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华智冰？你OUT了——2021年 8、9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编辑】

看完2个月的新闻，小编有点凌乱~，很多新闻已经渐渐合体，就像你分不清清华 MM华智冰是真人还是 AI，你也分不清《失控玩家》、《黑客帝国 4》属于娱乐版还是

高科技？百度的 APOLO是机器人还是汽车？土耳其的一个考古挖掘竟然引发了遮天蔽日的山火？这真是跨界的年代。10月天象也颇为值得留意，5场流星雨+3场金星同

框，似乎昭示着灵界的山雨欲来。8、9月全球6场7级以上地震彷佛在为10月风云铺路。

2021年 8、9月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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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天象预报  10/5~6 鹿豹座流星雨极大     10/8~9 十月天龙座流星雨极大  10/10 金星合月+心宿二合月 

10/ 10 金牛座南流星雨极大   10/16 金星合心宿二           10/18 双子座ε流星雨极大 

10/ 21 猎户座流星雨极大     10/30 金星东大距

9      月天象预报  9/9 九月英仙座ε流星雨极大  9/21 中秋望月  9/27 白昼六分仪座流星雨极大

宇宙奇观五星连珠，  8      月      19      日晚即将来临  8月 19日会出现五星连珠的奇妙景象，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得出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五颗

行星会连成一条线，这可以说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奇观，要知道每一个天体的运动轨迹都是不一样

的，而且八大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的速度和距离都不一样，所以有的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一圈的时间长，

有的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的时间短，想要这些行星在同一时间转动到一条线上，是非常罕见的。

科学家在超大质量黑洞附近观察到磁结构 科学家对最接近星系 M87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一个新视图的分析显示了靠近黑洞的磁场的重要细

节，并暗示了强大的物质喷流如何在该区域产生。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使用事件视界望远镜测量了

黑洞周围称为极化的磁场特征。偏振是光和无线电波中电场的方向，它可以表明磁场的存在和排列。

事件视界望远镜是一个由八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集合，包括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

（ALMA）。

活跃星系核：天文学家发现一个外观不断变化的耀变体 在近日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俄克拉荷马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刚刚详细介绍了

他们新发现的一个“外观不断变化”的耀变体，可知其源于强大星系核中的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些

喷流会跨越数百万光年的距离，且会通过辐射影响它们所在的星系 / 星系团的演化。

银河系中心传来神秘信号，一年重复      13      次  近日，通过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天文学家探测到了一个神秘的无线电信号源，它位于我们

的银河系中心附近一个未知的射电源——ASKAP J173608.2-321635，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天体，天文

学家目前无法解释。

哈勃望远镜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太空光剑的罕见天体 据外媒报道，最新发布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一束炽热气体，跟星宿密布的黑暗太空形成对比，

这让人似乎非常有一种《星球大战》的感觉。欧洲航天局(ESA)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道，这个天体是

“相对罕见的天体现象”。这是一个名为 HH111的赫比格-哈罗天体（以天文学家乔治·赫比格和吉列

尔莫·哈罗命名）。背景是猎户座的一个恒星形成区域。喷射出的气体看起来像是 cosplay的蓝色光

剑。

哈勃望远镜捕捉到一个令人惊叹的“爱因斯坦环” 在图片的中央是一个闪亮的、近乎完美的环状物，沿环状物似乎有四个亮点，环绕着另外两个带金色

光芒的点。这被称为“爱因斯坦环”（Einstein ring），那些亮点不是六个星系，而是三个：环中间

的两个，以及后面的一个类星体，它的光在穿过两个前景星系的引力场时被扭曲和放大。

银河系正在解体？科学家发现银河系旋臂已发生“断

裂”

7月 21日，“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期刊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射手臂中的高俯仰角结构”论文，揭

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银河系中的旋臂似乎正在“断裂”。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们，从

能穿透银道面尘埃的斯皮策红外空间望远镜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临近猎户座旋臂的船底-人马旋臂的上

