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瞪口呆！一块虚拟土地2700万，炒房团杀入元宇宙！——2021年 10、11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编辑】

2年前，FACEBOOK用 LIBRA暴风，将全球推入虚拟货币现实；2年后，FACEBOOK的一个改名小动作（META），又彷佛忽然将人类世界弓虽力撞进虚拟世界——元宇宙，

在后疫情时代非接触式沟通需求增长的大背景下，貌似如此的“恰逢其时”。与此同时，那个叫 Ameca的机器人好像突然间灵魂附体，大梦初醒般睁开双眼，让人看的

毛骨悚然。这个世界真的不再一样。神的儿女们，警醒吧！

2021年 10月 11月全球6级以上地震一览：

2021年 10、11月新闻概览

https://mp.weixin.qq.com/s/wlJxFqKr6Lcj1prp9hPA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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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天象预报  12/4 日全食/金星最亮、   12/8 土星合月、     12/9 木星合月   

12/12  C/2021 A1 (Leonard)彗星最接近地球、   12/14双子座流星雨极大

12/19年度最小满月、     12/21冬至、         12/22小熊座流星雨极大

延伸阅读：11      月天象：接近全食的月偏食、狮子座流星雨极大、天王星冲日、月掩金星、土木伴月  

银河系出现巨大“正弦波”曲线，受不明力量影响 科学家最近发现，一条狭长的正弦波状气体纤维横亘在矩尺座旋臂和较小的“3千秒差距”旋臂之

间。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17000光年，长度大约是 7000至 13000光年，总质量大约相当于 9个太阳。

这条纤维与众不同，它从靠近银心一侧向外延伸，将两条旋臂连接在了一起。科学家将这根“羽毛”

命名为“甘戈特里”，是恒河源头冰川的名字。印度人把银河称为“发光的恒河（Akasha

Ganga）”。目前还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条气体纤维如此曲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受到了某种不

明力量的影响。

天文学家在银河系附近发现一个古怪的黑洞 如果说，在质量相当于 200亿个太阳的银河系中心存在一个质量相当于 400多万个太阳的黑洞就已经

让人吃惊了的话，那么当天文学家宣称，在质量只相当于 1500万至3000万个太阳的狮子座 I矮椭球

星系内，发现了一个质量相当于 330万个太阳的黑洞，就显得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但是这就是最近

天文学家通过精确数据和超级计算机模拟得出的一个几乎难以避免的结论。

科学家发现离我们最近的一对黑洞，不到      1      亿光年  一对即将合并的超大质量黑洞被发现藏在我们附近的星系中，这两个黑洞在星系 NGC 7727的中心“闪

耀”，NGC 7727位于距离地球约 8900万光年的宝瓶座，科学家们表示从未见过离我们星球如此近的

“双生”黑洞。

科学家发现银河系中心存在高能粒子加速器 11 月 9 日，相关论文以《中心分子云中的 GeV-TeV粒子新成分与对宇宙线“海”的磁壁垒》为题发

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科学家发现银河系中心存在高能粒子加速器，且发现在银心附近的

中心分子云区域的宇宙线能量密度比分子云外的宇宙线 “海” 的能量密度更低。可为人类理解宇宙

线起源带来新见解，还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线在银河系中心的传输。

有史以来的最强伽马射线暴，闪耀了整个宇宙 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探测到一对比以往能量都要高的伽马暴。伽马暴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强的爆炸，

但这些最近的发现暗示着我们明显地低估了它们的真实潜力。今天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新文

章描述了两次新的伽马暴-GRB 190114C 和 GRB 180720B，它们都产生了迄今为止 GRB事件中能量最高

的光子。毫不掩饰地说，这些前所未有的观测正在给这些神秘的宇宙事件及其背后的机制带来新的曙

光。

天文学家发现三体星系 《Interesting Engineering》9/30：科学家们发现了也许是第一个有三个恒星的星系。欧洲南方天文

台的天文学家在猎户座发现了一个星系，这个星系有三个恒星。这个命名为 GW Ori的星系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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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光年，有一个很大的由尘埃和气体组成的光环围绕，而且像土星的光环一样，这个 GW Ori的光

环分成两部分，外面的环有一个 38°的倾角。因为这个存在于两部分光环之间巨大的空间，天文学家

怀疑有行星围绕这三个恒星公转。这将是第一个被观察到的星系，里面有行星围绕三个恒星公转

8      万年一次，  2021      最亮的“扫把星”正在靠近  时近年末，“伦纳德（Leonard）C/2021 A1”来了。它将在2022年 1月 3日通过“近日点”，也就是

