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版读心术、时空操作系统、万物互联、裸眼3D魔镜“秘术”——2021.5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编辑】

你没看错，这不是路边小报，这些关键词正是 5月全球新闻的“亮点”。远古祭坛跟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拉手，不知不觉人类好像渐渐开始无所不能，德国科学家要在

火星上建“女娲城”、被吐槽的“王者荣耀”竟然也被远古祭坛“明媒正娶”，腾*、华*完全放下身段，公开向彼勒屈身、向尼波弯腰；然而，在神的约柜面前，大衮

毕竟已经仆倒了——著名的巨石阵“达尔文之门”倒塌，只剩下两根光秃秃的柱子。在大迷惑的时刻，神的儿女要擦亮眼睛，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

5月全球地震活跃，特别引人注意的是21号晚到22号凌晨，12小时之内，发生4场5.7-7.4级地震，中国占了2场：

https://china.omegaministryorg.com/2020/05/17/prophe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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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天象预报  01 日 土星、木星等距离伴月

10 日 日环食（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可见偏食全过程）

12 日金星、13 日北河三、14 日火星依次合月

24 日 火星接近蜂巢星团；29 日 木星合月

宇宙也有“高速公路” 《科学进展》报道，科学家在太阳系中发现了新的星际“高速公路”。小天体可以“借道”星际高速

公路，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从小行星带到海王星之外的轨道迁移，此前普遍认为需要几十万至百万年时

间。太阳系中引力最强的行星，木星附近的流形管道对太阳系中小天体的快速轨道迁移起主导作用，

是太阳系星际高速公路网络中的“霸主”。小天体可以沿着流形管道抵达木星附近，在木星强大引力

作用下，要么被俘获，要么被木星弹出到海王星轨道之外，甚至弹出太阳系，成为进入恒星际空间的

流浪天体。

毫无预兆！  2      年来最强地磁暴突然出现，地球更热了？  怪事！地球出现异常活动，发生罕见 Kp指数为 7的大地磁暴，这在 KP指数里面已经算是非常高的—

—巅峰KP指数也就只有9，然而这次的事件是突发性的出现，并没有任何的预兆（毫无预兆）。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地磁暴是与太阳活动有关，但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监测情况来看，此前并未出

现过强烈的太阳活动，所以对于 5月 12日出现的地磁暴是什么原因，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

几天前，数以万吨的过热气体从太阳表面冲向地球 从空间气象尺度来看，这个被称为日冕物质抛射的爆发并不剧烈，但是当它冲击地球磁场时，它将引

发持续数年的最强地磁暴。这次的破坏并不大，甚至鲜有人知道其存在。但这次的日冕物抛射却提

示，太阳已从长达几年的沉睡中苏醒了。也有人猜测“野象团”一路向北跟地磁暴致其迁徙本能觉醒

有关

NASA      公布绝美“项链星云”影像 蕴藏“星中星”秘密  NASA 4月底公布哈伯望远镜拍摄到的“项链星云”最新影像，形容它就像“宇宙级的钻石项链”。项

链星云于 2005年首度被发现，距离地球1.5万光年，位于天箭座，当中包含了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在它生命结束时脱落后留下的发光残骸。星云由一个明亮圆环组成，上面点缀着密集明亮的气体结，

就像项链上的钻石。项链星云之所以能形成这一独特形状，是因为中心恒星不仅是个双星，还是个星

中星。

女娲城计划：火星上首个拥有百万居民的可持续城市？ Detrell是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建筑公司 ABIBOO工作室和公私合营的可持续地球外网络（SONet）

社区组成的国际团队的一员，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破解了密码”。并向火星协会提交了建造“女娲

城”（Nüwa）的计划，这是第一个提议的火星城市。“女娲城”（Nüwa）以中国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女

娲命名，传说她通过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女娲城”将被安置在火星 Tempe Mensa 的一个峭壁

