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点2021：全球第1大 IP~成功击败了漫威、迪士尼，你猜是谁？——2021、2022跨年新闻双月刊【末后事工整理】
这两个月太多大新闻，小编觉得最狗血的是春晚上沈腾一句话，元宇宙某狗币竟然成为“虎年第一魔幻”，这个世界不要太疯狂。。

2022年 1月 5号-2月 5号，全球6级以上地震竟然有17场，前几个月一直是8-10场，再加上汤加海底火山，全球难道进入开震模式？

2021年 12月、2022年 1月新闻概览

主题                 报道超链                                        概要

天 2022      值得蹲守的      10      大天文盛况  ●3月底火星、土星和金星三星连珠；●4月21日天琴座流星雨极大 +  5月 4日水瓶座流星雨极大

https://www.toutiao.com/i70495402417194440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146676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061859250101502200810E0BB7E0&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zmlK0kv-2xXhNTbVKVLa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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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看不见的黑色月亮；     ●5月 16日月全食           ●6月 14日超级月亮

●6月16日七星连珠               ●8月 12日英仙座流星雨极大+  10月 20日猎户座流星雨极大

●11月 8日第二次月全食           ●12月 8日火星逆地；       ●12月 13日双子座流星雨极大

2021      盘点   |   天文学      10      大进展  ●所有火星任务获成功，中国深空探测展宏图 ●嫦娥五号革新月球认知，“玉兔二号”不断创造历史

●韦布望远镜终将升空中国太阳卫星首发成功 ●中国空间站始建设，私人空间站未来可期待

●FAST探测能力继续提升新发现不断让人惊喜●郭守敬望远镜巡天数据领先新的冷湖光学台址受追捧

●行星探测日新月异，打开人类认知新世界   ●黑洞研究更深入，新旧X射线望远镜可期

●引力波最新列表释放，霍金黑洞定理再验证 ●高能粒子遍布宇宙，多信使探测器显威力

即将！金星达到最大亮度（  -4.9   等）  继去年 12 月底达到最大亮度以来，金星在今年的 2 月 5 日至 2 月 15 日又将达到最大亮度：-4.9

等。下一次这么亮得等到「2025 年 2 月」。由于金星是距离地球及太阳相对较近的行星，加上许多

能反射阳光的云层极大比例覆盖在金星外层，因此非常明亮。

前所未见的银河之心新视角 若想要窥探我们银河的中心，如今有了更好的窗口，里面充满爆炸的恒星、磁性的线条、还有一个巨

大的黑洞。在 1月 26日，南非射电天文台（SARAO）发布了银河之心的图片，用的是该台的射电望远

镜 MeerKAT。MeerKAT靠着几乎伸展了五公里之远的 64台天线捕捉无线电波，它是该类型望远镜当中

最灵敏的一台。想要拍摄下面的图片，这样一台望远镜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无线电波才可以穿透地球

跟我们星系中心之间的尘埃。

天文学家拍到一条巨大的“  DNA      双螺旋体”  在多个射电波段上拍到的 M87 星系喷流。图中喷流的长度大约为 8000光年。喷流靠近星系中心部分

（左侧）呈双螺旋状，宛如一条巨大的 DNA。一个巨大的黑洞隐藏在喷流最左侧的亮点中

银河系首次发现一颗具有超强磁场的新天体 通过分析平方公里阵列（SKA）低频先导望远镜的巡天观测数据，中外天文学家首次在银河系发现一颗

具有超强磁场的新天体，距离太阳系约 4200光年。1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这

颗暂现源于 2018 年初出现，其爆发周期为 18分钟左右，比已知最长的脉冲星爆发周期长 9倍，每次

爆发持续30-60秒，也包括短时标，这一发现是人类在银河系银道面区域，首次探测到的长周期暂现

源，为搜寻低频暂现源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韦布望远镜将镜头转向了北斗七星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已经成功进入环地日第二拉格朗日点轨道。它的观测任务即将开始。但在它