恒星的位置、运动方向等数据，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有一部分恒星正从这条旋臂上“逃离”。

https://www.toutiao.com/i69975723983629194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3367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9093317010151178143552B790C&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75723983629194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3367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9093317010151178143552B790C&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029437644233167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89148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51938030101511921375F04430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275769436903885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48342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11603430101511881641800A7BB&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52362983614387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107652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812484601015121710436028990&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172812159870618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791055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0221223801015121020723155988&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116775936824776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64027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6151117010151174091460063C0&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775164231358927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3367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9093216010151073225082A70E5&share_token=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1sky-sep/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1sky-oct/


蛇夫座      RS      新星发生史诗级爆发，肉眼可见  在蛇夫座中，距离我们大约 4,566光年的一颗名为蛇夫座 RS的恒星刚刚经历了一次史诗级的爆发，这

颗新星非常明亮，星等约为4.8等，在光污染小的地方，我们用肉眼就能轻易看到它。

加拿大上空惊现亮绿色不明飞行物 8月 11日加拿大政府航空事故数据库发布的一份报告，2021年 7月 30日傍晚时分，两架独立飞机的

飞行员都在大西洋沿岸圣劳伦斯湾上空的云层中目睹了一个“亮绿色飞行物体”，它飞入云层，然后

消失了。

8      月      19      日晚间在日本富士山出现了较为罕见的荚状云  据日本媒体报道8月 19日晚间在日本富士山出现了较为罕见的荚状云，荚状云一般是由于云层在经过

山体形成的，富士山由于是日本第一高山因此经常出现荚状云，和火山喷发并无关联性。

日本上空再现神秘白球：浮在空中不动 坠着未知物体 日媒“DAILY东北新闻社”5日消息，近日，日本青森县八户市大须贺海岸南部，许多居民目击到有一

气球状球体浮在空中。根据目击者描述，这一神秘物体浮游在比云朵稍高的位置，似乎一直固定在空

中。肉眼望去只能看到一个白点，用照相机镜头拉近，会看到白球下面似乎坠着某个物体。

美国德州出现射向太空的红光束，还有针状绿光束 8月 9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麦克唐纳天文台捕捉到一幅极罕见现象的画面，繁星点点夜空中突然出现

一大片红色闪光，同一时间，天空上还出现了一条针状绿光束，光束十分耀眼，似乎划破了漆黑的夜

空，露出了明亮绿色的天空底色。两种超罕见的现象竟然同框了，这算得上是罕见中的罕见，针状绿

色光束其实是英仙座流星雨中的一颗比较明亮的流星。

6000      立方公里空间都在发光！蓝光直射外太空  8月 3日，墨西哥一位风暴追逐者 Rob Neep本来是为了捕捉红色精灵，没想到摄像机捕捉到索诺拉州

上空更为神秘的天象。它名为蓝色喷流(Blue Jets)，看起来呈细锥形，就像是一个正在向上喷射的

“蓝色喷泉”，从积雨云的顶端开始，一直喷射到近 60公里高的电离层边缘。蓝色喷流天象很少被人

发现，比红色精灵还要稀有得多，全球关于蓝色喷流天象的照片不到100张

天降流火，平潭夜空惊现红色精灵闪电 9.5晚，福建平潭惊现红色精灵！红色精灵划过天幕的瞬间，仿佛流星拽尾又似烟花炸裂，刹那间红

光映亮天宇，美轮美奂。美景如斯，转瞬即逝，好在有不少的摄影师捕捉到了这刹那光影，用镜头记

录下了这美丽的瞬间。

陨石、飞机、激光武器？内蒙古鄂尔多斯现神秘光束 9月 2日在鄂尔多斯，很多人目击了了神秘光束，根据飞行的速度来看，飞机不可能飞得有那么快，

而且后面还一直有光束尾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回复。

混

种

首个具有主动运输能力的“人造细胞”问世 近日，纽约大学研究团队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合作，使用人工合成材料，成功创建了一种具有主动运