内。

https://www.toutiao.com/i696342359196670416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34168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8204127010151207140410678E1&share_token=
https://m.gmw.cn/toutiao/2021-05/12/content_1302288501.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1260036769186334&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087811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372828.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868016876840602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26027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6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372828.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868016876840602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26027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6
https://mp.weixin.qq.com/s/By-Mwqd-JfkIgB7v1BgUbA
https://www.toutiao.com/i69627594900895503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17012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6210205010150179214115D512E&share_token=
https://3w.huanqiu.com/a/22b871/439gofpMfFV?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304637892676864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2560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720
https://mp.weixin.qq.com/s/sDVAN1LKKxmjAuwNyvvdag
https://mp.weixin.qq.com/s/BH8qi71ktrzPBJhuD8Xi-g


未来火星旅游不是梦 5月 15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携带“祝融号”火星车及其着陆组合体成功着陆火星，它标志着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2个有能力实现火星表面巡视探测的国家。

北半球巡天能力最强光学望远镜将诞生 拟投资 2亿元的天文望远镜项目，近日在青海省冷湖观测基地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一台 2.5米口径

光学望远镜，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大视场巡天望远镜，由中国天文学家自

主建造的科学装置。5月11日，WFST基建项目在冷湖正式开工。WFST的 CCD探测器覆盖面积更广，图

像观测能力是斯隆的5倍。因此，我们能开展深度时域巡天，就像给天空拍电影一样

日本宇宙研究机构创意实验成功 远程操作在月球建筑 5月 18日日本宇宙研究机构宣布，新创意实验成功，实现了远程操作在月球建筑各种设施。实验虽然

成功了，不过想要具体实施仍然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不过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类迟早会登陆月球

并开发利用，实现众多科幻影视动画作品中的月球基地。

“  拉索”发现最高能量光子开启超高能伽马天文学时代  5.17，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联合发布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 的重大发

现，即在银河系内发现了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以及人类可观测范围内的最高能量光子。宣布了几

件进程：第一，“拉索”已经基本建成，一边建设一边运行的模式结出了硕果；第二， “拉索”发现

了 12 个 “拍电子伏加速器”；第三，“拉索”记录到了最高能量的光子 1.4 拍电子伏。

1.2      亿摄氏度“燃烧”！中国“人造太阳”创纪录  5.28，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EAST（“东方超环”）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控制大厅传来喜讯，正

在开展的第 16 轮 EAST 装置物理实验，实现了可重复的 1.2 亿度 101 秒等离子体运行、以及 1.6

亿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再次创造该实验装置的最新世界纪录。

暗物质卫星“悟空”发布第三批科学成果 中国暗物质卫星项目团队 19日公布：基于四年半的在轨观测数据，“悟空”绘出迄今最精确的高能氦

原子核宇宙射线能谱，并观察到能谱新结构。这是继精确测量电子能谱、绘制高能质子宇宙射线能谱

后，第 3次发布重要科学成果，标志我国在空间高能粒子探测方面已跻身世界最前列。

暗能量奥秘或被揭晓？ 5.27美国官方启用号称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Perlmutter，将协助拼装迄今最大的宇宙三维地图，其

预期性能是美国国家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当前的旗舰级超级计算机科里的 3-4 倍。 Perlmutter超

级计算机还将处理有着 “宇宙摄像机” 之称的暗能量光谱仪（DESI）的数据。

日本多地夜空现神秘光柱 网友：以为是外星舰队 6日夜间，日本福井市和越前市等地的夜空中，出现了数十道的神秘光柱。很多当地居民目击到了这

一现象并拍下来上传网络，引发了日本网友的热议。

再现      UFO  ？神秘锚状物体从天而降，坠入印尼海域  据外媒报道，近日有网友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姜卡尔海滩拍摄了一段神秘视频，一个又长又黑的锚

形物体从天而降，坠入海中，不久被海浪吞没，一些人声称这是一个出现故障的 UFO。

5      月      2      日掠过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的雪茄      UFO  

银色      UFO  2021年 5月 12日下午 3点 30分左右在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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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狂马斯克又跨界动物育种，  15      年内培育恐龙  13日，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创始人霍达克宣布，15年内可以通过育种和基因改良产生