的正式工作开始之前，却将镜头转向了一颗名叫HD 84406的恒星。这颗恒星位于大熊座，靠近北斗七

星，和地球的距离大约是260光年。

香港上空出现      UFO  ？会盘旋会飞行  12月 6日下午 4点多，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还被很多市民目击到。不少看到的市

民们都兴奋地表示，那个物体一直在空中盘旋，期间曾有直升飞机从那个物体附近飞过，但那个物体

明显比直升飞机飞得高，而且会反光，会盘旋，还曾往西环方面飞去，明显就是 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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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22      年值得关注的      22      项新兴技术  ●太阳能地球工程技术●热泵●氢动力飞机●直接空气碳捕获●垂直农业●风帆集装箱轮●VR锻炼

●艾滋病病毒疫苗和疟疾疫苗●3D打印骨骼移植●飞行电动出租车●太空旅游●静音超音速飞机

●3D打印房屋●睡眠科技●个性化营养●健康智能穿戴用品●“元宇宙”●量子计算●虚拟网红

https://mp.weixin.qq.com/s/7gpdpqVkar3qsctc_m_lHw
https://www.toutiao.com/w/i171854328242797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3903484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share_token=b3618f5c-79a6-48e7-8b5b-f57db969490a&wxshare_count=1
https://mp.weixin.qq.com/s/nNoVTgbeBRH4R3oE32JPUw
https://www.toutiao.com/i70578370173248476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328721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27204014010015026076022ACC7F&group_id=705
https://www.toutiao.com/i703957959922740481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905375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092042320101502152031523CFF9&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DcSg_3jNcrotTH_rLA21XA
https://mp.weixin.qq.com/s/Xh3TYVGOizQSjrkJGhiRqQ
https://mp.weixin.qq.com/s/9JSoDq7HefwNZeHBZJv-JA
https://www.toutiao.com/i704955219537259779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138851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052115100101501550781F198B71&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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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2021      年科技圈      12      大热词  ●元宇宙（Metaverse）移动互联网的继任者●Web3在区块链上运行的去中心应用程序●实时语音社

交（ Social Audio）● NFT（非同质化代币）存在于区块链 上 的 数字资产●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将权力和运营从中央机构转移到用户手中●DAO（分布式自治组织）由其成员拥

有并运行在区块链技术上的互联网社区，受控于股东●Stonks（Stocks（股票）的错误拼写）用于感

叹这些股票的疯狂走势●GameFi（游戏金融）游戏玩家通过玩电子游戏赚取加密货币的趋势●山寨币

（Altcoin）除比特币以外的任何类型的加密货币●完全自动驾驶测试版 FSD Beta●晶圆厂（FABS）

半导体制造厂的缩写

●净零（Net Zero）温室气体排放接近零

盘点——《科学》公布      2021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结构●解锁古老泥土 DNA宝库●实现历史性核聚变突破●抗新冠强效药出现

●“摇头丸”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单克隆抗体治疗传染性疾病●洞察号首次揭示火星内部结构

●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出现“裂缝”●CRISPR基因编辑疗法对人类疗效首次证明

●体外胚胎培养为早期发育研究打开新窗户

逆转衰老技术突破，延寿达      30%  ，贝佐斯      30      亿切入市场  梅奥的Senolytics 疗法在 2021 年收获了“4针消除衰老细胞”的 INKT细胞疗法，将肺纤维化的小鼠

生存率提高了 50%。而由中科院动物所的 KAT7技术，则以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促衰老基因

KAT7，将小鼠寿命延长了 25%。在这些投资中，近期最“耀眼”的一项为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领投的

“长寿”公司 Altos，其收到的投资达到 30亿美元

Meta      虚拟世界      Horizon Worlds      向所有设备用户开放  Meta12月 9日宣布，公司旗下的 VR世界“Horizon Worlds”正式向美国和加拿大的 18岁以上人群开

放。在 Horizon Worlds中，Oculus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用户可以创建一个没有双腿的化身形象，在虚

拟世界中四处游荡。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其他用户的化身进行互动，甚至可以一起玩游戏。

