来测试该系统。

解决 “卡脖子”问题，首款全面国产化电力专用主控

芯片 “伏羲”实现量产

2.19根中国电力新闻网消息，首款全面国产化电力专用主控芯片 “伏羲”实现量产，这款芯片的量

产标志着我国电力工控领域核心芯片从 “进口通用”转变为 “自主专用”。

谷歌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新海底电缆已经上线运行 2.4谷歌与其合作伙伴 SubCom宣布，该公司私人拥有的 Dunant海底电缆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和

法国大西洋海岸的 Saint-Hilaire-de-Riez之间已经开始运营。这条近 4000英里的电缆总容量为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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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Tb--或者说足以传输 "整个数字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每秒三次"。与一些老旧的电缆不同，Dunant

使用了 12对光纤，再加上围绕最大化其带宽的一些技术创新，才实现了这些数字。

考

古

三星堆的最新发现意味着什么？ 3.20“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也

同时发布。 目前，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已出土500余件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

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其中 5号

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含金量为 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 14%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

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 500克。

全国      34      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三星堆考古发掘  3月 23日中国之声报道，全国34家科研单位“集团作战”攻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通过现

代科技手段，构建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多兵种、多集团的这种作战为我国考古发掘和研

究竖立新标杆，在我们中国的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既有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社科院考古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高校文博单位、考古研究院

（所），也有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不时忙碌于现场。

新发现三星堆文物何时展出？三万平方米新馆正筹建 2020年 10月 10日，三星堆博物馆面向全球发布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三星堆

博物馆新馆和游客中心项目）建筑概念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此外，在新的考古调查、发掘后，三星堆博物馆也在筹备接下来的文物展示工作，将建立开放式的文

物修复中心，将文物的修复和展示相结合，这应该是全国博物馆的首创，预计在今年4月对外开放。

中国      2020      六大考古新发现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  3月 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重磅发布：

1、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 8300-7800 年)、2、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距今 5300年前后）、3、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4、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5、新疆尉

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6、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 2018血渭一号墓（吐蕃时期）

北京正阳门考古发掘将启动，可能出土哪些文物？ 3月 25日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向记者透露：“我们马上要对正阳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过去正

阳门以南的正阳门桥，会是一个发掘重点。如果我们这次能找到正阳门桥，我们就把它重新揭示出

来。”

他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在考虑是否恢复正阳门桥及一段内护城河，将其作为城市景观。“因为我们

觉得这种所谓山环水抱的空间节奏感，是通过这些景观表现出来的。”

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永乐十八年(1420 年)，北京城南城墙从今长安街一线南拓至今正阳门一

线。

被大火烧毁的      400      年古寨，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2.14 最令人痛心和惋惜的事件，当属“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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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翁丁安静美好得像个世外桃源。翁丁，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勐角傣族彝族拉

祜族乡与缅甸接壤，是著名的佤乡。翁丁一词，在佤语里是“云雾缭绕”的意思。

澳大利亚发现最古老岩石画：一只袋鼠 距今      1.73      万年  英国《卫报》22日西澳大利亚州金伯利地区发现的袋鼠岩石画距今有 1.73万年历史，是澳大利亚最

古老的岩石画作，这幅较为完整的袋鼠岩画价值极大。相关人士认为，这幅袋鼠岩画的作者与当时的

贸易网络有联系。今年年初，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洞穴画作——一只同比

例体型的猪，距今已 4.5万年，苏拉威西岛的这幅画作与袋鼠岩画风格相似，他认为这其中存在文化

联系。

以色列发现新“死海古卷”残片 被深藏山洞近      1900      年  以色列考古学家 3.16宣布，在一处沙漠洞穴中发现了数十片“死海古卷”残片，认为是在近 1900年

前的一场动乱期间被深藏于此。发现残片的洞穴位于朱代安沙漠中的一处偏僻峡谷内。这些残片被认

为与在名为“恐怖洞穴”的挖掘点发现的羊皮纸残片同属一套。残片可以追溯到公元 2世纪。《以色

列时报》称，这场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个保存良好的编织篮，距今已有10500年，以及一具有约 6000年

历史的木乃伊化儿童遗体。

耶稣幼年遗迹被发现？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发现了一所古代房屋的遗迹，年代可追溯到耶稣时代，这在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以色列考古学家正在现场进行发掘，3座早期教堂曾建造在这个遗迹之上。基督徒认为