恐龙。霍达克解释称，增强生物多样性可提升人类抗脆弱性，具备绝对的生存优势。

美国      LLNL      实验室重大突破，海马体植入薄膜电极  美国著名国家实验室之一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研发的薄膜电极，现已投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旧

https://mp.weixin.qq.com/s/85-x6dbCVVLtcoXlKJkPig
./%E6%8A%80%E6%9C%AF%E7%8B%82%E9%A9%AC%E6%96%AF%E5%85%8B%E5%8F%88%E8%B7%A8%E7%95%8C%E5%8A%A8%E7%89%A9%E8%82%B2%E7%A7%8D%EF%BC%8C15%E5%B9%B4%E5%86%85%E5%9F%B9%E8%82%B2%E6%81%90%E9%BE%99
https://mp.weixin.qq.com/s/5_EiqCYAWwsAfqGKM4xfmQ
https://mp.weixin.qq.com/s/IJLcIkX_YnTwDkCyeUTiYA
https://3w.huanqiu.com/a/9f1f03/43IB3YeK1bH?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684134616216423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209681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2714
https://3w.huanqiu.com/a/21eee3/431g7K2K4QL?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5946377612702570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039261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0721
https://mp.weixin.qq.com/s/rLgnnNaZqrzRd0C2cwX2pQ
https://www.toutiao.com/i696391390249300839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42908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9205806010150218018350DDFB4&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9NosKMwIk4Bg7mqmoyAIzQ
https://mp.weixin.qq.com/s/E_WV-AoFVmeaYMc2ibQubg
https://www.toutiao.com/i696353261262733366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34162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8204029010151199068400686B3&share_token=
https://3w.huanqiu.com/a/564394/438s8WTfpi6?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2680819840188942&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16970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620
http://m2.people.cn/news/toutiao.html?s=MV8xXzMyMTA0NjkzXzMyMzA2XzE2MjExNjQ2Mz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62852335571698183&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116988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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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分校的患者中使用，并且发现了史无前例的海马区大脑活动的记录。论文 5.13发表在《自然·通

讯》上，这种方法可帮助研究团队检测到通过海马体表面传播时的行波，从而有助于了解海马体的更

多特性

意念打字登      Nature      封面！  90      字符  /  分钟，准确率超      99%  现代版读心术：一位截瘫患者，正在用“意念”打出一段话，0.5秒左右就能输出一个字母。他所需

要做的，只是在脑中将字母“手写”出来，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生成字母，一分钟可写 90个字符。

他脑中植入的，是两个来自Braingate的电极阵列，各含有96个电极。

可“意念”控制的神经假肢诞生！可像常人一样打游戏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杨知教授的研究团队开发出本次便携式独立神经假肢系统，主要部件包括基于深度

学习的神经解码器，英伟达 Jetson 边缘计算套件，Neuronix 神经接口微芯片，连接神经纤维的束内

微电极阵列，定制的 PCB 电路板和 i-Limb 机械手。Scorpius蝎子系统由 Neuronix 神经芯片，电

极连接器，稳压器和 Microsemi 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等组件构成。每套系统包含八个记录信

道，并且配有频率整形放大器和高精度模数转换器，可以捕捉极其微弱的神经信号并排除干扰信号。

谷歌计划      2029      前商用量子计算机 已建全新量子      AI      园  

区

5.19召开的 I/O 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宣布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并进一步阐述了公司在未来十年

内“建立一个有用的、纠错的量子计算机”的目标。还展示了位于美国加州的新园区，专门用于量子

人工智能，有谷歌的第一个量子数据中心，硬件研究实验室，以及该公司自己的量子处理器芯片制造

设施。

谷歌黑科技：裸眼      3D      视频通话，宛如真人面对面“魔  

镜”

受疫情影响停办一年的谷歌 I/O大会回来了，在会上谷歌公布了一个秘密开发 5年多的黑科技：这个

名为Starline的3D视频通话技术，让屏幕另一边的人看起来有体积、有深度和阴影，就像坐在你的

面前一般真实。而且是裸眼3D，不需要佩戴任何眼镜或者头盔。连谷歌 AI掌门人 Jeff Dean都表示大

受震撼，可以称作“魔镜”。

微软将现实世界的物体融入      VR  根据提交给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一项专利，微软一直在研究一种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可以自动将物理对