Meta      打造大型      AI      研究超级计算机，可提供      5      百亿亿次  

级      AI      计算性能  

近日，Meta 与 NVIDIA 公司联合宣布，它们正在合作构建大型超级计算机，以支持人工智能研究。新

机器被命名为 RSC，也就是 AI Research SuperCluster。目前，RSC 超级计算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建成

并投入使用，它部署了 760 个 NVIDIA DGX A100 系统作为其计算节点，拥有总计 6080 个 NVIDIA

A100 GPU，扎克伯格表示，“我们为元宇宙构建的体验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而RSC将使新的人工智

能模型能够从数万亿的例子中学习，理解数百种语言等”。

迪士尼新      AR      专利曝光，游客无需头显可与虚拟内容互  

动

近日，迪士尼的一份增强现实新专利曝光，在这份专利中，人们不需要使用头显、眼镜等设备就能够

与虚拟世界进行互动。迪士尼希望其新的AR技术能让其顾客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模拟器”中

虚拟数字人发展提速，多家银行宣布“造人” 虚拟数字人风头正劲。近日，万科首位数字化员工“崔筱盼”获得“最佳新人”奖则成为业界关注话

题。随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虚拟人、全息、AR等技术或大量运用的消息，更是引起业界广泛讨论。

随着冬奥时间的临近，乘着元宇宙概念、虚拟数字人的火热，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多家银行推出虚拟

数字人，但其表现形式多以数字员工为主。例如，2021年年底，百信银行推出首位虚拟数字员工 AIYA

艾雅。

https://www.toutiao.com/w/i172189310475878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422165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share_token=197dae83-66dd-4c52-9485-7d5994d96ca1&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i705036124558493338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155840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07202648010151204228272D2BB5&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5036124558493338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155840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07202648010151204228272D2BB5&share_token=
https://mp.weixin.qq.com/s/ZzITtJH9aGaPF9bOpVthFw
https://mp.weixin.qq.com/s/ZzITtJH9aGaPF9bOpVthFw
https://www.toutiao.com/i703977923752335824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911993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101505330101501661581B0D4182&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5744938179608630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333451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1280948300102120420320760A1FD&group_id=705
https://www.toutiao.com/i70425831276630349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3982406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18184105010150155229179CFD58&share_token=
https://www.toutiao.com/i704412524762903401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015300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1222140323010151206144097F74AA&share_token=


虎年第一魔幻！沈腾春晚一句话，随即成交      1558      万  

元，暴涨      1010%  

元宇宙的风也刮进了虎年春晚，成了春晚节目中的“致富经”。1月 31日晚，在央视春晚小品《还不

还》中，沈腾的一句话“我在元宇宙倒腾狗”，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投资热情。一个同名虚拟币

dogeking遭爆拉，一度涨超1000%。美股元宇宙概念股全线大涨，Cloudflare大涨 14.52%，Roblox上

涨 13.8%，Block涨超6%，Meta涨超3%。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引入元宇宙应用场景 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北京到 2035 年将基本建成现代化城市

副中心。在「应用场景清单」方面，环球度假区引入元宇宙应用场景。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应用场景将

集中在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大运河景区。将发挥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带动作用，基于元宇

宙技术，赋能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主题活动；在元宇宙应用创新中心新注册并租赁自用办公场地

的重点企业，可获得最高100% 的补贴。

考

古

盘点      2021      年的世界考古圈大事件  

2021      年度中国国内十大考古新闻和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埃及重现的“黄金之城”●青藏高原的“最早艺术”●摩洛哥世界最早“皮毛加工”●美洲最古老

的人类足迹●沙特阿拉伯世上最古老的动物浮雕●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欧洲最早的“3D地图”●罗马城

建立的开始●维京人横渡大西洋的时间●黎巴嫩乱葬坑中的遇难十字军●美国城市奴隶的“身份证”