天使加百列就是在这里告诉玛利亚，她将怀上耶稣的。

关闭      80      载，修复      13      年：屋大维墓终于要向公众开放了  古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凯撒的养子，埃及艳后的政敌……屋大维·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最终从英国延

伸到埃及的帝国，他在临终还夸口说：“一座砖城在我手里变成了大理石的城市”。屋大维死后，罗

马人将他当作神一般崇拜，他的陵墓按照古罗马的习俗，建造在罗马城中，就在万神殿和波波罗广场

之间。

这是一座巨大的圆形陵墓，也是全罗马城最大的陵墓，甚至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古代最大的圆形陵

墓。2000年后，2021.3.1在历经 13年的修复，耗费 1000万欧元巨资之后，他的陵墓终于要向公众开

放了。

埃及出土一座五千年前啤酒厂，或为目前已知最早 埃及旅游和古迹部 2月 13日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埃及南部城市索哈附近的阿比多斯考古遗址发现用于

啤酒发酵的一个设施，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产啤酒厂

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新木乃伊：拥有黄金做的舌头 埃及文物部 1.29宣布，考古学家在亚历山大西部的塔普西里斯马格纳神庙工作时发现了 16具人类头

骨，其中至少一名拥有黄金制作的舌头，专家们倾向于认为，黄金舌头是为死者制作的信物，也许是

为了帮助死者在来世说话。其中一具木乃伊戴着一顶饰有角的皇冠，前额有眼镜蛇，还有一条镀金的

项链，上面镶嵌有猎鹰的头，系霍勒斯神像的象征。据推断这批木乃伊距今大概2000多年。

宙斯神庙附近发现      2500      年前铜牛神像  3.19希腊文化部在发布会上称，考古学家在奥林匹亚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个小型铜牛神像。根据初步评

估，这尊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50至 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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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下面一条华尔街铜牛创作者去世新闻，两者相差 1个月）

华尔街铜牛创作者去世（对比上面一条铜牛出土新闻） 华尔街铜牛创作者现年80岁的阿尔图罗·迪·莫迪卡，2月19日在自己家乡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维多利

亚去世。1989年12月 16日夜间，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莫迪卡在卡车和吊车帮助下，把一座铜

牛雕塑放置在金融区内。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暴跌继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为了提升恢复金

融市场的信心，莫迪卡自掏腰包花费 35万美元创作了这座 3.5吨的铜牛雕塑。铜牛雕塑已经成为华尔

街的象征，也是纽约市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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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柱达      5000      米！印尼锡纳朋火山剧烈喷发  3.2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锡纳朋火山连续剧烈喷发，锡纳朋火山 2020年 8月后活动渐趋频繁，在过去

1周内，已记录到 13次喷出火山灰的状况。当地时间 3月 2日上午 7时至 8时，锡纳朋火山发生三次

大规模喷发

克柳切夫火山喷发 3.8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拍摄的喷发的克柳切夫火山。海拔4750米，是欧亚大陆上最高的活火山。

印尼最活跃火山喷出      1200      米的火山灰柱  3.11印尼默拉皮火山开始喷出火山灰柱，喷发持续了 86秒。早些时候 3次喷出岩浆，岩浆流向西南方

向，最远移动距离为 900米。是印尼最活跃的活火山，一般每年都要有两次小喷发，每 7年出现一次

大喷发。

菲律宾塔阿尔火山      24      小时      74      次地震 喷出      10      米高蒸汽  3.14消息。塔阿尔火山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约 100公里处，曾于 2020年 1月 12日剧烈喷发

俄北千群岛埃别科火山喷发      2      千米高灰柱  3.15位于俄罗斯北千岛群岛的埃别科火山喷发出高达 2千米的火山灰柱。火山灰云向北方扩散达 5公

里。山自 2016.10.20以来经常喷发，这是该火山的正常活动。2018年 8月 31日记录到其最大喷发，

当时烟柱飞到 6千米高空。埃别科火山海拔1560米，位于帕拉穆希尔岛的韦尔纳茨基山脉北部。

20      天逾      4      万次地震，冰岛人被震到失眠  3.16报道，自 2月 24日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发生 5.6级地震以来，该地区余震不断。

