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心~塑料垃圾变身可食用蛋白质；黑洞风暴、元宇宙双双来袭——2021年 6、7月全球新闻双月刊【末后事工整理】

这样的技术竟然还获得了“2021年未来洞察奖”（小编一边打字一边恶心），其原理是利用人工合成的微生物，通过基因编程入侵微生物来分解塑料垃圾分子，并将它

们转化为可食用蛋白质。这样的“基因工程技术”可以为未来的全球问题提供广泛的生物技术解决方案。(赶紧提醒自己，以后无论吃啥东西，都别忘了祷告。。)

这期的天象新闻，被黑洞“霸屏”了。貌似地缘政治新闻中，也被“黑海”霸屏了。。

6、7月最震撼的一场地震，无疑是美国阿拉斯加的      8.1      级大地震  ，这是今年以来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遭遇的最强地震。

2021年 6、7月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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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8      月天象预报  8/2土星冲日；8/3 毕宿五合月（昴星团、残月、毕宿五几乎连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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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ZHR~110，年度最佳流星雨）；8/14 七夕夏季大三角；

8/13 角宿一合月；8/17 心宿二合月；

8/18 天鹅座κ流星雨极大期；8/19 火星合水星；8/20 木星冲日；

8/21 土星合月 + 8/22 木星合月 ；8/30 毕宿五合月

德国      X      射线太空望远镜拍摄下最完整的黑洞地图  2019德国制造的 eROSITA太空望远镜发射升空，利用其强大的 X射线探测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

宇宙。2021年 6月，eROSITA 研究团队发布了第一批数据，揭示了超过 300万个新发现的物体，并绘

制了有史以来最详细的黑洞和中子星地图。在这幅全天影像中，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黑洞或一个中子

星，数不胜数，你有被震撼到吗?

事件视界望远镜拍摄超大质量黑洞喷射物特写图像 据外媒New Atlas报道，天文学家首次拍摄到了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发出的射电射流的特写图像。事件

视界望远镜（EHT）以16倍的分辨率和 10倍的频率放大了这个射流，以了解这个奇怪的现象。该黑洞

位于射电亮星系半人马座A的中心。从其中心黑洞发射出巨大的物质喷流。研究小组现在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近距离地拍摄它。

史上最震撼的捉迷藏，银河系内一直隐藏着      100      多黑洞  本周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群穿越银河系的恒星中隐藏了 100多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好在它们距

离我们足够远，科学家们并不认为它们会对地球构成直接威胁，这群黑洞隐藏在名为 Palomar 5的星

团内，距离我们地球大约 80,000光年，整个星团超过20%的质量是由黑洞组成的。

新纪录：科学家发现已知最早的超大质量黑洞风暴 6月 14日在天体物理学杂志网站上发表：一支研究团队凭借位于夏威夷的日本天文台斯巴鲁望远镜，

发现了100多个距地球至少 130亿光年外的星系与黑洞并存的体系。这意味着它们至少已经存在了130

亿年之久。紧接着，通过利用智利天文台(ALMA)网站上超级射电望远镜，他们继续研究了星系内部气

体的运动。编号为HSCJ124353.93+010038.5的星系正运动着一股时速高达 110万英里的星系风暴，距

离地球131亿光年，成为了纪录的打破者：即在 130亿光年中最早明确的具有相当规模风暴的星系。

科学家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高玛射线暴谜题 英国巴斯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国际研究团队，刚刚在一篇论文中首次证实了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理论预

测：通过对遥远伽马射线爆发中的磁场进行测量，可知这些“爆炸波”喷射出的磁场，会在与周遭介

质发生碰撞后而变得混乱。据悉，当至少 40 倍太阳的大质量恒星用一种灾难性的爆炸迎来死亡时，

就会产生剧烈的冲击波并形成黑洞。

跨越千年的探索，蟹状星云重大发现 7.8稻城LHAASO国际合作组发表最新成果：测定了标准烛光的超高能段亮度、发现拍电子伏伽马辐射

挑战理论极限。据悉，LHAASO即将建成并投入科学运行，预期每年可以记录到1~2个来自蟹状星云的

拍电子伏光子。如今通过 LHAASO这个强大且前所未有的灵敏度，我们打开了这个窗口。强度随着能量

的升高变得越来越低，缺乏很大型的探测装置将会看不见，而LHAASO解决了这一点。

从预言到现实——超新星揭开恒星进化之谜 6月 28日《自然·天文学》：超新星 2018zd被发现于麒麟座的 NGC2146星系。该超新星的爆炸机制此

前只存在于理论预测之中。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恒星演化之谜，因该研究成果而变得豁然开朗。东京

