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日本、印度——亚洲6级以上3连震应验全球预言69？【2021年 4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编辑】

本月2件事特别值得留意：

1、亚洲的3场连震，台湾、日本、印度均很少发生6级以上地震，但在半个月之内竟然依次都震了（地震台网未列出 4.28      印度      6.2      级地震  ，西藏震感明显）：4.18台

湾6.1级、4.28印度（中国西藏边界附近）6.2级、5.1日本6.6级。因为印度疫情正急剧恶化，所以这场地震更显惨烈——5.1消息，印度又在全球疫情中创造了一个

世界纪录：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401933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为该国首次单日确诊数破40万，也是全球首个单日确诊数破      40      万的国家  。

2、以色列4.29 篝火节踩踏造成44人死亡的国家重大安全事故（还记得 2011年以色列以      1027      个巴勒斯坦囚犯交换一名以色列士兵沙利特  么？44人死亡，这几乎相当

于他们一场战争阵亡的人数了），值得留意的是，所谓篝火节其实是犹太教中密教卡巴拉的节期，他们在拉比西蒙的墓前狂欢。以色列建国以来经常占据世界头条，但

这种新闻恐怕还是头一次，着实让人震惊。

这两件事让小编想起全球预言      69      之 2021：世界重心在往東方移動，印、以、日、台和中國大陸將再次成為焦點。灵界已经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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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夜空必看的      9      个天文事件  5月 1日银心于22:13升起、    5月 3日月球与土/木近距离接触、5月6日宝瓶座η流星雨极大

5月8日天琴座流星雨的高峰期、5月11日新月、                5月 17日水星达到最高位置

5月 26日横跨太平洋的月全食、 5月 28日金星合水星、          5月 30日土星合月

集天地之力探黑洞之形—  M87      超大黑洞最新研究进展  最新观测成果发表于 4月 14日的天体物理学报，有助于了解飞向地球的高能宇宙射线的起源。EHT国

际多波段科学研究组表示：“这项研究是 EHT和全世界各波长望远镜的一次团结合作，总计 32个国家

与760余名研究者的共同成果。我们今后也会继续与 EHT进行同时的协同观测，来解明超大质量黑洞

的活动性与喷流之谜。 M87      黑洞多波段指纹被成功捕获  

“  独角兽”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最近的黑洞  近日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黑洞，它可能创造了一个或两个新的记录--它似乎既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

的黑洞，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离地球最近的黑洞。绰号为 "独角兽 "的黑洞紧挨着一颗名为 V723 Mon

的红巨星，位于麒麟座。这距离地球只有 1500光年，而且该天体的质量似乎只是太阳的三倍。

科学家发现超大黑洞在宇宙中“高速穿行” 3月 18日报道，科学家们发现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正以每小时11万英里的速度在宇宙中高速穿行，发却

不知道该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个黑洞质量大约是太阳的 300万倍，它正在快速穿过约 2.3亿光年以外

的 J0437+2456星系中心。科学界一直有理论认为黑洞可能移动。但这种运动很少见，因为黑洞巨大的

质量需要同样巨大的力来使它移动。

NASA      公布改进后的天鹅座星云图像  4月 13日报道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改进后的星云图像，图像中详细地展示了电离气

体和尘埃的细丝。借助使用的新的图像处理技术电离氢和电离氮发出红色，而双电离氧则发出蓝色。

星云继续以每小时大约 932000英里的速度在扩大。星云首次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在∙ 1784年

发现。

惊悚的“火星蜘蛛”在      20      年后终于得到了解释  这些雕刻在火星表面的黑色分支形状的图案看起来十分吓人，以至于二十多年前，当科研人员发现这

些图案后给它们起了一个“蜘蛛形”的绰号，意思是“像蜘蛛一样的”。3 月 19号，一篇发布于

《ScientificRepots》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在他们的实验室中用一块干冰和

一个模拟火星大气的机器模拟建设了一个缩小版的类似蜘蛛的图像.