输能力的全新细胞模拟物。利用人造聚合物制造了一个红细胞大小的球形膜，在膜上钻了一个纳米通

道，并将一种化学反应材料添加到纳米孔道中，充当泵的作用。在光照激活后，这种材料会产生化学

反应，形成真空，将膜外物质主动吸入细胞内。而当化学反应逆转后，泵又可将细胞内物质排除细胞

外。

https://www.toutiao.com/i700584837364745885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14144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121040520101501760374A5192DC&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37252838367073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72147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4101115010151207140432AAC8F&share_token=
https://xw.qq.com/cmsid/20210906A0783J00?f=newdc
https://www.toutiao.com/i699758252592939060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44079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0142634010151174093520340CA&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537464571312590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881685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30907300101512110822D22C978&share_token=
https://m.gmw.cn/toutiao/2021-09/06/content_1302556141.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700464171670778727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92502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
https://www.toutiao.com/w/i170862526281114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2952751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share_token=605cc2b9-bbb8-49bf-826e-195903ac374e&wxshare_count=1
https://mp.weixin.qq.com/s/Uo9A5Oun1P1rBlypp3a75w
https://mp.weixin.qq.com/s/Aaumsn8zPcQpPqAdH4Yy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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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科技突破，中国跨出了人造粮食的第一步 近日，中国科学院召开 2021年度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该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人工合成淀粉

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该所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以二

氧化碳、电解产生的氢气为原料，成功生产出淀粉，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

成，使淀粉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取得原创性突破。

“华智冰风暴”  :AI beings      的躯体、灵魂，以及商业  

化

9月 22日，小冰公司与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联合举行了第九代小冰年度发布会，宣布小冰团队

首个第一方社交平台 APP“小冰岛”预览版上线，并更新了小冰的人工智能歌声合成技术及诗歌与绘

画创作模型。而那个刷屏的华智冰，其实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北京智源研究院、智谱 AI和小冰公

司联合培养的无实体 AI。除了动作取自人类肢体动作的模板，她的歌声和其他演绎都是由人工智能在

电脑中生成的。这场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合适的途径，让人工智能可以很好的融入人类的世界。

偶像接连“塌房”虚拟偶像成破圈神器 近期，娱乐圈不少偶像、明星出现负面新闻，让不少人简直要质疑“是不是真人明星不行了”。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中国虚拟偶像核心产业规模，预计 2021年将达到62.2亿元。巨大的商业价值下，虚

拟偶像相关的创业公司也大量获得了资本的青睐。

元宇宙新突破：韩国开发出用于虚拟现实的触觉手套 9月 27日报道，韩国研究人员开发出触觉手套，可以将温度、振动等各种感觉从虚拟世界传递到现实

世界。这种手套是用 3D打印的液态金属材料和高精度的传感器制成的，可以实时监测手指的运动和关

节角度。能够提供真实的触觉反馈。当他在虚拟世界中接触到金属等不同材料时，可以感受到温度的

差异。手套上还安装了高性能的柔性传感器，可以跟踪监测手指的运动，检测到的手部动作将在数字

世界中准确重现。新手套将在虚拟培训课程、视频游戏和娱乐中发挥作用，对于元宇宙的实现具有重

要意义。

科学家发明能摸到的      3D      全息投影，拍虚拟篮球宛如真  

球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提出一种新方法，能创造跟全息投影进行物理交互的感觉。用不同力度拍这个虚拟

篮球时，手掌会感受到不同的弹性力道，就像在拍一个真球，你的手、手指和手腕都会有逼真的触

感。而实现这样宛如科幻片里的互动体验，完全不需要可穿戴或手持外围设备，比传统的 VR/AR系统

更加轻便。

世界最大芯片解锁“人脑级”  AI      模型  芯东西 8月 25日报道，那个打造出世界最大计算芯片的硅谷明星创企Cerebras Systems，正将“做大