大学 40多年前预测了质量接近分歧点的恒星将会以“电子捕获型超新星”的特殊机制爆发。虽然有说

法认为日本的藤原定家在《明月记》中所记载的 1054年超新星可能为电子捕获型超新星，但一直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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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例，而 2018zd的表现特征与理论及模拟的电子捕获型超新星特征高度一致。

超新星在宇宙射线帮助下能对周围的星际气体      6      倍冲击  7.19在虚拟国家天文学会议上提出此研究结果：宇宙射线在超新星演化的最后阶段及其向其周围的银

河系气体注入能量的能力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最初，宇宙射线的加入似乎并没有改变爆炸的演变过

程。然而，当超新星达到无法从超新星的热能转换为动能的阶段时，我们发现宇宙射线可以给气体带

来额外的推动力，使得最终传授的动量比之前预测的高 4-6 倍

神秘巨弧挑战宇宙学 6 月上旬，英国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通过研究斯隆数字化巡天所捕获的来自约 40,000个类星体的

光，在 92亿光年之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几乎对称的由星系构成的弧形结构。这条曲线位于牧

夫座，形状呈新月形结构，宽度跨越了 33亿光年，覆盖了几十个星系，跨度约为可观测宇宙半径的

1/15。宇宙中大尺度结构的理论极限是12亿光年。巨弧的跨度几乎是极限的3倍，也是斯隆巨壁的两

倍大。

银河系莫名减速？什么在踩刹车？ 近期发布的《皇家天文学月刊》中，研究人员通过盖亚空间望远镜对银河系棒旋结构的一组恒星进行

了数据分析。这组恒星名为“赫拉克勒斯”星流，它们的运动与棒旋结构产生共振，以和棒旋结构一

样的速度围绕银河系中心运动。最新研究发现，自这个棒旋结构诞生以来，它的自转速度下降了四分

之一。

研究人员认为，该测量结果为暗物质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很可能是暗物质使得银河系自转速度减

慢。

在天蝎座发现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大质量星团 近日，一个国际天体物理学家小组在天蝎座方向发现了一个中等年龄的巨大星团：瓦尔帕莱索 1号，

距离太阳约七千光年，包含至少一万五千颗恒星。它的意外发现，表明许多其他的大质量星团可能隐

藏在非常密集的星域中。这次发现要归功于欧洲航天局（ESA）的盖亚卫星，这个太空望远镜能够提供

相当远的恒星的极其精确的位置和距离，

万众瞩目！科学家新发现了      535      个快速射电暴  6.9，Emmanuel Fonseca 和同事宣布：“我们发现了 535个快速射电暴，使用加拿大氢强度测绘实验

望远镜（CHIME）探测到了这些爆发。快速射电暴是新兴的研究课题，之前科学家们只发现了大约 150

起速射电暴。为了理解这些事件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些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电暴仍然像 2007

年首次被发现时一样神秘。简单地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孕育了它们”。

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中最大的已知旋转结构 先前的研究表明，宇宙在约 138 亿年前大爆炸中诞生后，构成宇宙大部分已知物质的大部分气体坍缩

形成巨大的薄片。这些薄片随后破裂，形成一个巨大的宇宙网。近日，科学家使用斯隆数字巡天

（SDSS）数据，检查超过 17,000 根纤维状结构，分析组成这些巨大结构的星系在每个卷须内移动的

速度。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星系正围绕每个细丝的中心轴旋转，最快速度约为 360,000 公里/小时。

杰夫  ·  贝索斯成功完成太空旅行！维珍银河、蓝色起  

源、  SpaceX      形成三足鼎立新局面  

美东时间 7月 20日，杰夫·贝索斯终于圆了成为宇航员的梦想。在德克萨斯州西部大沙漠风景如画的

黎明天空之下，这位 57岁的亚马逊前 CEO兼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创始人完成了一次浪漫的太空旅

行，他称其为“蓝色起源迈出的一大步”。7月 11日，理查德·布兰森刚刚乘坐他创办的维珍银河的

太空飞机完成太空旅行，这两次旅程让这个月充满了太空的味道。亿万富翁们都在试图克服地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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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把竞争转移到太空上，私人太空探索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德国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 7.13 德国国防部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使该国成为少数几个优先将更多资源和任务放在太空的国