天文学家们首次探测到来自天王星的      X      射线  借助NASA的钱德拉 X射线天文台，天文学家们首次探测到来自天王星的 X射线。天王星是距离太阳由

内到外的第 7颗行星，有两个光环，环绕着它的赤道。当下天文学家们依靠近地望远镜，诸如钱德拉

X射线天文台和哈勃空间望远镜，来观测了解这颗几乎完全由氢和氦组成的冰巨行星。

“  洞察”号探测器在火星上又记录到两次较强震动  NASA4月 1日发布，“洞察”号探测器又记录到火星两次火星震，强度达到 3.3级。NASA 称：“在 3

月 7日和18日（再次）在科柏洛斯槽沟地带纪录到两次强震，分别为3.3级和 3.1级，直至现在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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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布。震动说明，科柏洛斯槽沟是火星的地震活跃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地运输走廊”正式搭建 29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五号 B遥二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

射场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成功跑出我国航天工程空间站建设“第一棒”，同

时与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共同搭建起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运输走廊”

“  火神”，上火星了！——我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  

命名背后的文化内涵

4月 24日，我国首辆火星车名称揭晓，“祝融号”脱颖而出。祝融是上古神话中的火神，在《左传》

《史记》《山海经》《礼记》等数十部古书中均有记载。

美国防部开启核动力飞船项目以实现地月之间快速移动 4 月 12 日，美国国防部向通用原子公司、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以及・ 亚马逊总裁杰夫 贝索斯・ 旗下蓝

色起源公司授予了核航天器合同，这三家公司要在 2025 年之前完成建造和演示核动力推进系统。该

计划的核心宗旨是让太空船在顺月空间（Cislunar Space）—— 地球与月球之间快速移动。

全球最大核聚变装置      ITER  ，即将启动彩排实验      JET  ！  能源一直人们关注的话题，从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从小公司到国家，能源是社会前进的源动力。自清

洁能源和核电能源之后，“核聚变” 近日也成了热门的话题，源于欧洲联合环状反应堆（JET），将

在今年 6 月份，进行氘氚核聚变实验。

美国费米实验室宣布缪子反常磁矩实验重大发现 4月 9日报道，美国能源部下属费米实验室日前公布了关于缪子反常磁矩测量的第一批实验结果，显

示基本粒子缪子的行为和标准模型理论预测不相符。这一结果也许意味着“令人兴奋的”新物理学的

存在。缪子作为探索亚原子世界的一扇窗口，可以探测到未知的粒子或力的存在。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科学家首次成功将反物质激光冷却 3月 31日，在《自然》杂志一篇论文中，斯旺西大学的物理学家作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ALPHA合作的

主要成员，首次展示了激光冷却反氢原子的过程。这一突破性成果产生了比以往更冷的反物质，并实

现了一类全新的实验，帮助科学家在未来了解更多关于反物质的知识。

澳大利亚科学家称发现地球新结构：“最内在的核心” 14日报道，通过分析不同层如何导致声波减慢，科学家发现了地球“最内在的核心”的存在。尽管这

一新的层很难观察到，但它的存在可能表明地球历史上发生了未知的激动人心的事件。研究内核的结

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地球的历史和演化。该研究被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杂志《固体地球》上。

黑龙江夜空惊现串状不明飞行物被拍下 4 月 14 日，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市凌晨天空出现一串不明飞行物，被附近居民拍下。据目击者刘先生

称，一颗燃烧的火球在空中从南向北慢慢划过，照亮了夜空。当时持续了 20多秒，肉眼看五光十色，

但录像看不出来。

神秘火球划过地球上空 4月 12日，大西洋沿岸的夜空上划过令人难以置信的火球，有民众拍下其急剧下坠的镜头。就在相近

的时间内，世界各地均发生类似的火球划过事件。火球划过事件很常见，但同时在多地发生就显得很

不同寻常。天文学家通过火球划过的时间和轨迹推算，它们实际上是从小行星 2021 GW4 上脱落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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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棱形      UFO      被清晰拍摄 附近发现了两头死牛  2021年 4月 5日，奇怪的不明飞行物，被安装在北达科他州威利斯顿一个偏僻无人的农庄的结构顶部

的 ptz摄像机所捕获。不明飞行物从北向南移动。这种钻石型 UFO经常被目击，但是今天的似乎有些

不同，有上下两个组件。之间通过光束连接。这个顶部是一头活着的牛吗？在不到一英里远的一排树

上发现了2头死牛，没有明显的死因，浑身是泥。10英里内没有奶牛养殖场，附近农场也没有奶牛失

踪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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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大学承建，  中国大规模测试“未来互联网”  20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

（FITI）高性能主干网正式开通。以测试 5到 10年互联网技术的未来。该网由清华大学等 40所高校

承建，拥有巨大的带宽，2023年建成后，将连接几乎所有东西：从家里的电脑到街上的汽车——在一

个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中实现无缝通信。专家说：“未来的互联网必须能够牢牢抵御攻击。这关系到