做强”的战略贯彻到极致！宣布推出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大脑规模的AI解决方案，一台 CS-2 AI计算机

可支持超过 120万亿参数规模的训练。相比之下，人类大脑大约有100万亿个突触。此外，Cerebras

还实现了192台 CS-2 AI计算机近乎线性的扩展，从而打造出包含高达 1.63亿个核心的计算集群。

英国布局      AI      领域，发布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  近日，英国政府正式对外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希望通过在技能提升和再培训等方面提供支

持，获得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回报，目前该项目正在逐步推进。这是英国第一个专门用于长期提高机

器学习技术能力的计划，有望在未来 10 年内，从数量和类型两方面推动英国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进

程。

https://mp.weixin.qq.com/s/aOrPS5eGCqplKatbJbUUMA
https://www.toutiao.com/i70002423781373056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89146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519374001015120419634041983&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355731065615207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7220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41020530101511960852E2BD5DE&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355731065615207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7220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41020530101511960852E2BD5DE&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132006321777710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97394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301152240101512011974613B725&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152333927763203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19837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9085249010151190234586826B8&share_token=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L5VO0MV05454XML.html
https://www.toutiao.com/i701365851561708800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300195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30193918010151208213182BF606&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1365851561708800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300195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30193918010151208213182BF606&share_token=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L3MSK010552D8LE.html


日本企业利用超算“富岳”与   AI   预测内陆海啸  8月 10日共同社报道，日本的一家民营企业正在研究利用超级计算机“富岳”和人工智能，来预测抵

达内陆地区的海啸。这项技术会用到智能手机的定位信息，用户即使身处内陆，也会收到所在地点的

海啸预测通知。此外，能够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来模拟体验大雨导致河水泛滥时水淹状况的 App

也已亮相，该日本公司试图使用高新技术来帮助人们更好、更快地避难。“富岳”是富士通与日本理

化学研究所共同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是全球首个夺冠的 ARM 架构超级计算机，并在 2020 年以 415

PFLOPS 计算速度成为   TOP500   排名第一  的超级计算机。

刚刚，百度李彦宏发大招，汽车业要被彻底颠覆？ 8月 18日，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首次提出了“汽车机器人”的前瞻概念，并发布了具有跨时代意

义的 Apollo“汽车机器人”。汽车机器人颠覆了传统汽车设计理念，外观上，自动鸥翼门、全玻璃车

顶与外部传感器融为一体，极具未来科技感。在内部，汽车机器人车内不设方向盘、踏板，并拥有超

大曲面屏、智能控制台、变光玻璃、零重力座椅等智能化配置。

考

古

四川稻城考古新发现 实证人类      10      余万年前已走上青藏  

高原东南麓

9月 27日“考古中国”首次对外发布了四川稻城的重磅考古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皮洛遗址的

面纱被揭开，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再添新的证据。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剥蚀区，揭露出

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以来（不晚于距今 13万年）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7个文化层共出土

6000余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

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

西班牙惊现      6.5      万年前岩画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南部一处洞穴中发现了大量古老的壁画，这些壁画历经了6.5万年，推测可能为尼

安德特人的“艺术作品”，这比智人到达欧洲大陆提前了2万多年。伊比利亚半岛阿达莱斯洞穴石笋

上残留的红色图画颜料，通过年代测定发现部分颜料距今约 6.5万年，另一些距今约 4.5万年至 4.8

万年，说明当时的尼安德特人不止一次进入过洞穴，是尼安德特人从外部刻意带入的。

土耳其卡拉汉山丘史前人类遗迹首次对外亮相 9月 24日，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汉山丘史前遗迹首次正式对外亮相。卡拉汉山丘为一处新石器时