家。2019年美国、法国分别组建新的太空司令部；2021年英国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太空司令部；北约

已将太空作为其新兴和颠覆性技术（EDT）的七大重点之一。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将开建：旨在解锁宇宙秘密 《金融时报》6月 30日，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将于 7月开工建设，包括位于南非半干旱的卡罗地

区的200面大型碟状接收器和位于澳大利亚西部内陆地区的13万只小型“圣诞树”状天线。这一耗资

20亿欧元的巨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SKA）是南非、澳大利亚、英国和另外 4个国家

的国际合作项目，其能力将至少是现有望远镜的10倍。定于 2029年 7月完工。

这望远镜可比哈勃强太多了 哈勃即将迎来挑战者——MAVIS，这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基望远镜之一。预计于 2027年投入运行，

该仪器将产出比哈勃望远镜清晰三倍的图像。MAVIS并非从零开始建造，它将安装在位于智利的欧洲

南方天文台 (ESO) 甚大望远镜的 8 米单位望远镜之一上，成为甚大望远镜的升级版，用来消除地球

大气湍流造成的望远镜图像模糊。该项目由 MAVIS联盟主导，最近才与 ESO就该项目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

定了！她们将前往金星寻找生命！ 6.3，NASA宣布了他们最新选择的行星任务“达芬奇+（金星深层大气稀有气体的化学构成和成像研

究）”以及“真理号”，二者将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登陆金星。这两项姊妹任务的目标都是要理解金

星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地狱般的世界，以至于铅在金星表面都会融化。

CERN      发现四夸克粒子 迄今发现的寿命最长奇特强子  7月底欧洲物理学会高能物理会议上公布，CERN的物理学家发现一种罕见的Tcc+粒子，包含两个粲夸

克，一个上反夸克和一个下反夸克，这使它变得特别奇特。当夸克和反夸克配对时，它们通常是在它

们自己的“味”中这样做：即，一个粲夸克与一个反粲夸克。但这是第一个被发现有粲夸克的粒子，

它没有被自己的反粲夸克所抵消。其不寻常的组成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寿命最长的奇特强子。

中国又创一项奇迹，科学家成功将光“封印”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联合自己的研究团队，成功将一束长度600米，时速 30万公里每小时

的光封印在了一个小晶体中，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在结束后，这束光仍十分明亮，刷新了世界纪录。

世界最大的上海天文馆来了！满场“未来科技” 上海天文馆 7月 17日正式开馆！总投资 5.3亿元，占地 5.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8000平方米，可

以说是迄今为止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了！首先就是天文馆的外观设计，灵感来源于天体的轨道

运动，三个圆球代表了太阳、地球、月亮三个天体。俯瞰周围的3组螺旋绿化带就会发现，这就像银

河系旋臂一样！常设的展览有“家园”、“宇宙”、“征程”等。

美国发布长达      9      页      UFO      调查报告  6 月 25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不明空中现象”（UAP）报告，长达 9页的报告收集了

2004年 11月至 2021年 3月发生的 144起 UFO目击事件。多由海军飞行员亲眼目睹。报告未发现外星

飞船存在的证据，仅有几起表现出“不寻常飞行特征”。报告将现象分为 5种可能类型，并指出在其

中11起目击事件中，飞行员险些与 UFO相撞。报告认为，“不明空中现象”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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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挑战”。

立志解开      UFO      之谜！日本成立唯一      UFO      专门研究所  6月 24日，据日媒报道，一个关于 UFO的研究设施将于 6月晚些时候在福岛市开放，希望最终能够揭

开世界各地目睹的不明飞行物背后的真相，同时将该设施打造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该研究设施将

在福岛市饭野町地区内的 UFO体验馆开放，该镇被俗称为“UFO小镇”。大约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当

地就有关于发光飞行物的报告。出于这个原因，该 UFO机构正在计划一些活动，重点是吸引 UFO的方

法。

UFO      编队现身韩国上空：发出耀眼橙光 分裂后瞬间消  

失

7月 23日晚（海外网报道），在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一名男子夜间偶然拍下正在飞行的不明光球。