过去 20天，已记录下 4万多次地震活动，超过了 2020年在那里记录的地震总数。

冰岛一火山休眠      6000      年后喷发  3.20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的一座火山日前持续喷发红色岩浆，该火山此前休眠了约 6000年。

专家表示，现在火山喷发似乎已停滞，不会给民众带来危险。在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大量

红色岩浆从法格拉达尔山附近山谷的裂缝中流出。

20日由于下大雨，熔岩流放缓，火山喷出了蓝色的烟流与蒸气云。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再度喷发 喷发的熔岩高达      900      米  3.24：最近一段时间，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接连喷发。当地时间 3月 24日，埃特纳火山

再度喷发，场面壮观，产生的烟雾向周围蔓延了 6公里。受此影响，火山附近的机场暂时关闭。目前

并未收到有关人员伤亡的报告。埃特纳火山海拔约 3300米，是欧洲最高、最活跃的活火山。自 2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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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9383595621141714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54312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21758480101512071464F05B5A4&share_token=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1/0303/content_32005981_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35436689485595173&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84644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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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喷发以来，已经至少喷发了十几次。

危地马拉帕卡亚火山喷发 3.26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市以南 28公里，帕卡亚火山喷发，岩浆顺着山体流下。

危地马拉      2      个月地震      400      多次 火山进入频繁活动期    

2021年 1月和2月，该国共发生了 409次地震，其中有 21次产生了明显震感，最高震级达 6.1级。地

震多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带。其中，2月10日是地震最频繁的一天，24小时内共发生 13次地震。

南极裂开大口子，  1300      平方公里冰山坠入大海  近日，科学家们发现，一个接近英国大伦敦地区面积的巨型冰山正式从南极冰架上脱离并坠入海中。

克罗地亚中部村庄现巨大圆洞 吸引科学家蜂拥而至 3月 4日，克罗地亚 Mececani村，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西南 40公里的中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圆形洞，这个洞是在去年12月的6.4级地震后形成的，吸引科学家们蜂拥而至进行实地研究

喜马拉雅山冰川崩塌 致印度北部大量人员伤亡 2月 7日，南达德维冰川的一部分在印度与尼泊尔和中国接壤的北阿肯德邦的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高处生态脆弱地区断裂。北阿肯德邦当天发生冰川断裂，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冲垮了一座水电站大

坝。目前已有 9人死亡，估计约有100人至 150人失踪。

撒哈拉沙漠沙尘席卷欧洲！多国天空被染橘，阿尔卑斯

山一片“橘雪”

2月 6日，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随强风飘向欧洲，多国被“橘黄”笼罩。这种现象并不算很罕见，

通常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但今年出现的时间尤其早，且范围很广。

蒙古国遭遇特大沙尘暴 致      6      人死亡      80      余人失踪  3月 13日晚至 14日中午，蒙古国色楞格省、库苏古尔省、扎布汗省、布尔干省、戈壁阿尔泰省、巴彦

洪格尔省、戈壁苏木贝尔省、后杭爱省、前杭爱省、中央省、肯特省、苏赫巴托省、中戈壁省、南戈

壁省和东戈壁省等大部分省份相继出现极端恶劣天气，遭遇特大沙尘暴袭击

“  不列颠的象征”发生大规模崩塌  2月 3日，英国“不列颠的象征”著名景点白崖发生了大规模坍塌，数千吨白色岩石从白崖上脱落，

坠入英吉利海峡之中，而这个时间点恰巧正好赶上英国脱欧，苏格兰寻求独立等事件，这让外界对英

国的未来感到担心。多佛白崖一直被认为是英格兰的象征，从法国加莱远眺英伦三岛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道白色“巨墙”。

时
3      月底：  一场  针对中国的地缘封锁  ，经济威胁和冲击，  

已经全面启动（本文不代表事工观点，仅作新闻参考）

30国联合制裁，中美交锋升级，私营企业开始参与到大国博弈，再到中国楼市和金融全面监管风暴：

中国经济和发展，正式进入全新阶段。先是中美后疫情时代第一次交锋结束还不到一周时间，美国新

https://www.toutiao.com/i69443646378990638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8938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80910170101511921452362D499&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43646378990638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89381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280910170101511921452362D499&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257087027124638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5386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52324130101501581974607A3C7&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397152536305669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7936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515335701015120907702010F68&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264538347767403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6956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71901270101502201041C0015BB&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264538347767403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6956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71901270101502201041C0015BB&share_token=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339572.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2672136864596019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75883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d.youth.cn/shrgch/202103/t20210306_12746852.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36336626561843725&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11637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
https://www.toutiao.com/i69346658817966085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66487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021401180101510732335002D0B8&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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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拜登终于成功团结欧洲，对中国开始了一轮围剿：然后是以 H&M为代表的多家跨国性质的私营企