代人类遗迹，距今将近 12000 年历史。考古学家表示，这一遗迹或是去年以来史前考古最重要的发

现。

特洛伊遗址发现青铜盘和“木马残骸”，传说是真的？ 8月 10日土耳其考古学家称他们发现了特洛伊木马碎片。在挖掘历史名城特洛伊遗址时，在希萨利克

（Hisarlik）的山丘上发现一个大型木结构物体。这次挖掘发现了数十块长达 15米的冷杉木木板和横

梁。这个大型木结构物体位于特洛伊古城的城墙内，残骸被组装成奇怪的形状。该结构与古罗马诗人

维吉尔(Virgil)、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Augustus)和希腊史诗诗人昆图斯·斯米尔纳乌斯

(Quintus Smyrnaeus)的描述高度吻合。并表示，现场发现的一块破损的青铜盘上写着：“希腊人为了

回家，把这个祭品献给雅典娜”，而恰好昆图斯的《后美洲》（Posthomerica）中，提及了这块特殊

的青铜盘。

土耳其宙斯庙门出土后：  90      多地突发野火  ，遮天蔽日  7月 30日，相关工作者们在土耳其西部古城埃扎诺伊（Aizanoi）最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宙斯神庙的

大门。几乎就在这一发现被报道后，几场森林大火肆虐土耳其，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一位网友

发出疑问，土耳其的25个城市（98个不同的地方）怎么可能同时发生自然火灾？

https://mp.weixin.qq.com/s/u86aEaYuRKs-8i-X4tCwKA
https://www.toutiao.com/i699469045693625190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858642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01707030101512110820202EFEA&share_token=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3g.youth.cn/rmtj/202109/t20210925_13236422.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7011660735704990222&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55834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
http://www.kankanews.com/a/2021-08-11/0039849204.shtml
https://www.toutiao.com/i70124371209795671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7317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71635520101511851071600A46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1243712097956711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7317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71635520101511851071600A46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777104811655220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3389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91009470101511732011E2C25E8&share_token=
https://xw.qq.com/amphtml/20200624A0VO3U00
https://www.toutiao.com/i699474056926424320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864088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110814450101510740732A21B5EA&share_token=


土耳其考古发掘      2700      年前古董 考古博物馆首次展出  9月 14 日，土耳其伊兹密尔，在伊兹密尔考古发掘中发现的 2700 年前的埃及“Ushabti”eikons于

2021年 9月 14日在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首次展出。

法国现      3000      年前凯尔特人都城，欧洲最大青铜时代遗  

址

法国考古学家近日在该国阿利尔省甘纳特附近山丘发现了青铜时代凯尔特人埋藏的宝藏，包括珠宝、

武器和战车部件等，可以追溯到 3000年前。由于埋藏地点有城墙护卫，专家们推测这里是一座失落的

凯尔特人(Celt)都城。

埃及修复卡纳克神庙，年底将开新景点 8月，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称正修复卡纳克神庙建筑群中的大列柱室，的第一根石柱的修复工作已经完

成了百分之六十。卡纳克神庙是底比斯最为古老的神庙，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卢克索镇以北。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两千年的中王国时期。而正在被修复的大列柱室，则是它的核心建筑，据说也是全埃及游客

第二多的景点，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吉萨金字塔群。许多电影也曾在此取景，比如罗杰·摩尔主演的

《007海底城）、2001年的《木乃伊归来》，以及明年将要上映的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

大英博物馆将首次展出葛饰北斋逾百件底稿 9月 30日起伦敦大英博物馆将举办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至 1849 年）的展览

会，

2019年在巴黎发现的葛饰北斋未完成作品 103件版画用底稿此番首次公开，题材涉及中国、印度及神

话历史等，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底，还将在大英博物馆官网免费公开。报道称，这些作品可能创作

于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但“如何从日本来到了欧洲依然是个谜”。

40cm*27cm  ！三星堆迄今最大的完整金面具  继三星堆 5号坑发现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后，三星堆再度在 3号坑发现金面具。记者 9月 9日从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这件金面具保存相对完整，平铺展开有 40厘米宽，高约 27厘米，是目前三星