它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理论上它的亮度也会在那个时候的前后到达峰值。它和地球的距离将在

12月 12日达到最近，大约是3400万千米。18日它将从距离金星只有 420万千米的地方飞过。这就比

较近了。它完成一次围绕太阳的公转大约需要近8万年

12月上旬，伦纳德彗星自猎犬座经牧夫座渐移至巨蛇座，早起的人可以在日出前几个小时于东方的天

空看到这颗彗星。约从 11 日起至 15日是伦纳德彗星最亮的时候，但随着彗星在视野中较为靠近太

阳，受曙暮光的影响而不易观测得到，这段期间伦纳德彗星自巨蛇座经蛇夫座移至人马座。12月下

旬，伦纳德彗星重新出现在日没后的西南方低空，这段期间自人马座经显微镜座移至南鱼座。

上周太阳发生了大爆发 10 月 26 日凌晨（北美时间），原本安静的太阳发生了一场为期五小时的、暴风雨般的耀斑爆

发。NASA的太阳动力学观测台（SDO）记录了位于太阳边缘而非面向地球方向的一系列爆发。从在地

球上观测到的爆炸角度来看，还不清楚它们是从哪里爆发的。但是，太空间天气网站

SpaceWeather.com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太阳黑子，或者是太阳表面上的一个黑暗的磁活动集中点。

韦伯再延期：最终发射日期定于      12      月      22      日  11月 22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消息称，原计划于 12月 18日发射升空的詹姆斯·韦伯空间

望远镜再度推迟发射日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 22日上午 7:20发射。韦伯空间望远镜是是由 NASA

领导、与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航天局合作的一项国际项目，它将探索宇宙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延伸阅读：詹姆斯  ·  韦伯望远镜将联手事件视界地平线望镜揭示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甘孜稻城海子山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通过关键验收 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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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甘孜州稻城县海

子山上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近日通过工艺验收。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由中国科学

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承担，建设周期 4年，总投资

约12亿元。观测站占地1.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410米。

中国天眼探测到深空神秘源的上千次      FRB      爆发  中国天眼FAST自从建成以来，一直受到国际天文界的广泛关注。近日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研

究团队在对快速射电暴源 FRB 121102上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分析时表明，短短 47天的时间内，FAST共

检测到 1,652次 FRB信号。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规模最大的一次 FRB事件，超过以往报告数量的总

和。

FRB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个谜，可能是外星人、超磁化中子星、黑洞和大爆炸遗留下来的宇宙弦。

在瑞士上空拍到不明飞行物 11月 8日，瑞士苏黎士上空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一位目击者拍下了数张照片，并公布在了推特

上。照片中一个由多个同心圆组成的奇特光斑赫然在目。因为 SpaceX的龙飞船“奋进”号在这个不明

飞行物出现之前不久，溅落在了墨西哥湾，所以这位目击者觉得他拍到可能就是“奋进”号。但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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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奋进”号的溅落点和苏黎士有 8000千米之遥。

澳洲夜空惊现      UFO  ？整个夜空被照亮  9.28澳洲夜空惊现神奇不明飞行物，它划过夜空的瞬间亮如白昼，并且当地出现了短暂的停电，马上

引发了人们关注和各种揣测，很多人怀疑它是“UFO”。

日本摄影人拍“红闪”照片，引网友热议 11.13日报道，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等地 12日凌晨观测到“红闪”（red sprite）现象，该市一博物

馆工作人员将这一瞬间记录下来并上传至推特，引发热议。有多名日本网友感叹称：“宛如地球遭受

袭击”，“就像（《新世纪福音战士》作品中的）使徒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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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活体机器人，会自我繁衍了！ 11.2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登载，美国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繁殖方式，并利用这

一发现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可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Xenobots 3.0。去年，该研究团队用非洲

爪蟾早期胚胎中的皮肤和心脏细胞组装成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创造出全球首个活体机器人

“Xenobots（异种机器人）”。它们可在耗尽能量之前独立移动约一周，同时可自我修复并自然分

解。

最新人形机器人      Ameca  ！“苏醒”瞬间逼真到令人恐惧  近日，由英国科技公司 Engineered Arts开发的人形机器人      Ameca      让全网沸腾  。Ameca能够做出眨

眼，目瞪口呆，思考等与人一样的逼真表情，简直细思极恐。或许你根本不敢想像机器人真正苏醒时

的样子。

活动肩骨后，突然间灵魂附体，大梦初醒般睁开双眼。先是紧皱眉头，后是做出惊讶不已的表情，让

人不得不惊呼《西部世界》来了...