业开始从商业层面介入大国经济博弈：还有中概股在美国全面暴跌，惨遭资本主义市场血洗，无一例

外。

巨轮卡在苏伊士 全球贸易堵在一条河 毫无预兆的，苏伊士运河就这样被“卡死”了。3 月 23日，一艘中国台湾长荣集团货轮“长赐”

（Ever given）号，在开往荷兰的途中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因遭强风袭击偏离航道，最终搁浅运河并

卡在河道中央，致使整条运河南北向至今处于全线瘫痪中。谁也没料到，全球贸易”大动脉“会被一

艘货轮堵死，以至于在苏伊士运河上排队的船只能干等。蝴蝶效应已经显现，毕竟 12%的全球贸易都

会通过这条运河，油价等相关商品的价格应声上涨。目前没有人敢断言，要让这艘庞然大物动起来还

需要多久。

重磅卫星照片，以色列核武中心出现神秘地下设施 2月 27日报道，最新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以色列腹地的西蒙·佩雷斯·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突然出现

扩建动工迹象，有不明地下设施正在修建。而这一发现迅速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由于内盖夫核研究

中心一直是以色列核武器的研发和生产部门，而且这里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因此这次突然动工就让外

界格外关心了。而且媒体也担心，伊朗可能会借此为自己的核武发展进行辩解，从而增加拥核的正当

性。

“  亚伯拉罕信仰”的和解：教宗出访的伊拉克历史重点  国际瞩目的教宗伊拉克之旅从 3月 5日展开。第一天除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官方会晤之外，教宗

也特别拜访当地的叙利亚礼天主教会。第二天的行程紧凑，但所经之处都是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文化、

两河流域文明息息相关的关键地点，包括什叶派圣城纳加夫（Najaf）、千年古都摩苏尔（Mosul） 、

以及号称「三教圣地」的乌尔古城（Ur）等地。众教派在乌尔的跨宗教会谈，集结了包括天主教和基

督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以及传统古老的雅兹迪教派（Yazidis）与曼达安教派（Mandaeism）

迪拜要建的这栋“涡轮”大楼火了！两天转一圈 来自土耳其的著名建筑师 Hayri Atak 最近设计了一栋名为 Squall Tower （暴风塔）的大楼，再次

颠覆了我们对建筑的传统想象。这座摩天大楼由三座曲线形楼体组成，外形非常独特，楼体间由多个

空中连廊衔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独特形状。最大的亮点是可以自己旋转！大楼的底座是一个几

乎悬浮的结构，还安装有一个巨大的电机。

数字人民币或成为非洲主要的电子支付手段 Coindesk信息门户网站报道称，目前，与比特币和脸书的 Libra相比，非洲大陆对中国数字货币的需

求量更大。这是由于中国电子产品在非洲的广泛扩散。中国公司占智能手机的 50％，占网络设备的

70％。

美众议院表决通过“平等法案”，全面保障同性恋等群

体权利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 25日表决通过“平等法案”，禁止在就业、住房、教育等领域歧视 LGBT

（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

娱乐圈“地震”！  劣迹艺人或被永久抵制：假唱、吸  

毒、酒驾…统统不行！

2.5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新制定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办法规定，根据演艺

人员违反从业规范情节轻重及危害程度，分别实施 1年、3年、5年和永久等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

制。

https://mp.weixin.qq.com/s/WZ8GSWKH-R8liWSozhKFjA
https://mp.weixin.qq.com/s/WZ8GSWKH-R8liWSozhKFjA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1-02-26/doc-ikftpnny9832774.shtml?cre=tianyi&mod=pchp&loc=29&r=0&rfunc=18&tj=cxvertical_pc_hp&tr=12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1-02-26/doc-ikftpnny9832774.shtml?cre=tianyi&mod=pchp&loc=29&r=0&rfunc=18&tj=cxvertical_pc_hp&t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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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觉醒年代》疯狂吸粉中 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近期领跑中国电视剧收视率榜单。截至 3月 17日，该剧的豆瓣评分已