经专家鉴定后，确定其为不明飞行物（UFO）。当时，48岁的男子李某在家门口抽烟，无意间发现附

近高德山的上空，赫然出现几个发光体，正编队飞行。

上海外滩上空惊现巨型三角      UFO  ？  此文作者猜测：6.12上海外滩附近上空出现巨型三角形 UFO。多人多角度拍摄。UFO 可以被云层遮

蔽，它本身也可以遮蔽背后云层，具有实体感，如果是地面射灯，无法这个效果。这个 UFO的黑白区

域不是固定的，周围云层流动会遮蔽它。线条清晰，持久，非自然效果。可能是隐身状态的三角形飞

碟。据传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这种隐藏于云层的三角形 UFO。

7      月再现      UFO  ？国际空间站拍到几十个发光物，编队飞  

行

美国才公布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不久，现在又传来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消息，这一次不明飞行物是被

国际空间站拍摄到的。NASA发布了国际空间站拍摄到的画面，在画面中有多达十几个不明身份的发光

物体缓缓从国际空间站的直播镜头中飞过，这些不明发光体看起来像圆形，保持队形飞过去。

挪威美国现大火球，地面受强烈冲击波，二者有否关

联？

挪威 7.25一颗巨大火流星划过北欧上空，照亮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瞬间黑夜亮如白昼。当地民

众看到了耀眼的巨大火球，持续约 5 秒。1 分钟后，在地面上可以听到火流星高速冲击大气产生的轰

隆隆的壮观声音。部分人群感受了强烈冲击波，强风将建筑物中的大门推开。

美国7.25一颗巨大火球呼啸着划过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北部上空。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

州、俄克拉荷马州数百位目击者见证了这次火球事件。

土耳其夜空疑现巨型流星 7月 31日，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市上空，视频显示，天空中有巨大发光体划过，照亮夜空。据俄新社

报道，这是一颗巨大的流星坠落。

巨型火球深夜坠落台湾省 7月 7日的凌晨，台湾省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显眼的火球。这个火球高速掠过天空，期间还爆燃了好几

次，闪烁出耀眼的强光。隔了 3-5分钟，这个火球似乎坠落了，花莲、台北等县市居民还听到不知道

从何处传来了一声爆炸响。

混 你敢吃么？！科学家将塑料垃圾变为可食用蛋白质 7月 27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生物工程学教授卢挺和密歇根理工大学生物学家斯蒂芬·泰特曼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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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将塑料垃圾转化为可食用蛋白质”的微生物技术，获得了“2021年未来洞察奖”。这项技术利用

了人工合成的微生物，通过基因编程入侵微生物来分解塑料垃圾分子，并将它们转化为可食用蛋白

质。卢挺表示，这样的“基因工程技术”可以为未来的全球问题提供广泛的生物技术解决方案。

3      天逆转大脑衰老？谷歌耗资百亿的“  长生不老药  ”已  

进入      I      期临床试验  

近日，谷歌公布旗下科研机构最新科研成果：一种能够干预人类身体老化的物质 ABBV-CLS-7262。谷

歌称这种物质能在 3 天内逆转小白鼠大脑老化过程。目前该物质正进入到 I 期临床试验阶段。

一小杯      DNA      可装下全世界信息  近日，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了全新的以 DNA 为基础的信息存储和

读取技术，实现了 DNA 数据的快速准确检索识别。这一技术首先将数据储存在 DNA 中，然后将每个

数据文件封装在一个直径 6微米的二氧化硅颗粒中，并且通过可显示内容的短 DNA 序列进行标记，通

过这些标记，人们可以快速搜索所需的信息。随着成本的下降，DNA 存储技术非常有希望替代硅基存

储。

人类“完整说明书”出炉 全部基因组测序完成 6.3西班牙《国家报》发表题为《一个国际联盟完成迄今最全面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报道，大型科学

团队“端粒到端粒”联盟，现已发布了人类基因组的“第一个真正完整的测序”。科学家对人类基因

组全部 30.55亿个碱基对进行了测序。这些序列中包含着各种“说明”，例如，大脑中的神经元知道

如何传递想法。这开启了基因组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任何基因组区域是遥

不可及的

科技为本届奥运“施下了魔法”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一届奥运”，科技出现在奥运比赛的每个环节，云上转

播、AI、8K、VR、3D等科技热词，成为这个体育赛事的另类亮点。1964年东京奥运会实现了赛事全球

转播，史上第一次，科技打破了时差。而今年制作的内容将超过 9500个小时，比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增加30%，但更核心的突破来自内容制作方式的改变，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就是与阿里巴巴合作建设

的OBS云。观众的直观感受是，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清晰”的一届奥运会。

扎克伯格谈      Faceboo      未来：五年内将变成元宇宙公司  扎克伯格 6月底表示，FB的未来规划远不止是社交媒体，而是筑造一个元宇宙：元宇宙将不止存在于