象转换为可在 VR中查看的数字模型。这项名为“过渡到 VR环境并警告 HMD用户注意现实世界中的物

理障碍”的专利详细介绍了这一系统，该系统能够生成位于头戴式显示器特定范围内的现实世界对象

的虚拟表示。 

美国全息技术服务商      DVE      推出全息会议解决方案  DVE表示：为满足客户需求我们为发明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透明显示技术，现在通过像素发射光、明

亮且清晰的3D显示图像将能呈现在虚拟会议之内，从而使无 AR眼镜的 AR通信成为现实，且支持客户

在家中或办公室通过视频通话以全息图像的方式进行实时传输。不仅可以取代投影仪，同时还与

「Zoom」、「Microsoft Meetings」、「Webex」等视频会议平台以及DVE 4K视频服务相兼容

全息专家现在可以创建在空气中移动的真实图像：就像

"  光的      3D      打印机  "  

据外媒报道，科学家使用激光来创造科幻小说的展示，灵感来自于《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杨

百翰大学的全息研究小组已经想出了如何创造光剑。研究人员还设计了同样小的“企业号星舰”和克

林贡战列巡洋舰之间的战斗，其中包括光子鱼雷发射和打击你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敌舰。"你在我们创造

的场景中看到的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计算机生成的东西，这不像电影中，光剑或光子鱼雷在物理空间

https://www.toutiao.com/i69604981568910136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074160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5112200050101510732002F0D870D&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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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未真正存在过。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你从任何角度看它们，你会看到它们存在于那个空间。"

替代安卓？华为鸿蒙      2.0      版本正式登场，一部手机联动  

多款设备任意组成“超级终端”

6.2华为正式发布鸿蒙 2（HarmonyOS）操作系统，鸿蒙手机也成为面向市场的正式产品。华为 Mate9

系列、nova5 系列、P10 系列、畅享 10 以后的机型、华为平板 M5 等机型，将在明年升级鸿蒙 2 系

统。鸿蒙 HarmonyOS设计之初，就是面向未来万物互联时代的操作系统，“我们希望用一套操作系统

解决所有 IoT硬件设备搭载系统的问题，硬件生产厂家不需要在生产不同硬件的时候，裁减或者寻找

一个新的系统安装。”今天，华为实现了使用同一套系统，不仅能在手机和手表上使用，还能小到在

128K RAM 的设备上使用。华为表示，除了鸿蒙系统以外，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做到全系统覆盖所有设

备。

阿里云跨过“分水岭” 苦等13年，阿里云拨云见月。5月 13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 3月 31日止季度及 2021财年业绩。根据财

报，阿里巴巴集团 Q4季度收入 1873.95亿元，2021全财年收入 7172.89亿元，阿里云全年营收 601.2

亿元，比上一财年 400亿收入大幅增长 50%。本季阿里云收入 168 亿，同比增速 37%，对比历史数

据，2015财年阿里巴巴首次披露云计算营收，当年阿里云全年收入为 12.71亿元，到 2021财年营收

601.2亿元，7年间增长 46倍。

马斯克“超级隧道”  6      月正式开放，或将颠覆地面交通  近日，马斯克旗下公司在拉斯维加斯会议展览中心地下建造的双隧道系统开始试运行，预计 6 月全面

正式开放。隧道设有三个站点，位于地下 9 米（和隧道深度一样），虽然地下隧道全长仅 1.29 公

里，但地下车速可达 241公里/小时，由于拉斯维加斯会议展览中心周边交通十分拥堵，地上 45 分

钟的步行路程，通过地下隧道 2 分钟即可到达。全程采用全自动驾驶技术

MCU      装车量破千万，  比亚迪竟是芯片危机的最大赢家？  在如今这场芯片危机当中，无论是奔驰、宝马都面临着随时停产停工的风险。作为为数不多拥有芯片

制造能力的车企，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比亚迪却是唯一一家在汽车行业饱受缺芯之苦时对外宣称，不

受芯片危机影响，甚至还有能力对外供货的车企。近日，比亚迪的第 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

成为了首个销量达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中国自主品牌。同时，比亚迪半导体车规级 MCU量产装

车也突破的1000万颗，这也是国产 MCU在汽车领域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IBM      造出全球首款      2nm      芯片  ，每平方毫米集成      3.33      亿个  