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

清华  打造光学人工智能，让《三体》中计算机成为现实  4 月 12 日 ， 一 篇 题 为 “ Large-scale  neuromorphic  optoelectronic  computing  with  a

reconfigurable diffractive processing unit”的论文登上 Nature子刊《Nature Photonics》。来

自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戴琼海教授研究团队提出并构建了光电智能衍射计算处理器，能够有效地重构

实现包含百万神经元的多类新型光电神经网络，通过自适应的在线训练算法实现了高性能的视觉分类

任务，并验证了光电智能计算的优越性。

清华  校庆      110      周年，脑科学“出圈”，官媒隔空点赞  在 IDG资本的助力下，过去十年间，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所已建成近20个独立实验室，有 300

多名在读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成果频繁在核心期刊发布学术成果。14个方向的脑科学研究成果涵盖

了“动物感知机械力的神经机制”“双向情感障碍”“丘脑网状核功能异常导致孤独症、精神分裂症

等疾病的发生”等内容。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

全球首个活体机器人再升级！自愈伤口，具备“记忆” 4月 1日据外媒报道，来自美国塔弗茨大学和佛蒙特大学的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第二代微型生物机器

人“Xenobots”，同样基于非洲爪蟾细胞构建。但与第一代相比，第二代 Xenobots不仅能实现单细胞

的自主组合，它的移速还更快，信息读写功能和自愈能力也大大增强。

深圳      5G      基站数量超德国      50      倍 比全欧洲还要多  德国《商报》近日发表文章《为什么深圳拥有比全欧洲更多的 5G基站》，指出中国深圳 5G网络已拥

有 4.6万个基站（实际已建成 4.65 万个）。而在德国，加在一起只有 850个成熟的 5G 基站。也就是

说，深圳 5G基站数量超德国50倍。

华为云盘古大模型发布：全球最大、逼近人类神经元 4.25华为开发者大会 （HDC）上， 余承东一贯地擅长宣布“世界第一”：业界首个千亿级生成与理

解中文 NLP大模型；业界最大的 CV大模型。名曰华为云盘古大模型。要知道，千亿级的参数规模，可

是已经逼近人类神经元的数量了！

超过谷歌，中国云计算厂商稳居全球前三、亚太第一 4.21国际研究机构 Gartner发布 2020年全球云计算 IaaS市场追踪数据，中国云计算服务商阿里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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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市场份额达 9.5%，超过谷歌的6.1%，是全球排名前三名（亚马逊、微软、阿

里云）中唯一的中国厂商，华为云则位列第五。

《  Zoom  》全新沉浸感虚拟会议最多可容纳      25      人同时在  

线

这项新功能于4月26日正式推出，允许《Zoom》会议的所有参与者首次在屏幕上将自己置于一个虚拟

环境并显示在屏幕中。用 Immersive View为虚拟会议带来一种全新的沉浸感。将整个 25人的团队加

入一个虚拟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完全改变虚拟会议的格局。未来可能在两个不同地点的播

客主持人和传统的新闻主持人会使用这一功能，在同一个虚拟演播室中主持节目。

MIT      研发触觉纺织品，让衣物像皮肤一样拥有触觉  近日，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团队研发了一款新型的纺织品，可以用于

获取人体信息，比如监控坐姿、动作或感知外界压力等。这个新研究发表在国际知名杂志 Nature

Electronics 上，该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开发了一套基于纺织品的触感智能系统，除了用于可穿戴

设备外，在机器人开发、人类行为研究方面也大有可为。

量子传感技术新突破——大脑可穿戴成像 为了突破传统脑磁图的局限性，科学家们通过开发新的量子技术，研发出了世界首个可穿戴的光泵磁

强计—脑磁图系统。该系统不仅灵敏度高，而且不需要在低温下也可以保持良好的传导性。不但可用

于神经科学成像，还可运用到临床医学。随着科技的发展，了解和管理人类大脑健康变得越来越具有

可行性。

美国量子计算机欲公开使用，任何人可申请使用 近段时间由印第安纳大学牵头，并且向民众公开量子计算机的使用权限。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申请使

用，似乎要朝着“全民免费”的方向发展，因此也有大量的科研团队参与其中。1981年美国率先提出

了量子计算的概念，同时也打造出第 1款量子计算机。

IBM      首台“零售”量子计算机将落户克利夫兰诊所  3月 30日，克利夫兰诊所和 IBM宣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合作计划，共同建立一个名为“发现加速器”