堆发现的完整金面具中体型最大的一件。

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 8.8记者从郑州大学考古团队获悉，经过碳十四测年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在公元前 640-

550年开始出现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

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铸币作坊。

新晋      34      处世界遗产  在中国福州举行的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核了2020年以及 2021年两年的项目申请，共有 34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受到认可：沙特阿拉伯希马文化区 欧洲温泉疗养城镇 法国科尔杜昂灯塔 德国达

姆施塔特的玛蒂尔德高地 意大利帕多瓦 14世纪壁画群 西班牙普拉多大道和丽池公园等

火

山

引发      1000      多次地震！西班牙火山时隔      50      年后再次喷发  9月 19日，已经沉睡了50年的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老昆布雷火山，突然醒过来再次进行了喷发，而在这

场喷发之前，过去的8天时间里，当地已经发生了至少 1000多次的地震，当然，这些地震中震级最高

的仅为4.2级，都是属于小型地震。老昆布雷火山所在的拉帕尔马岛，是西班牙最著名的火山岛，岛

https://www.toutiao.com/i701021144233492534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22170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11855030101510650245B08035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115864100490496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791049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022121340101501682212C156AE3&share_token=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8818677871338565875%22%7D&n_type=-1&p_from=-1
https://m.gmw.cn/toutiao/2021-09/09/content_1302565940.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700583405794675971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118688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
https://www.toutiao.com/i701324134168972545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91849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92028130101512070245C0DD91D&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015686393770855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93823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60837120101511520460F253BD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297107887620150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72156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4101244010151191081492A9BEF&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0297107887620150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72156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4101244010151191081492A9BEF&share_token=
https://3w.huanqiu.com/a/0d8d78/44qGVokbi0a?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7009808672570212872&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212018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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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约有8.3万人在上面生活，过去的50年时间里，这座火山一直都很平静。

火光漫天岩浆四溅！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 9月 29日下午夏威夷大岛的基拉韦厄火山于在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封闭区域内喷发。 美国地质调

查局称，该火山正在“全面爆发”、“曾经冷却的熔岩湖现在变成了新的裂缝喷发口!” 。夏威夷火

山观测站(HVO)将警报级别从“观察”提高到“警告”，航空颜色代码从“橙色”提高到“红色”。

日本诹访之濑岛火山喷发 灰柱高度首次达到      5400      米  9月 26日早上，日本鹿儿岛县诹访之濑岛的御岳火山口喷发，灰柱高度达到5400米，创下新高

日本南部海域      2      座火山发生大规模喷发，火山灰正往西  8月 13日位于日本本州岛以南1100千米海域的福德冈之场海底火山开始发生剧烈喷发活动。位于日本

硫磺岛以南 50千米海域，隶属于日本东京都辖区，是一座海底活火山，位于海平面以下 22米，上一

次发生喷发活动还是距今 11年以前的2010年 2月 3日。

“  破纪录山火”肆虐北半球  8月 11日报道，今年夏天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与气候有关的灾难。由热浪所引发破纪录的山火正在三个

大洲的大片土地上肆虐，地球观测卫星一直在跟踪这一切。自今年晚春以来，卫星一直在拍摄极地圈

附近大片西伯利亚针叶林地区被火焰吞噬的照片。在许多地方，俄罗斯当局已经放弃了灭火。美国西

部因上月破纪录的热浪所引发的大火虽晚于西伯利亚大火，但已经发展到破纪录的地步。环地中海形

势严峻

。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气温飙升至 50摄氏度以上。希腊的气温略低，为 45摄氏度。炎热再加上干