晶体管

5月 6日，IBM透露了它研制的世界上第一个 2nm制程工艺芯片，并简要介绍了该技术最终可能用于未

来的智能手机、笔装备等。在消耗相同功率的情况下，2nm处理器性能可提高 45％；或者与基于 7nm

制程工艺的芯片相比，能耗可降低 75％，新芯片可以有助于解决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问题，当前的数

据中心已占到全球能源使用量的 1％。该芯片芯片每平方毫米（MTr/mm2）上集成有约3.33亿个晶体

管，相当于指甲大小的芯片上可容纳 500亿个晶体管。

普通人也能变成钢铁侠！扛个背包就能上天入地 5月初，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吉利海峡测试一款非常“厉害”的东西，那就是：飞行背包，轻松就可以

飞到空中，完成未来战争中的各种登陆活动。这套“战衣”可以达到每小时 85英里！飞行 10分钟以

上！技术成熟，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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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用基因技术打造“超级士兵” 英国“对话”网站 4月 29日发表题为《从生物武器到超级士兵：英国是如何加入基因组技术军备竞赛

的》的文章称，有迹象表明，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英国在基因防务研究方面将更大胆、更不负责

任：

英国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高级研究与发明局，效仿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将一部分重点

放在基因组研究上。基因组技术正日益成为军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迪士尼终于造出“光剑”！ 日前，迪士尼度假区宣布，以《星球大战》为主题的“银河星际巡洋舰酒店”将于 2022 年开张。同

时，迪士尼官方还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一名表演者装扮成星战角色“蕾伊”，手持一把剑柄，

按下启动按钮后，剑刃伴随着光芒从剑柄延伸而出，逼真的效果完全可媲美电影场景！该光剑将会应

用在未来的主题酒店中。是在剑柄中装了类似于“软尺”的可发光软性片状材质，按下按钮后便会弹

出，并透过发光形成光剑模样。由于只利用软性片状材质呈现效果，因此该光剑“杀伤力”较低，不

容易误伤他人。

考

古

著名的“达尔文拱门”塌了！ 5.17位于中太平洋，隶属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著名潜水和旅游打卡地“达尔文拱门（Darwin's

Arch）”因为自然侵蚀坍塌。原本为弯曲的拱形岩石“达尔文拱门”只剩两侧岩柱，而中间的岩石已

经消失。“达尔文拱门”以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命名。距离主岛达尔文不到一公里

希腊首个水下考古遗址即将开放 位于海洋保护区 近日，希腊文化部宣布，位于爱琴海西北部海洋保护区的水下潜水考古遗址将于 6 月 1日对游客开

放。

据报道，该遗址位于佩里斯特拉小岛的阿洛尼索斯国家海洋公园内。以一艘在公元前5世纪的沉船为

中心，船上载着数以百计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双耳陶罐、尖底陶罐。佩里斯特拉沉船潜水遗

址是希腊第一个水下考古遗址，于 2020年 8月落成

法国考古学家在肯尼亚发现非洲最古老墓葬 5月 4日，肯尼亚蒙巴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波尔多大学的考古学家发现了非洲最古老的墓葬遗

址，该遗址可追溯到78000年前，其中有一名3岁儿童的遗骸。

西藏考古大发现：探秘千年墓葬群 揭开“洞室之谜” 从一件金挂饰到7件金银面饰，从 2017年象泉河畔北岸的一次抢救性发掘到今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桑达隆果，这个沿用千年的墓地到底还有哪些奥秘，东西区长 4公里，分布着几十座墓葬。迷

宫一样的墓室结构，单室、双室、单双墓道，令考古专家震惊。2018年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和札达县

文物局组成考古队，正式展开发掘。经过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测年数据显示桑达隆果墓地从公元前

300年至公元 650年，延续了近千年。

震惊世界！青藏高原发现距今      8000      年有钻孔的磨制骨  

针

近日，四川大学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日土县城往西40公里的

一个叫做夏达错的小湖附近发现了距今8000年西藏地区的史前人类磨制出来的骨针，这一发现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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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骨针上用于穿线的小孔清晰可见。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 5月 18日，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正式落成并对游客开放，它距离当年铜车马的出土地仅百余米，