马斯克  ：  Neuralink      脑机接口有望明年用于人类  埃隆·马斯克 6日在华尔街日报 CEO理事会峰会上表示，希望明年能在人类身上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公

司 Neuralink的微芯片装置。目前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由马斯克 2016年

联合创立的 Neuralink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微芯片，该芯片可植入人类大脑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将被

用于医学领域。马斯克声称，该芯片将用于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等脑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

目瞪口呆！一块虚拟土地      2700      万，炒房团杀入元宇  

宙！

11月 23日（美东时间周二），在虚拟世界平台 Decentraland里，一块数字土地被卖出 243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1552万元）的高价。这一售价比之前的虚拟房产记录 91.3万美元高出一倍多，也比现

实中美国曼哈顿的平均单套房价要高，更是远高于其他美国行政区和旧金山的单套房价。本周二，虚

拟游戏平台 Sandbox上的一块虚拟土地以 430万美元（约 2739万人民币）的价格售出，创下了“元宇

宙”房地产交易价格的新纪录，打破了 Decentraland平台上一块虚拟土地创下的243万美元的纪录。

延伸阅读：花了      1500      多万买假房子，年轻人的第一次买房竟然在元宇宙里？  

元宇宙入口？2022      年全市场都盯着的首发——苹果      MR  市场盛传，该新品售价可能高达 3000美元左右，是目前已知的售价最高的消费级 MR设备，同时也是

苹果有史以来最贵的穿戴装置。MR是 mixed-reality的缩写，将利用头显占据用户的整个视野。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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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苹果的第一款 MR头戴设备将同时具备 AR和 VR功能，其摄像头将能够通过遮阳板传递真实世界

的视频并将其显示给用户，此外还将拥有独立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Facebook      改名      Meta  ，“元宇宙”概念又火了起来  

Meta      发布新语音模型：指向元宇宙跨语种交流  

Facebook AI（bushi），更准确地说是 Meta AI，刚刚发布了自监督语音处理模型 XLS-R，共支持 128

种语言，指向元宇宙跨语种交流。这项技术与Meta公司最新“元宇宙”愿景紧密相关。说人话，就是

让母语不同的人在元宇宙里社交：一位说着英语，一位说着汉语，两人可以靠 XLS-R在元宇宙中无障

碍对话。随着语音技术发展，未来虚拟世界可以使用我们技术进行互动，虚拟体验将与物理世界融为

一体。

延伸阅读：一文看懂元宇宙：让英伟达、脸书为之疯狂的美丽新世界

Facebook      拟建设世界最长海底电缆，将连接三大洲  ，服务人口或达      30   亿  

不仅仅是“卖假鞋”！耐克“元宇宙乐园”来了 继 Facebook更名为 Meta后，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准备从元宇宙中赚钱。元宇宙也因此成为科技行业

的热词，它指的是一个共享的虚拟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以化身的方式彼此互动、观看音乐会、游

戏，或进行数字购物。11月 19日，耐克官网发布公告称在 Roblox 游戏平台上推出了一个虚拟游戏

场，玩家可以给自己的数字化身穿上耐克运动鞋、帽子或背包。这个数字空间名为“耐克乐园”

（NIKELAND），玩家可以利用特制的耐克产品装扮自己的化身，并向所有 Roblox用户免费开放。

延伸阅读：元宇宙太火了！连耐克也来了

首尔宣布将打造元宇宙行政服务生态 首尔市政府日前发布了《元宇宙首尔五年计划》“起步（2022年）”“扩张（2023年-2024年）”和

“完成（2025年-2026年）”，宣布从明年起分三个阶段在经济、文化、旅游、教育、信访等市政府

所有业务领域打造元宇宙行政服务生态。在后疫情时代非接触式沟通需求增长的大背景下，可谓恰逢

其时。

巴巴多斯将在“元宇宙”设立全球首个大使馆 据俄罗斯卫星网 16日报道，虚拟世界平台 Decentraland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巴巴多斯将成为首个

在“元宇宙”中设立大使馆的主权国家。巴巴多斯政府表示，该国设立的“元宇宙”大使馆将成为推

动与各国政府加强双边关系的活动中心。据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阿贝德透露，该大使馆暂定于 2022