虚拟空间中。在未来，我们的跨时空交互方式将不止限于手机等计算设备和屏幕当中，我们可以变成

全息景象，那就像我们彼此真的在一起一样。元宇宙将是一个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的世界。你

可以把元宇宙的家带向任何地方。

腾讯运营“元宇宙”概念大作，打的是什么算盘？ 近日，一款有着元宇宙概念的游戏《罗布乐思（Roblox）》将在腾讯的代理下登录国内平台，在全球

的范围的月活玩家高达一亿以上，其社交属性更依靠于玩家间互动，在这样一个创造力十足的游戏社

区，玩家可以在自建的游戏中产生互动，也可以直接在自建的世界中模拟真实的社交环境，这样的互

动属性让游戏成了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宇宙。

苹果专利：用神经网络模拟全身动作让      VR      无线传输更  

快

近日，苹果的两项 VR/AR相关新专利得到了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第一项专利是“生成身体姿势信息

系统”。该系统通过收集身体各个地方的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打造用户的虚拟化身（avatar）。

第二项专利是“自适应无线传输系统”。该系统处理 VR头显设备和主机之间的通信。新系统通过搜集

姿态信息，在虚拟世界打造一个“你”，神经网络系统覆盖身体全关节，用数据打造用户虚拟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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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在上海开幕  7月 8日报道，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开幕！李彦宏、马化腾、胡厚崑、董明珠、

周鸿祎、梅宏等来自全球的产学政届大牛，以及沈南鹏、孙正义两位投资界大咖都进行了内容分享，

从各个角度畅谈他们对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的思考。马化腾谈太空计划、李彦宏合影火星车！开幕请

了4个数字人当主持

美国宣布纳米机器人重大科技突破 在一个真正史诗级别的科技领域中，没有任何一项革新技术比纳米机器人的出现更为举世震惊。前段

时间，美国科学家又宣布一项重大科技突破：借助光声断层成像技术，实时控制纳米机器人，让它们

准确抵达人体某个部位（比如肠癌病人的肠道肿瘤处），进而让纳米机器人实现药物递送，或进行智

能微手术。蕴含着纳米机器人的一次巨大进步。

重大科学飞跃：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量子显微镜 据外媒报道，在一次重大的科学飞跃中，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量子显微镜，可以显示出

原本不可能看到的生物结构。这为生物技术的应用铺平了道路，并可能远远超出这一范围，延伸到从

导航到医学成像等领域。该显微镜由量子纠缠科学提供动力，爱因斯坦描述为“幽灵般的远距效

应”。

天方夜谭，“永动机”在谷歌量子计算机中实现 7月 28日谷歌的研究人员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合作，表示他们已经使

用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展示了真正的“时间晶体（Time crystal）”。而本月早些时候，另一个独立的

研究小组声称，已经在钻石中制造出了时间晶体：就像永动机一样，时间晶体在不燃烧能量的情况下

在两种状态之间来回翻转。时间晶体的验证成功，使谷歌量子计算机大放光彩。

效率逆天！谷歌正用      AI      设计芯片：  6      小时顶人类几个月  6.9谷歌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其开发 AI已经可以比人类更快地设计芯片，同样一款 TPU芯片，

人类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将其设计出来，该 AI仅需不到6小时的时间就能完成。论文称，基于一种深

度强化学习算法，该 AI具备了泛化能力的芯片设计方法。

考

古

伊拉克惊现失落的城市，或是      4000      年前苏美尔人的都  

城

俄罗斯和伊拉克联合考古队 6.24在伊拉克南部济加尔省发现了一座“失落的城市”，考古学家认为这

可能是古巴比伦帝国崩溃前后形成的一个国家的都城，距今大约 4000年。据悉，济加尔省曾是苏美尔

帝国的中心，被视为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遗址位于 Tell al-Duhaila的一条水道岸边，距离著名的

乌尔神庙大约 30公里。

以色列发现新型古人类 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刊发的论文，以色列科学家在该国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个新型古人类的头

骨和下颚碎片，其年代在 14万年到12万年之间。科学家们推测，这种新型智人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

祖先，并与现代智人通婚混血。

埃及：水下考古新发现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7月 19日发表声明，埃及与法国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合作开展的水下考古项目发现了