的设施，旨在通过在混合云、AI和量子计算技术上使用高性能计算，从根本上推进医疗保健和生命科

学领域的发现速度。研究领域包括：基因组学、单细胞转录组学 、人口健康 、临床应用 以及化学和

药物发现。

迪士尼      3      年打造真实漫威超级英雄，成立      70      年神秘组  

织

这只萌萌的小格鲁特，左摇右摆，举手投足自然又流畅，它诞生于迪士尼一直保密研发，代号为 Kiwi

的机器人项目，计划于美国今年 6月开启的「复仇者乐园」（Avengers Campus）中正式和游客见面。

该部门由华特·迪士尼亲自在1952年成立，旨在融合幻想创意与尖端科技，在各个迪士尼园区以及其

他领域中打造出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可以说是迪士尼庞大体系中的技术担当

考

古

埃及花数亿美元办全球最壕异教仪式  ,   搬运法老木乃伊  4.3在一场名为"法老的黄金游行"活动中，埃及人将 22具木乃伊——18位国王和4位王后——以宏伟

而壮观的方式，从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搬到了3英里外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这场埃及的木乃伊

搬迁仪式，正好发生在3000年前的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红海分开的这天，两者似乎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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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      10      亿美元的世纪工程——大埃及博物馆即将开放  坐落于埃及吉萨高原边缘的大埃及博物馆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对外开放。该博物馆距离埃及的标志

性建筑-金字塔只有两千米的距离。大埃及博物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将展示近10万

件的古埃及文物。

罕见！埃及出土      8000      年古墓穴  4月 27日，考古学家在首都开罗东北方向大约 150公里的达卡利亚省库姆胡尔甘考古点发现 110座古

墓。最古老墓穴可追溯至 8000年前。其中，68座椭圆形墓穴，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 3150

年；5座椭圆形墓穴，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 32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还有 37座长方形墓穴，可追溯

至公元前1782年至公元前1570年，当时希克索斯的闪族人统治着古埃及。

埃及卢克索发现“失落的黄金城”：距今 3400多年 近日，埃及考古学家宣布在该国南部的卢克索发现了 3400多年前的“失落的黄金城”，并称其为自发

现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座城市已有 3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法老

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388年至 1351年），并继续在图坦卡蒙和艾伊时期被使用。

南非惊现迄今最早人类洞穴，出土      180      万年前人造石器  最新一期《第四纪科学评论》刊发的论文，以色列科学家对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一处名为

Wonderwerk“奇迹”的洞穴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栖息洞穴，出土

多种人造石器的地层年代测定在 180万年前，而用火遗迹的地层年代在 100万年前。世界上很少有保

存跨越百万年连续考古记录的地方，而“奇迹”洞穴堪称“独一无二”。

国宝“复活”了 新华社 4.28：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原本雕刻着北魏时期的石刻艺术珍宝《帝后礼佛图》

浮雕。上世纪30年代，这一组两幅国宝惨遭盗凿破坏，流散海外，成为民族之痛，文化之殇。今天，

我们通过装束复原和情景演绎，让国宝“复活”，穿越千年时光，再现文化盛景。走进真人版《帝后

礼佛图》。

清明假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从昔时的门可罗雀，到当下“预约+排队”热情捧场，博物馆和逛博物馆的人之间，可谓产生了奇妙的

化学反应。根据马蜂窝旅游大数据，2021清明假期热门景区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榜上有名。受三星堆考古热影响，清明小长假首日，三星堆游客量突破15000人

襄阳发现距今      5200      年至      4200      年古城墙、护城河  武汉大学凤凰咀遗址考古队 27日介绍，本次发掘解剖了一段南城墙和护城河，确认了结构和城址的兴

废年代。位于汉江中游襄阳市，面积 14万平方米，加上外围附属聚落，总面积约 50万平方米。该遗

址距今 5200年至 4200年，主体年代属于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

玉器。

浙江又发现一艘史前独木舟 距今约      4900      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0日发布消息，宁波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发现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这也是

继萧山跨湖桥、余杭茅山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西安发现疑似周天子使用的宗庙 近日，文物部门发布了一项新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 2019年到 2020年于镐京遗址发现一座高等

级的大型建筑。这座建筑很可能是西周天子使用的宗庙或者宫室建筑。新发现这座高等级的大型建筑

“十四号建筑”，南北向分布规模宏大，总面积超过1800多平方米。出土了祭祀坑、建筑材料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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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球多座火山喷发 岩浆喷涌场面震撼 近段时间以来，冰岛、意大利、危地马拉等多国的火山相继喷发。每当火山喷发时，地壳内的岩浆冲

出地面，火山灰腾空而起，场面十分震撼。

日本樱岛火山大规模喷发 日本九州鹿儿岛县的樱岛火山 25日凌晨发生大规模喷发，烟尘高达 4200米。

圣文森特岛火山爆发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大量火山烟云 加勒比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 La Soufriere火山上一次爆发是在 40多年前，但当地时间 9日该