年 1月启用。据悉，巴巴多斯正考虑与 Super World 和 Somnium Space等其他“元宇宙”平台达成协

议的可能性。该国位于东加勒比海，国土面积 431平方公里，人口约28万多。

中国首家获批的元宇宙行业协会正式揭牌 11月 11日，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下称“元宇宙产业委”）揭牌仪式正式举办。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创始发起人、火大教育校长、《元宇宙》作者于佳宁被任命为

元宇宙产业委执行主任委员，连线宣读了《元宇宙产业宣言》并发表演说。著名数字经济权威专家、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吴忠泽，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倪健

中等多位领导专家及产业从业者共同出席本次活动，共话元宇宙时代的发展机遇。

阿里云发布第四代神龙架构并发布开源操作系统“龙

蜥”

10月 20日，在 2021云栖大会上，阿里云宣布推出第四代神龙架构，这是飞天云操作系统新一代虚拟

化技术，首次搭载全球唯一的大规模弹性 RDMA加速网络，网络延迟整体降低 80%以上。神龙 4.0带来

https://www.toutiao.com/i702098879042450279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471310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201458290101511490491A07BA53&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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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架构革新，将云计算首次带进 5微秒时延时代。此外，阿里云还发布了全新操作系统“龙蜥”

并宣布开源。同时，阿里达摩院操作系统实验室也宣告成立。龙蜥操作系统定位于服务器端，支持

X86、ARM等多种芯片架构和计算场景。

“  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机器人”，美军将举行最大规模机  

器人坦克试验

10月 14日报道，美国陆军计划明年测试一系列无人驾驶作战车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兵棋推演，

是朝着完善硬件和软件系统迈出的一大步。终有一天，战斗机器人将能够走上战场。

考

古

埃及重开      3000      多年斯芬克斯大道      1050      座石狮隆重迎客  11月 25日晚，埃及总统赛西率众多高官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古埃及的首都底比斯)举行盛大庆典，宣

布重新开放这里拥有 3000多年历史的斯芬克斯大道。这条长约 2736米的甬道用砂岩块铺成，连接著

名的卡纳克和卢克索神庙，两旁排列着 1050多座狮身人面雕像和公羊雕像,在3000多年前被古埃及人

当作众神游行的路线。被称为“众神之路”和“公羊之路”。

50      年来埃及最重大考古发现：  4400      年前太阳神庙  11.15消息：考古学家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 15公里的尼罗河西岸一处沙漠地带遗址发现了一座4400年

前的太阳神庙，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三座古埃及太阳神庙，也是 50年来埃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第

五王朝时期建造的太阳神庙形制类似，大院子里矗立着一座方尖碑，方向与太阳的东西轴线对齐。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全名单

 

10.18，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年，石破天惊的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今天，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

评结果揭晓！周口店、河姆渡、良渚、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秦始皇陵等入选

牛河梁遗址新发现：五千多年前“祭祀”活动遗迹 考古学者近日发布了牛河梁遗址 2021 年度考古发掘新发现，该遗址第一地点 2号建筑址中发现“祭

祀”活动遗迹。在祼礼组合出土位置北侧发现了近椭圆形分布的烧灰和烧土，其内出土烧过的栎果、

胡桃等的果实和果壳以及石斧、磨棒的残件、天河石料以及陶盆碎片。这些遗迹、遗物同样与《周

礼》中记载的燎祭行为相符合。很有可能是这些后世礼仪制度的源头。

山西太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 惊现“五边形房址” 11月 10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最新考古成果:在太原市国科大能源材料学院附属中小学建设

项目施工区域内，发现了 1处仰韶中晚期遗存，是太原地区目前发掘的罕见的仰韶文化遗址。最有价

值的发现是“五边形房址”，是迄今为止太原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存，具有重大的研究价

值。

琉璃河考古最新发现：一错      3000      年！  12月 7日，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公布。M1901新出土的铜簋与 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

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据铭文

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 3000年。时隔 40余年，两器重聚首，也证明了

（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对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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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四川甘孜格聂旅游区首次发现古代彩绘岩画 近日，甘孜州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巡护人员在巡山过程中，发现隐藏在断崖石壁间的彩绘岩画，

岩画呈暗红色，表现内容多样，包括舞蹈、狩猎图腾等。初步判断岩画可能形成时代早于两汉时期。

最古老星图、  3600      年前青铜盘将首次在大英博物馆展  

出

据大英博物馆介绍，“巨石阵的世界”文物展将于明年 2月 17日开幕，文物展的一大亮点是 3600年

前的星图青铜盘将首次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这件被誉为“世界最古老星图”的文物是德国国家史前博