一艘托勒密王朝时期的战船及一座墓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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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发掘      9      座高句丽古墓：有助于研究“千年强国”  6.29朝鲜网站报道，朝鲜考古学家在黄海南道安岳郡月池里一带对 9座高句丽时期的石室土墓展开了

发掘。近期这里发掘 9座高句丽时期的石室土墓，并出土了金铃、银镯、银戒指、棺钉、陶器碎片等

许多遗物。有助于研究“千年强国”高句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材料。高句丽是一个存在于西汉（公元

前 37年）至初唐（公元 668年）年间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

泉州申遗成功 7月 25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好消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 22处代表性古迹遗

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闭幕   共新增      34      处世界遗  

产

本届大会是加长版的会议，于 7月 16日在福州开幕，共有 34处遗产获列《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

化遗产 29项，自然遗产 5项，另有 3项重大边界修订。共新增 13项世界遗产，全部为文化遗产，分

别来自日、印、伊、法、德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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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球把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模拟大科学装置启用 6.23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在北京怀柔科学城落成启用。该装置又称地球

模拟实验室，简而言之，就是对地球系统进行数值模拟，即以地球系统观测数据为基础，利用描述地

球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命过程及其演化的规律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大规模科学计算，科学家们由此

得以重现地球的过去、模拟地球的现在、预测地球的未来。

盖兹与巴菲特联手 在怀俄明州建首个钠反应堆 6.2怀俄明州州长戈登宣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将联手，在怀俄明州启动首个钠反应堆计划。这个项目是两名亿万富翁环境保护计划的一部

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美德同时遭遇千年一遇极端天气  ，地球气候“激  

烈”？

7月 19日上午开始河南省中北部遭遇了大范围极为严重的强降雨过程；近日受极端天气影响，德国等

西欧国家正遭遇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德国总理默克尔视察灾情时，直呼德语字典中已找不到词来形

容；而就在不久前，日本热海因连日降雨，爆发大规模泥石流，逼停了新干线。

北极地区连遭雷暴引震惊 7.19刊登路透社近日报道《北极地区连遭雷暴引震惊》：本周连续三次雷暴横扫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

加北部的北极地区，引发了气象学家的震惊。科学家们说，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种罕见现象将会

变得越来越常见。

热穹顶焖坏北美，落基山冰雪突然化光！比高温更危险 6月末，西半球西风带出现激烈震荡：东西向的西风急流突然转变为南北向，原本位于夏威夷的副热

带高压，突然向东、向北来到北美洲西海岸，并急剧加强，形成强烈的“热穹顶”（Heat Dome）笼罩

在北美洲西海岸上空，让加州的干热空气北上，就地提炼、下沉，让其变得更热，最终酿成了美国西

部和加拿大西部的极端高温事件。

天突然黑了！  百米高沙尘暴袭敦煌，现场堪比科幻大片  7月 25日的甘肃省敦煌市，出现了一场超强的沙尘暴，从现场拍摄的画面来看，超百米高的黄色沙墙

一路自北向南而来，似乎下一秒就要吞噬掉周围的一切。但是持续的时间却仅有 5-6分钟左右，对于

当地居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https://www.toutiao.com/i698542009480537757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64813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7170822530101512110822D1F72E8&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8647759462753949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669313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71919121301015118510756017F80&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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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1/0624/content_32140256_1.html?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77194250790404638&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45162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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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98924457237941507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739218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727212302010151209104410C514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88799484192883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72133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7251941500101512102075A908B41&share_token=


巴西竟然下雪了！活      62      年首次见到雪，冰期要来了  

吗？

7月 29日，巴西南部首次出现降雪，巴西人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一天，南里奥格兰德州南部地区，40

多个城市出现了结冰，其中33个城市下起了大雪，雪最厚的地区达到了1米。以前在最冷的时期，大

南州的气温偶尔也会低于零度，甚至出现过少量的雪，但都发生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因此对于大南州

的大部分巴西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近距离接触到雪。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再度喷发 西西里岛南部的埃特纳火山于 6.2再度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到了 5000至 6000米。埃特纳火山是意

大利三大活火山之一，也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去年年底以来，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喷

发。

时

政

民

生

娱

乐

体

育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阴森表演”  究竟想表达什么？  2021年 7月 23日 8点整，694发烟花在东京都国立竞技场上空腾空而起。在运动员训练轨迹的倒计时

影像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拉开序幕。其中森山演绎的舞蹈是为了哀悼新冠疫情期间全世界去世的人