火山再次爆发。火山喷射出的烟云已经达到近 5英里（8公里）的高度。照片显示，加勒比海地区已

出现大量火山烟云，影响范围很大。

俄罗斯一火山喷出高      3200      米灰柱  俄罗斯卫星网 16日报道，位于千岛群岛帕拉穆希尔岛的埃别科火山 4 月 16日喷发出高达 3200米灰

柱。

法国富尔奈斯火山发生喷发 当地时间 2021年 4月 10日，法属留尼汪岛，富尔奈斯火山发生喷发。

世界最大冰山破碎 英国广播公司 18 日报道，卫星照片显示南极洲附近代号 A68的世界最大冰山已融化分解成大量小冰

山。

南非桌山国家公园大火，多处历史建筑受损 4月 18日，开普敦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桌山国家公园突燃大火，并迅速失控。火焰吞没了桌山的标志性

建筑罗兹纪念餐厅，并进一步向附近的开普敦大学扩散。桌山是开普敦的地标，同时也是世界自然遗

产。它是一座沙岩山，高 1092米，顶部平坦如桌面，也因此得名。坐落在大西洋边。

美国南加州海底疑现      2.5      万桶剧毒物！海洋生物已染病  外媒 4月 26日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在圣卡塔利娜岛与洛杉矶海岸之间的 146平

方公里海底，借助水下监测设备拍摄到 27345张“桶状”物的高清图像。这片水域距离洛杉矶 20公

里，距离圣卡塔利娜岛 12公里，几十年前“一直是工业废物的垃圾场”。

23      亿公升！佛州恐怖放射废水泄漏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4.4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惊传一处容积高达 6亿加仑（约 23亿公升）的废水池正在逐渐洩漏，水中

含有天然存在的放射性物质镭和铀，目前州长迪尚特已发布紧急命令并疏散附近民众。目前最忧心的

是废水可能淹没该地区，池子裡的水量约有 23亿公升之谱，民众需要争分夺秒地撤离。

日本      123      万吨核污染水会流向何方？洋流示意图  福岛大量废水向太平洋排放后，必将导致放射性核素在排放点附近海域的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中富

集，部分核素将随洋流等向其他海域迁移、扩散。从洋流地图看核污染水会通过日本暖流到北太平洋

暖流转向阿拉斯加暖流，千岛寒流回流，加利福尼亚寒流直下北赤道暖流，赤道逆流循环，扩散到全

球，无一海域幸免。我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加拿大、墨西哥西海岸，澳大利亚东海岸都会立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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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严重踩踏至少      44      人死亡  以色列时间 4月 29日大约凌晨 1时，在以色列北部举办的篝火节、约 10万人聚集的现场，发生严重

的踩踏事件，至少40人被踩死、逾 148人受伤，许多人命危。篝火节是纪念第二世纪的犹太拉比巴  ·  

尤查揭示「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最深奥密的日子。在数算俄梅珥第 33 日，也就是逾越节后第 33

日。篝火节习俗包括点亮篝火，以及去以色列北部梅龙山的巴·尤查坟墓朝圣。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 22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

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

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1      亿印度人参加盛会，百万人恒河沐浴，现场人山人海  就在印度新增新冠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数再创新高时，印度大壶节在前几日拉开了帷幕。随着

4.12“圣浴日”到来，有超过 1亿的印度人聚集在恒河沐浴。有印度媒体称，活动举办地已经构成一

场“超级传播事件”。木星于      2020.12.21      进入水瓶宫  ，2021.5.17离开，这期间太阳于3.21进入白羊

宫，4.20离开，符合在赫尔德瓦尔 Haridwar 举行大壶节的条件。

印度日增感染      30      万  印度正在跌落于悬崖，并且没有降落伞。进入四月下旬，印度的新冠疫情正呈现排山倒海之势。印度

日新增患者从 4月 10日后的每天 15万人开始急速上升，到 20日这一人数上升为 29.4万，当天死亡

2000多人。4月21日，印度每日确诊病例已超30万。

疫苗起作用了？英国疫情迅速消退，接近零病亡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英国和新冠病毒相关联的病死人数迅速、持续降低，预计将于近期趋于零。英

国总的新冠病死率为每 10万人口 183例，从疫情以来，首次跌出病亡率最高的国家前20名。

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出现首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东京奥组委 22日宣布，4月17日至 18日在香川县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一名30多岁的香川

县男警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东京奥组委称，这是首例参与圣火传递的相关人士被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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