物馆借出的。世界最古老星图”最早是由两名德国两名盗宝者马里奥·雷纳和亨利·韦斯特法尔在德

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内布拉镇盗掘出土，因此又被称为“内布拉星图”（Nebra Sky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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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万米！印尼塞梅鲁火山喷发  12月 4日，位于印尼东爪哇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喷出的巨大浓烟高达超 1.2万米，成吨的火

山灰被抛向空中。由于担心发生重大灾难，当地人乘着交通工具、逃离家园。塞梅鲁火山上的第一次

火山喷发是在1月份，是在一场致命地震后发生。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喷发，火山灰波及      50      公里外城市  10月 23日 8时许，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喷发，火山灰和碎石波及东北方向约 50公里的海滨旅游城市陶

尔米纳。位于火山南部的卡塔尼亚机场运行正常，但当地已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飞行警告。火山专家

表示，本次喷发过程较为缓慢，4天前火山已出现喷发迹象。这是埃特纳东南火山口自去年12月中旬

以来的第 60次喷发，这种较为频繁的喷发可能会持续数年时间。

日本熊本县阿苏山火山突然喷发 10月 20日，日本熊本县阿苏山火山突然喷发，第一个画面是当地的日本人拍摄的，加快了 10倍速率

的播放效果，画面比较壮观，但是也比较“惊悚”，看似火山云要把人吞噬。日本阿苏山火山是一座

活火山，喷发得比较频繁。

日本今早连发多次地震，引发网络恐慌“富士山喷

发”？

日本 3日早晨短时间内发生多次      5      级左右地震  ，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恐慌，大量日本网民揣测这可能是

南海海沟大地震的前兆。12月 3日凌晨 2:18、2:23、早晨 6:37，靠近日本东京的山梨县东部地区连发

三次地震，级别分别是 M4.1级、3.6级、4.9级，震源深度均为 20公里，震中都在富士五湖（富士山

周边位于山梨县的 5个湖泊）一带；到了上午 9:28，出入濑户内海进入太平洋的纪伊水道又发生了

M5.4级地震，震源深度19公里；中午 12:37，东京西南部的神奈川县西部又发生了 M2.8级地震

埃及蝎子泛滥、伊朗地震、沙特雷雨  ~  极端天气席卷中  

东

11.15报道：随着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席卷整个中东地区，几个中东国家的民众周末处于高度戒备状

态。中东地区本周末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上周日，黎巴嫩多个城镇发生大火；在伊朗，由于两次

强烈地震袭击该国，周日受灾群众被迫逃离家园；在埃及南部城市阿斯旺，一群蝎子占领了这座城

市，埃及人不得不为安全而战。三人死亡，至少 400人被刺伤，该地区的医院人满为患；沙特阿拉伯

气温骤降导致该国红海沿岸吉达许多地区发生洪水

时
突厥国家联盟正式起航  ，通过《突厥世界展望  -2040  》  

主持会议的是哈萨克斯坦前总统、国父纳扎尔巴耶夫

11月 1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次首脑会议（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还有 1个观察员国匈牙利），与会元首一致同意

https://www.toutiao.com/i703768127046524982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866403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05082711010151152144059C9684&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w/i171628459965338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3684315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share_token=5eafdfbe-0db6-4f8b-b2d2-10f6527de45e&wxshare_count=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212026144438465&wfr=spider&for=pc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5pkGjVdgY8?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850857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03131619010150170215010FBCA8&share_t
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5pkGjVdgY8?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850857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03131619010150170215010FBCA8&share_t
https://www.toutiao.com/w/i17141170190059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3471857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share_token=e2bc9440-cc08-49a0-b035-250b788278eb&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i70223975100228572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504565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241120530101580460890CE8B73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3788719294908057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866421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050830150101511802081197CDDF&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215351481181148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486747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2209511201015120701313AE9E3F&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215351481181148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486747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2209511201015120701313AE9E3F&share_token=
https://3w.huanqiu.com/a/24d596/45IszovaFuW?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533133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27184216010151203026081CA438&share_t
https://www.toutiao.com/i703065033038368001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69586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1151443550101501682290F03BCFE&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3065033038368001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69586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1151443550101501682290F03BCFE&share_token=