们。当时全场静谧，森山白衣裹身舞动起来。被粉饰过的阴森面容，如神如佛如鬼……诠释了日本文

化中异怪与物哀（日本美学文化之一）的一面。

印度出现“德尔塔  +”  ，莫迪宣传瑜伽是“希望之光”  6.21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在全世界抗击新冠之际，瑜伽仍然是“希望之光”，瑜伽已成为内心力量的

源泉。同一天，有印媒报道称，印度出现了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由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异毒株

“德尔塔”进一步突变形成。6.21是第七届国际瑜伽日，印度举办疫情最大规模瑜伽活动，并与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推出一款叫“M-Yoga”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将用多种语言提供瑜伽培训视频。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讨论建立“突厥联军” 7 月 27 日在巴库举行了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议长的首次三方会议。签署了《巴库宣

言》。土耳其议长称，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正进行建立“突厥联军”的谈判。评论称，埃尔多安一直认

为自己才是突厥世界的领导者，组成统一的突厥国家联合部队，是土耳其历届政府的理想。这将是一

个地跨欧亚非的军事组织。按照土耳其的设想，突厥国家不仅包括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还包括利比亚政府军、阿富汗政府军、"北塞浦路斯"、

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其成立之后的地位，不亚于当前的北约。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运河在争议中开建 6 月 26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启动一条有争议运河的建设。这条运河旨在缓解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拥

堵，但批评人士称它会引发环境灾难。报道称，“伊斯坦布尔运河”是一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平行的

巨大航道，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该项目也招致国外的批评，主要是俄罗斯。它担心北约

部队更容易进入黑海。

要为英国出头？美率      32      国赴黑海军演，俄再度警告英  

国

6.23一艘英国战舰明目张胆的闯入黑海，俄罗斯多次警告，英国置之不理，俄罗斯方面立即派出战机

向英国战舰投下四枚炸弹。。美国最近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海上微风-2021”军事演习将在 6月

28日-7月 10日在黑海领域举行，这次军演由美国和乌克兰主导，还会有 32个国家及 30多艘军舰参

加，美国的这一行为，好像有为英国出头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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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动乱端倪已现！塔利班夺取北方大片土地 随着美军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撤离，阿富汗局势正朝着周边邻国最担心的方向发展。最先紧张的就是

阿富汗的西北边邻国塔吉克斯坦。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塔吉克边防军发布消息称，已有 1037名阿富

汗政府军军人为“保留有生力量”越过边境，退往塔吉克斯坦。

内塔尼亚胡走了，贝内特来了，以色列会怎样 以色列议会 6.13通过由“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组建方案，统一右翼

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内特随后出任总理。新政府的建立结束了以色列“政坛常青树”、右翼政党

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连续 12年的执政。

又一历史性时刻，阿联酋驻以色列大使馆开设落成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于当地时间 14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正式开设落成。以色列总统赫尔

佐格出席使馆落成典礼。

南非大乱！都市烽火如战区 7.13，自南非前总统祖玛自首服刑以来，南非早已经陷入大乱整整五天！虽然南非政府在骚乱扩大

后，就开始着手部署军力，但面对横跨夸纳和豪登两省的大乱和波及全境的抗议骚乱，这点军力根本

不足敷用。造成南非如今大乱的缘由，从表明上看是民意不满祖玛被入狱服刑，实则是因为自新冠大

流行以来，南非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平均失业率高达 32.6%，而年轻族群的失业率更是达到

了46.3%！

法国送给美国第二尊自由女神像 这个美国独立日，纽约人有值得期待的惊喜礼物：法国赠送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这尊新的铜像，绰

号“小妹妹”，是耸立在自由岛上的那尊世界著名雕像的十六分之一。周一，在一个特殊的仪式上，

这尊较小的“小妹妹”被巴黎市中心的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装进一个特殊的容器里，将于 7月 1日到 5

日，竖立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就在原来自由岛那尊雕塑的对面。

数字欧元计划启动，或引起全球央行发币大战 7.14欧洲央行宣布，将开始全面准备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数字欧元。行长拉加德表

示，将“加快并启动数字欧元项目的步伐”。首先，欧洲央行将进入为期两年的研究阶段，争取在提

高可用性的同时，防止洗钱等非法行为发生，并继续进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以免对金融体系和货币政

策产生不利影响。欧洲央行的举动可能会助推其他主要央行采取行动。

15      国决定：  2027      年发行统一货币  据路透社消息，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15国峰会当地时间 6.19决定在 2027年启动单一货币。发行