也让“青铜之冠”铜车马搬进了“新家”。如此一来，秦始皇帝陵整体展示功能结构将形成以秦陵封

土为中心，东有兵马俑、西有铜车马的空间格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负责人说：“这也是在最大程度

上实现对铜车马的‘原址展示’”。

中国博物馆出现爆发式增长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定在北京，今天北京拥有更多博物馆：有备案博物馆 197家，其中国家

一级博物馆 18家，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博物馆之城”已初具规模。《经济学人》称“中国的博物

馆出现了一种令其不可思议的爆发式的增长”。去年，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向公众开放；河南博物院改

造升级后向公众开放，介绍中原文明的发展历程，仿佛是重温了半部中国通史。今年，河南继续在文

博领域发力，不久前，郑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以一场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及多个基于本馆

藏品推出的展览，今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开馆，西藏博物馆经过历时五年的改造后也将与观

众见面。

剧透！四川计划健康码融入三星堆等元素 5.31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我们正在策划把天府健康

码融入四川的“三九大”元素，就是“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接种完成以后，我们每个人可以

获得一只旅行熊猫，背景是随机产生的，让群众能够体会到开“盲盒”的快乐。

一抢而空！三星堆面具冰淇淋“五一”首日火出圈 五一节首日，三星堆引来 15000多位观众有序参观，由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引发的热度一直持续。在三

星堆博物馆，今天两款新上市的文创产品火出了圈———堆堆冰淇淋，以三星堆青铜面具为造型，打

造了三星堆版“娃娃头”。

走进三星堆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5.2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上，腾讯与三星堆博

物馆达成新文创战略合作，双方将通过游戏、网络文学、音乐等不同手段探索三星堆文化 IP的活化。

在游戏方面，三星堆博物馆将与腾讯游戏《王者荣耀》、《QQ飞车》、《乱世王者》等产品为介质，

通过 IP授权、内容定制等方式，让游戏成为三星堆文化 IP触达、影响广大年轻用户群体的新媒介。

另一方面，有社会组织认为“王者荣耀”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对腾讯提起诉讼

首都博物馆携手华为河图，用      AR      重现文物修复全过程  518国际博物馆日，华为首席科学家罗巍以“华为河图助力博物馆恢复与重塑”为主题介绍说，华为

河图就是一个  时空的操作系统  ，因为它会改变人和机器交互的方式，变成人和空间交互，同时能在虚

拟世界当中布置空间，在实际世界里让人看到你的布置或者看到你发生的变化，甚至能让整个空间回

到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所以定义它为时空操作系统。

火 刚果（金）戈马市附近火山再喷发，  40      万人已逃离该  5.29穆拉拉火山喷发。这是当地一周内第 2次面对火山喷发威胁。当地的尼拉贡戈火山 5.22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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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大锡特金火山喷发 美国发布红色航空警报 5月25日晚，美国阿拉斯加大锡特金火山发生多次喷发等剧烈活动

云南、青海两地深夜发生强震，已有多人伤亡 5月 22日 2时 4分在青海省玛多县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 17千米，震中位于北纬 34.59度，东经

98.34度。震中距玛多县城 38公里，玛多县是黄河发源地，有“黄河源头第一县”之称。5月21日 21

时 48分，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6.4级地震

北半球创纪录热浪拉响气候警报 《华盛顿邮报》网站 5 月 20 日报道，现在才 5 月，俄罗斯西北部北极圈附近气温已接近约 32摄氏

度。在莫斯科，气温已连续多日打破纪录。加拿大中部也异常温暖，马尼托巴野火肆虐，令温尼伯湖

正在消融的冰面上腾起滚滚浓烟。北半球的夏季尚未开始，但高纬度地区已温暖得惊人，预示着又一

个酷热季节的到来，表明气候方面将出现更多麻烦。

极端！  新疆沙漠中心突降暴雨，半天下一年半  ！  位于新疆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而位于这片方圆千里大沙漠腹地的塔中站，从 5