政

民

生

娱

乐

体

育

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改名为突厥国家联盟。将“突厥语国家”改为“突厥国家”，少了“语”

（语言）这个字，说明成员国已将自己的核心身份认同确定为“突厥”，未来将更加突出“突厥+穆斯

林”身份，并以此为核心，发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国际交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延伸阅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成立“大欧亚”四方经济论坛，即涵盖欧亚经济联

盟、上海合作组织、欧洲联盟、突厥国家组织等四大国际组织的新区域合作

朔尔茨当选德国总理 12月 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大厦，朔尔茨当选后接受祝贺。新生代主掌新政府内阁，随着德国

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周三达成联合执政协议，新政府内阁成员也逐渐浮出水面。除了将取代掌权 16

年的默克尔成为新总理的社民党主席奥拉夫·朔尔茨外，一批四五十岁的新生代准内阁要员也受到多

方关注。“少壮派”主掌德国新政府内阁！他被德媒称为“德国的马克龙”

女候选人“大爆发”！  法国将迎来首位女总统？  12月 4日，法国右翼党共和党成员瓦莱丽·佩克雷斯以绝对性优势赢得了法国共和党内部总统初选，

代表共和党参加明年的法国大选。佩克雷斯是右翼政治人物，所以在选举中依然坚持极右翼立场。这

也为佩克雷斯赢得了极右翼、右翼理性派等潜在支持者。

埃及宣布      12      月起将政府迁往新行政首都  11月 3日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根据埃及总统塞西的指示，埃及政府将从 12月起迁往新行政首都。

12.3 埃及新首都建设已初具规模，每一栋建筑都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尤其是国防部八角大楼，神似

中国的五行八卦阵图。

希腊与埃及将签署合作协议 开发海底电网互联系统 希腊和埃及定于周四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电网的海底电缆。希腊旨在通过连接埃及

的电网获得埃及成本较低的太阳能电力。据透露，两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将在雅典签署。此前，希腊

还希望建立连接塞浦路斯、以色列的欧亚电网互联系统，这将成为世界上最长、最深的穿越地中海的

海底电力电缆，耗资约9亿美元。

方济各接受莫迪邀请，  20      年来罗马教皇将首次访问印  

度

10月 30日消息，印度总理莫迪 30日到梵蒂冈与罗马教皇方济各会晤，还邀请他到印度访问，方济各

已接受莫迪邀请。此前最后一位踏足印度的罗马教皇是保罗二世，在1999年应印度政府邀请访问。

日本东京明年将引入“同性伴侣关系制度”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2月 7日在东京都议会的代表质询中表示，东京都明年将引入“同性伴侣

关系制度”，同样的制度此前已在东京都内的世田谷区和涩谷区引入，而东京以外的日本茨城县、群

马县、三重县、大阪府与佐贺县等 5个地区也已引入了同样的制度。日本时报报道称，东京此举将意

味着日本约一半的人口所生活的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承认“同性关系”。

TGS      日本游戏大奖      2021      颁奖《对马岛》《怪猎》获奖  在 TGS 2021游戏展上，官方公布了“日本游戏大奖 2021”获奖作品，《对马岛之魂》及《怪物猎

人：崛起》共同获得“年度大奖”殊荣，《原神》、《最后生还者 2》等获得优秀奖。

《黑客帝国      4  》内地定档明年      1      月      14      日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将于今年12月 22日在北美上映，2022年 1月 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黑客

帝国：矩阵重启》由老三部曲的导演沃卓斯基姐妹中的拉娜·沃卓斯基继续执导。《蜘蛛侠 3：英雄

无归》已经定档 2021年 12月 17日在北美上映，很有可能和《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在同一天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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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马六甲海峡之困，全长      1000      多公里的中老铁路开  

通

 

中老铁路的开通，不仅让老挝 680万民众一跃迈入了高铁时代，更代表着泛亚铁路的中线已完成了一

半。而曼谷到呵叻段高铁已于四年前开工，预计 2027 年竣工通车。呵叻-廊开-万象段正在研究设计

中，预计将在 2029 年至 2032 年之间开通整条路线。到那时，从昆明出发便可一路南下直达泰国首

都，远期还可以延伸至新加坡。

今天，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成功采集 当地时间12时过后，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

小镇采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

https://www.toutiao.com/i702062313313262031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462715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01915055801015117321816034544&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b2NfK7AzhDgxAmt8QND0Cw
https://mp.weixin.qq.com/s/b2NfK7AzhDgxAmt8QND0C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