意大利文化部：考古学家发现古代头盔和神庙遗址 2月 1日，意大利官员表示，考古学家在意大利著名旅游景点韦利亚(Velia)的考古挖掘工作中，发现

了古代头盔和彩绘砖墙的遗迹\刻有希腊“神圣”字样的花瓶，以及可能是武器的金属碎片。历史上在

韦利亚附近的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曾发生了一场关键的海战，在韦利亚地区可能有向神话中

的希腊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祭的遗物。

意大利考古学家在巴基斯坦 挖掘出古代佛教寺庙 近日，由意大利考古学家领导的一支考古队在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巴里科特市(Barry

Cotte)进行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公元前 2或 3世纪的古代佛教寺庙。可以揭示佛教在健驮逻

国的传播。健驮逻国是一个古老的地区，横跨今天的喀布尔、白沙瓦(Peshawar)、斯瓦特和塔克西拉

(Taxila)。证明这里是一个重要而古老的朝圣中心。那时，斯瓦特已经是佛教的圣地。

烟台考古发现四千年前大型聚落遗址 从今年5月份开始历时 7个月，烟台市博物馆等考古队伍对新发现的莱州平里店镇吕村遗址进行了系

统考古发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一个涵盖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汉代、宋

元和明清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渐渐浮出水面，4000年前史前先民生活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

洛阳金村东周王陵考古启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洛阳金村 8 座东周王陵被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成为中国考古之

殇。时隔 90余年，旨在厘清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区文化遗存基本情况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日前启动。

记者 27日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此次洛阳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初步计划分三阶

段、历时 5年完成。以全面了解金村王陵、陵园、附属墓葬、车马坑等为重点，但不涉及对东周陵寝

的发掘。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建都洛阳，史称“东周”

国家文物局发布      4      项西藏考古重要发现  1月 13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西藏考古发现汇报会，通报了 4项西藏重大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四项西

藏重要考古发现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史前聚落遗址、建筑和墓地的综合性遗址以及一处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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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墓地，时间跨度长达上万年。

西安考古重大发现 汉文帝霸陵准确位置得到确定 经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确定了位于西安市灞桥区

江村东侧的江村大墓实为汉文帝霸陵，彻底否定了霸陵位于白鹿原凤凰嘴的历史记载。12.14，国家文

物局对外公布了这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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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政府通报灾情 出现      15      米高海啸  位于努库阿洛法以北约 65公里处的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      1      月      14      日和      15      日喷发  。汤加政府 18日首次发

布灾情通报，说海底火山喷发引发高达 15米的海啸，给这个南太平洋岛国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

苏醒了？富士山喷火口数量猛增六倍 1.20   汤加火山喷发后的惨状还未结束，国外媒体又传出日本富士山很有可能会喷发，经过专家的调

查表明，位于日本的富士山，其喷火口的数量增加了六倍。

俄堪察加半岛卡雷姆火山喷发 灰柱高达      6000      米  1月 13日位于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卡雷姆火山喷发，形成的灰柱高达 6000米。

3      级警报！日本樱岛火山喷发  28日下午 1时 19分，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南岳火山口发生喷发，并且喷发的强度也非常地高。

喷发产生了高达 3400米的烟柱，并且是2021年 4月以来，樱岛火山喷发的烟雾高度首次超过 3000米

全球多国      24      小时内连发      5      场地震！  1 月 22 日，世界多国连发了 5 场地震，而这 5场地震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均位于环太平洋地区。对

此，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可能与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存在联系，也可能与汤加火山爆发有着一定联系。

美国出现      12      月龙卷风爆发，多项数据或打破历史纪录  12月 10日夜间，美国中部发生大规模强对流天气，并出现龙卷爆发。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 32个龙

卷在 10个州出现，其中阿肯色、密苏里、田纳西和肯塔基四州受灾严重。

美国灾害不断！刚经历      30      场龙卷风，又是一场冬季大  

火

12月 30日，科罗拉多州苏必利尔市西北部突然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火。在狂风的助推下，大火

迅速蔓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场名为马歇尔的大火，迅速焚毁了 6200 英亩（2509 公顷）的土