经从开播时的 8.3分涨到了 9.1分。这是官方为纪念建党 100周年而推出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

品”，由央视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该剧以 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共

机关刊物为时间线，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中国近代名人从志同道合到

分道扬镳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热血青年追求救亡图存的

坎坷经历为辅线，形象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共建党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

杭州亚运会第一阶段报名工作结束，电竞霹雳舞受欢迎 3.18杭州亚运会第一阶段（按项目）报名工作顺利结束，共有 45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提交了报名

表，项目涵盖杭州亚运会所有 61个分项比赛。电子竞技和霹雳舞作为杭州亚运会新增设的比赛项目，

也受到各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欢迎。目前，共有 27个国家（地区）奥委会报名参加电子竞技，17

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对霹雳舞提出参赛意愿。此外，武术、柔术、克柔术等非奥项目，其报名数量

已超过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半数，呈现出全亚洲共同发展的趋势。第19届亚洲运动会将于 2022年 09月

10日至 2022年 09月25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奥委会通过《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鼓励虚拟运动发  

展

3.13 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将其作为国际奥委会在未来 5 年的新战略路线

图。新增了 15 条改革建议，其中第九条明确指出鼓励虚拟运动的发展，并进一步与电子游戏社区互

动。还提到了数字化的趋势。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发挥其巨大积极潜力的机会。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机

会可以更直接地与人们交流，与年轻人接触，并推广奥林匹克的价值观。去年年底，亚奥理事会允准

了杭州亚组委提交的关于优化竞赛项目设置的方案，在保持 40 个大项不变的前提下，增设电子竞技

项目。

冬奥，智能新时代：科技冬奥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鸟巢”，记者看到，一个“复刻”这座体育场的数字孪生操作系统已经初具规模，这个“数字化

的鸟巢”正是智能建筑的一个探索。未来，通过把国家体育场数字模型化，可动态采集设备的运行情

况、环境变化、人流聚集疏散情况。还可让数字建筑与未来城市交通系统更好地融通，包括地铁和公

交排班、周边道路疏导等，从而形成基于人工智能的最优解决方案，改变之前那种大活动交通瘫痪，

或者很大范围交通管制的情况。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正式亮相，由  阿里  

巴巴团队负责外观设计

2月 4日晚，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亮相，“飞扬”火炬的曲线灵感来自于大自然里的树叶，旨在呼应

“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寓意吉祥的祥云纹样自下而上，逐渐变幻为雪花，象征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和北京 2022年冬奥会；出火口从边缘盘旋而上，火炬与圣火融为一体；

超级碗前线：两个时代的较量，  NFL      仍是体育商业      NO.1  2月 8日第55届「美国春晚」暨 NFL超级碗，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市决出新王。43岁的汤姆·布雷迪

带领海盗队以 31:9战胜了由联盟新生代 MVP马霍姆斯领衔的酋长队。今年，NFL首度与儿童频道

Nickelodeon合作，直播了一场别有趣味的 NFL季后赛。“动画片版”NFL的大获成功，比赛的竞技性

不易改变，但趣味性及娱乐性是体育发展的一大突破口。超级碗的过人之处在其不仅是全年最大型比

赛，也是全年最大型演唱会，竞技性娱乐性兼备。本届中场秀表演者 The Weeknd自掏腰包 700万美

https://www.toutiao.com/i69270868908813849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285361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09145339010151079028090459F9&share_token=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206A035LF00?share_token=df881abd-d81c-4245-80ed-21399b9a1ece&openid=o04IBAE9puR4o25OUeRepuZe4nOI&key=&version=63010043&devicetype=Windows+10+x64&wuid=oDdoCt_7QFChcMZy3LDQ_qhv9VgM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206A035LF00?share_token=df881abd-d81c-4245-80ed-21399b9a1ece&openid=o04IBAE9puR4o25OUeRepuZe4nOI&key=&version=63010043&devicetype=Windows+10+x64&wuid=oDdoCt_7QFChcMZy3LDQ_qhv9VgM
https://www.toutiao.com/i693570134362554419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48650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042137500101510732324C09EAB5&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3901688850459904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63783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3201714010150222151063E7D9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3901688850459904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563783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3201714010150222151063E7D9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4121036012077108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1612659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3191203090101502200863A014358&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6pULUD9a9bUva46SwubrnA


元，进行中场秀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