月 13日晚开始出现降雨，昨夜 22点到今早8点仅 10个小时内，塔中站降水多达34.0毫米，已经达到

新疆的暴雨标准。深夜 23点-凌晨 1点的单小时降雨量达到7毫米以上。昨晚到今天塔中站半天内倒

下了34毫米的降雨量，已经相当于当地常年一年半的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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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崩溃前夕？美国彻底将毒品和妓女合法化 4月 20日,美国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西万斯宣布，曼哈顿将不再起诉卖淫行为或未经登记的按摩店。根

据此决策，地方检察官撤销过去 914起案件，也审结 5080件卖淫案。

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宣布少量持有毒品合法化，同时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新泽

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国 50个州中仅剩 15个州仍坚持持有大麻属违法

行为。

巴以停火：冲突降级 哈马斯与以色列方面 20日晚各自宣布，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从 21日凌晨开始。至此，本轮历经 11

天、造成数千名平民伤亡的巴以军事冲突在国际社会斡旋下按下了暂停键。

太阳能和风能再次打破增长记录  ，可再生能源迅速扩张  近日，国际能源署表示：“风能和太阳能使我们有更多理由对我们的气候目标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

打破了纪录”，政府和企业（例如亚马逊等）成为推广主力军，数据显示 2020 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增

长速度飙升，毫不夸张的说，到 2021 年和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将再次占电力行业扩张的 90％。

美输油管系统瘫痪      5      天后重启运营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5.13消息，上周遭黑客“勒索病毒”攻击已瘫痪五天的科洛尼尔输油管

系统，于美东时间周三下午 5点左右重启运营。美国联邦调查局 10日发表声明称，实施此次攻击的是

一个叫“黑暗面”的黑客组织。同时拜登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参与了此次网络袭击。

东南亚新冠疫情形势严峻！马来、泰国、越南。。 突然之间，疫情又冒起来了！新华社香港 5月 26日电，泰国每天发生的新冠死亡人数在周三创下新

高，而印度的总病例数已超过2700万，马来西亚每天发生的 Covid-19病例正在迅速上升，并在一项

关键指标上超过了印度。5月25日，越南卫生部门宣布当日新增 447例新冠病例。

凤凰大败局，和它留下的那些高光时刻 这个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大家都还堵在回家的路上时，海南公安发布了一条警情通报：凤凰金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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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贺鑫被刑拘，原因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P2P暴雷。至于本该是音乐人

的贺鑫，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平台的董事长，这可能就得问他老丈人，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刘长乐了。4

月17日，刘长乐把将近19亿的凤凰卫视股份出售，占凤凰卫视已发行股本的 37.93%。退出了历史舞

台。 

三孩生育政策公布，距离政策落地还有哪几步要走？ “全面二孩”施行 5年后，三孩生育政策来了。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生育政策距离落地还有关键几步要走，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地方报批实施方案、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等环节。

中国人口最大悬念揭晓！ 中国人口数据新鲜出炉。国家统计局显示，全国人口 14.1178亿，与十年前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

其中，老年和少儿占比上升，男女比例失衡有所缓解，少数民族人口增速是汉族的2倍以上。

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第三阶段通过竣工验收 截至目前，整体建筑形象进度已达 96%，计划今年建成投运。该扩建项目总投资 39.07亿元，设计方

案灵感源自藏区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心中的日月-永恒的香巴拉”美好愿望。

华强北晃一晃，币圈抖三抖 5 月 18日，深圳华强北最高楼赛格大厦发生摇晃。大量人员蜂拥从楼内撤离，现场一片嘈杂。据了

解，位于赛格大厦的底层的赛格广场，是国内最主要的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矿机销售地。近期加密货币

市场的火爆，让挖矿活动如火如荼，如果大厦摇晃的影响持续，则可能会加剧硬盘、显卡近期供应短

缺的局面。

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  ，  2022      年成超  

级体育大年，中国色彩浓

国际大体联 5月 15日宣布：经国际大体联、中国大体协、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协商确认，成都 2021 年

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定于 2022年 6月 26日至 7月 7日举办。这也意味着，2022年国际体育

赛事将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从明年初春的 2022北京冬奥会（2.4-2.20），到夏天的2022成都大运

会，再到秋天的2022杭州亚运会（9.10-9.25），中国体育迷将度过一个激动人心的超级体育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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