单一货币的目的是促进本地区贸易和经济增长。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原计划在 2020-2021年发行

单一货币，因新冠疫情被推迟，新货币被命名为“Eco”。

韩国跻身“发达国家” 7.2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上，195个

成员国一致通过，将韩国的地位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即 B集团）。

这标志着韩国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权威认证”，彻底撕掉了“发展中国家”标

签。

英国加入全球科技竞赛：打造“全球科技超级大国” 6.21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政府将建立科学技术战略办公室，并加码对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

的投资力度，将英国建设成一个“全球科技超级大国”。英国政府计划于 2021～2022年度投资 149亿

英镑，并承诺到2027年将研发总投资额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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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内第二次全球大型网络瘫痪，看看除了黑客以外的

世界互联网“帝国”

6.17全球又一次遭遇大型网络瘫痪，多家航空公司、银行、邮政服务及股票交易平台等均受影响。而

这距离上一次全球大型网络瘫痪仅 10天。据维珍澳洲航空的声明称，这次网络瘫痪是因为全球内容交

付网络服务提供商美国阿卡迈科技公司出现故障。6月 8日，旧金山的一家互联网云服务公司 Fastly

出现故障，也导致了一场全球大型网络瘫痪，CNN  、纽约时报、英国政府…多个全球性网站瞬间瘫痪  

中国动漫博物馆将于      6      月      26      日在杭州正式开馆  中国动漫博物馆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畔，是杭州市政府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和“动漫之

都”的重大举措。馆内收藏有动画、漫画、衍生品、史料等各类藏品 20000余件，还有许多来自美、

法、日、荷、波（兰）和我国的动漫大师及专家学者所捐赠的经典藏品。如“中国动画开山鼻祖”万

氏兄弟的画作、《大闹天宫》赛璐珞片以及由“美猴王之父”严定宪和“日本动漫之父”手冢治虫共

同亲笔绘制的《阿童木握手孙悟空》漫画等

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8      月启幕 在北京、  西藏设置会  

场

拉萨分会场将以“  数字桥梁跨越喜马拉雅  ”为主题  

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 8月 2日至3日在北京、拉萨举行，主题是“创新引领 数据驱动——建设全

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会场采用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新兴技术，将数字会场信息“融入”现实，

将国内国际嘉宾“带到”现场，充分体现科技感和现代感。开幕式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时空进行

时”环节，AI合成主播“雅妮”主持，连线 Founders Space创始人斯蒂夫·霍夫曼、韩国电子通信

研究院院长金明俊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吉多·贾科尼、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市长果果等嘉宾，线上共话数字经济。

央视聚焦 成都大运场馆铸成太阳神鸟，大国建造典范 7.6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建造》第二集《栋梁之材》，以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

体育场拼装完成世界最大的彩釉玻璃采光顶作为案例，展示我国先进的建筑创新材料。用 12540块不

同规格的玻璃“置顶成都”，使世界最大的太阳神鸟“飞入”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世界舞

台。让“神鸟”起飞，在 3000年后世界的目光中置顶，将放大270万倍的“太阳神鸟”展现在世界面

前。

河南端午祭活该出圈！绝美洛神水下起舞，观众已破亿 今年端午佳节，华夏文化与水下舞蹈双双破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一片轰动。河南卫视的这支

《祈》，让观众们领略了洛神赋的天外飞仙。春节与元宵时，曾凭借《唐宫夜宴》出圈的河南卫视，

并不是为了一时的噱头，他们没有停下宣传文化的脚步。今年端午祭，河南卫视再度把致美古朴的中

华文化呈现在了屏幕之前

复兴号开上青藏高原，拉林铁路试运营 6月 25日，拉萨至林芝段铁路将开通运营。川藏铁路是继青藏铁路之后，建设的第二条“天路”。全

长约有 1900公里，总投资 1800多亿元，从成都到拉萨全线分成 4段建设，预计建设周期长达 15年。

拉萨到林芝铁路是其中一段，还包括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康定、康定到林芝。目前开通试运营的还有

成都到雅安段，加上拉萨到林芝段，就还剩下雅安到康定、康定到林芝段没有通车。

塔里木盆地发现      10      亿吨级超深油气区  6.18中国石油宣布，经过6年集中勘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富满地区，又发现一个 10亿吨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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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油气区。据介绍，这是近 10年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最大发现。富满油田开采难度位居世界前沿，

塔里木油田攻克技术难题，使新井成功率从 75%提升到目前的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