燥的环境把地中海的植被变成了火药桶。希腊野火持续，烧到了奥林匹亚遗址附近

非洲下雪了！赤道附近的喀麦隆罕见降雪！ 9月 9日赤道附近喀麦隆西部上恩卡姆省的巴纳地区出现降雪和冰雹，社视频显示，巴纳的一个地方

路上全是积雪，当地人十分兴奋，人们都在雪地上玩雪。还有照片显示，一名喀麦隆男子穿着背心和

拖鞋，就来玩雪了。巴纳市市长表示，这次降雪标志着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

北极      63      亿吨雨水倾泻而下，  87      万平方公里冰川融化  即使是一年中最热的夏季，格陵兰岛的许多山峰也从不下雨，只下雪。但是今年8月 14日事情发生了

变化，在格陵兰岛的一处山峰，大约 63亿吨雨水倾泻而下，导致 87.2万平方公里冰川在一天内融

化。

时

政

大选初步结果出炉！德国政坛即将变天 9月 27日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CEC）在计算所有选区的结果后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以25.7%的得票率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德国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在结果出来之前，他就宣布自己所

在的政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将出任第      100      任日本首相  9月 29日，日本前外务大臣、自民党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新总裁任期为 3年，

至 2024年 9月。10月 4日，岸田文雄将在临时国会上正式出任第 100任日本首相，并组建新内阁。

https://www.toutiao.com/i699882603456931485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5881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20722320101512011975F691BD9&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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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尔  ·  萨布里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8月 21日伊斯梅尔·萨布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

里现年61岁，曾在前任总理穆希丁的内阁中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副总理。穆希丁于本月16日辞职。

国旗公布！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今日俄罗斯 RT8月 19日报道，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推特上表示，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 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

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发布了该国“国旗”。

埃尔多安宣布开建土耳其国防部大楼外形酷似五角大楼 9月 2日电 土耳其将开建新的国防部总部大楼，外形酷似美国“五角大楼”。命名为“新月之星”。

由于与美国国防部建筑颇为相似，该建筑群被网友戏称为“土耳其版五角大楼”。根据模拟图，建筑

群中心将建造一个巨大的新月形区域，周围是办公楼，新月形区域的顶端将有一座星形建筑作为入口

和展览厅，中央的露天区域将作为举行仪式的场所。该综合体占地约 1260万平方米，可容纳约 1.5万

人，预计将于2023年 5月完工。

中石油将助土库曼斯坦建天然气井 8月 2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同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当天举行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以将帮助土国

内最大的加尔金内什气田新建 3口天然气井。中石油将在 2.5年内帮助土库曼斯坦新建 3个产量约为

300万立方米/日的天然气井。作为交换条件，工程款将通过从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方式支

付，中石油每年将因此从土库曼斯坦获得17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3年总共高达 510亿立方米。

福岛核污水排放方式基本敲定！用隧道引至海中排出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24日报道，相关人员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基本敲定，未来将通过

修建海底隧道，把福岛核电站污水引流到距离海岸 1公里附近的海中排出。因为这样“(核污水)更容

易扩散”。

日本决定设第      2      宇宙作战队  ,  可用电磁波干扰人造卫星  日本共同社 8月 23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将在2022年度增强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专门部队，

新增设负责监视妨碍日本人造卫星任务行为的“第 2宇宙作战队”。另外，作为南西诸岛防卫强化措

施的一部分，日本防卫省将在川内驻地（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新设通过电磁波干扰对方通信与雷达

的陆上自卫队“电子战部队”。而关于新设立的电子战部队，部署于日本与那国与（冲绳县与那国

町）与对马（长崎县对马市）两个驻地的设施完善经费已列入预算，日本防卫省计划在 2023年度前后

部署该部队。

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拉萨贡嘎机场”正式投运 8月 7日，历时三年多，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西藏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T3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航

站楼设计充分结合西藏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屋面造型犹如莲花花瓣，配合抽象的藏式金顶型采光

顶，表达追求“心中的日月——永恒的香巴拉”美好愿望。整体方案结合运行功能的需求因地制宜，

立足于长远发展目标，力求将拉萨机场打造成集航空运输、综合服务、文化体验等多元化内容的现代

化航空港，并体现生态、人文、科技、智慧的设计原则。

1      分钟售罄！游客两人花      6000      元北京环球影城有多吸金  北京环球影城 9月 20日正式开园，不过门票在正式开售 1分钟内，就全部售罄。如此吸引眼球的北京

环球影城，到底有多吸金？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在园区一天，门票、餐饮加上纪念品消费，花费动辄

https://mp.weixin.qq.com/s/zGJrvHOzLGu7VTJlj2cLKg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469345891936128952%22%7D&n_type=-1&p_from=-1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4U3d77GqGP?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99878420200948231&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80826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420
https://www.toutiao.com/i699992035513755293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80837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42032570101511881665306A30E&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98962203199411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80843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42033560101511740763F07C6B6&share_token=
https://3w.huanqiu.com/a/21eee3/44bHonwROLQ?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7003110496081543710&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057794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90218
https://www.toutiao.com/i699804751928456041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4409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01429120101511520275D0383E7&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699882603456931485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295881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8220722320101512011975F691BD9&share_token=


超过千元。作为全球知名的主题公园，环球影城坐拥“哈利波特”“小黄人”“变形金刚”“侏罗纪

世界”等热门 IP。激动的影迷背后，是迅速扩张的消费需求。

“55      岁奥特曼”吸金能力仍强悍  9.27《迪迦奥特曼》全网下架 3天重新上架. 9月 24日，多位网友反映，B站、优酷、爱奇艺、腾讯

视频等多个视频网站均显示《迪迦奥特曼》视频已下线或无法播放，#迪迦奥特曼下架#登上微博热搜

首位。有网友讨论，视频下架可能会导致奥特曼周边产品滞销。9月 27日，《迪迦奥特曼》在 B站和

腾讯视频重新上架，但不同平台的恢复集数有所不同。新快报记者发现，下架风波并未影响奥特曼周

边产品的销售，今年是奥特曼系列诞生 55周年，奥特曼 IP吸金能力仍然强悍。

国内知名童装被曝暗藏“儿童邪典”，不雅图案当印花 有家长反映，国内的中高端服装品牌江南 X 衣旗下的童装，上面印有很不恰当的图片。而在细扒之

下，网友们发现这竟然不是孤例，而是一系列的服装，都有些令人不适……我们印象中，童装应该是

颜色鲜艳、图案也积极向上的，即使走酷帅类型的童装，也绝不应该出现疑似酷刑的图案，以及这样

的英文……

“欢迎来到地狱。”

最燃的北京冬奥宣传片！中国动漫全明星阵容 太燃了！孙悟空、哪吒、雪孩子、葫芦娃，还有更多能让你秒回童年的角色，都赶来为北京冬奥加油

《黑客帝国      4  》公布正式片名：  12      月      22      日上映  据外媒报道，在本周二的 CinemaCon上，华纳兄弟终于公布了《黑客帝国 4》的电影预告并与此同时

也公布了它的正式官方片名，叫《The Matrix Resurrections（矩阵重生）》。

史上最贵的美剧《指环王》定档，明年      9      月重回“中  

土”

8月 3日，亚马逊出品的剧版《指环王》发布剧照，宣布 2022年 9月 2日开播。该剧背景设定在《霍

比特人》和《指环王》故事之前的数千年，讲述中土世界“魔戒再现”之前的故事。剧版《指环王》

是史上投资最大的美剧之一，总花费预计高达 10亿美元，第一季投资 4.65亿美元

失控玩家——打开      AR      世界的大门  电影《失控玩家》内地上映以来，截止 09月 21日 17:00累计票房达 5.85亿，中秋档三天票房排名第

3。剧情简介：银行出纳员盖(瑞安.雷诺兹 饰)发现自己其实是开放世界电子游戏中的背景角色，于是

决定成为英雄，并改写自己的故事。现在，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里，他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拯救他的

世界，以免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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