地，近 1000座房屋被焚毁，30000人被通知紧急撤离，另有53500名住户家中断电。

美东遭遇“炸弹气旋”袭击，暴风雪创历史极值 29日发布通报，气象数据和卫星图片显示，袭击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东北风暴”已形成“炸弹气

旋”，暴风雪将覆盖美国东北部，多个州将恐将遭遇罕见厚度的降雪。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

约州和新泽西州等东北部多州都出现强风暴雪，其中马萨诸塞州斯托顿镇的降雪量达到了惊人的 30.9

英寸（78.48厘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极端罕见！  特大暴雪连袭希腊土耳其  1月 24日起，东南欧和土耳其遭遇强烈寒潮袭击，爱琴海出现 11-12级阵风，黑山第二大城市康斯坦

察录得-33.4摄氏度的低温，打破了黑山的全国低温记录。

超      50      度高温袭击澳洲，  2022      年极端气候再次到来  2022年 1月份澳大利亚西部部分州的气温已经达到了 50.7摄氏度，已经追平了自从 1960年以来最高

的温度记录。这个月份澳大利亚已经是全球最热的地方，高温犹如火炉一样，席卷了澳大利亚西部的

一些小镇，不少地方的温度都在 45摄氏度以上，

时
重磅！  2021      年环球十大事件来了  ●散户暴击华尔街空头●世纪大爆仓单日清仓 200亿美元●全球经济通胀爆表政策风险成为最大担忧

●供应链危机浮现航运飙升 芯片、汽车受冲击●造富泡沫比特币价格剧烈波动；●政府监管加码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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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互联网龙头市值缩水●经济率先复苏中国资产获得全球追捧●碳中和成为全球投资主题特斯拉

首破万亿市值●元宇宙概念席卷全球●10万亿大关在即全球 ETF（基金和产品）净流入首破万亿美元

大关

盘点      2021  ，欧洲发生了哪些大事？  关于疫情，在经济增长与防疫中平衡利弊；关于经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全民买房，欧洲房

价涨疯了；关于移民，“黄金签证”推动欧洲经济复苏；第五件事：欧洲多国出台移民新政；

大选年又来了！  2022      年全球将迎来哪些重磅选举？  2022年，又是全球选举大年。今年，韩国、法国、巴西等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也将在 11月迎

来中期选举。此外，哥斯达黎加、瑞典、葡萄牙等国也将迎来大大小小的各类选举。

盘点——全球最赚钱的      10      大      IP  （迪士尼占一半） ●全球第一大 IP是宝可梦，累计创造出 1087亿美元价值，任天堂的宝可梦公司是该品牌的版权公

司，最初是任天堂 Game Boy中一款角色扮演游戏；●Hello Kitty 排在榜单第 2的位置，价值超过

845亿美元；●小熊维尼排在榜单第 3名，累计创造出 804亿美元的价值；●米老鼠和朋友们排在第

4，已创造出 803亿美元的价值；●星球大战排第5，价值超过 687亿美元；●排名第6的是迪士尼公

主，累计创造出 464亿美元的价值；●第7名是面包超人，创造出 449亿美元的价值；●漫威电影宇

宙排在第8的位置，价值超过了 354亿美元；●任天堂的马里奥排在第 9，累计创造出 348亿美元；

●第10名是哈利波特，累计创造出 322亿美元的价值

盘点——  2021      年，十大收缩行业  ●房地产深不可测  ●教育培训深不可测  ●航空与机场 -135%  ●旅游与景区 -84% 

●商场与超市-60%  ●餐饮与酒店-56%    ●养猪养鸡 -46%     ●影视  -42%  

●火电    -37%    ●装修与园林   -30%

同性婚姻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合法化  随着南美智利的立法者 12.7批准了一项同性婚姻法案，同性结婚的权利目前在全球30个国家已经合

法化，最早从欧洲开始合法 ，2001 年 4月，荷兰首次允许同性恋结婚，16个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2005年，加拿大是第一个批准同性婚姻的美洲国家；2019年5月，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

的地区。南非是非洲大陆唯一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它在 2006年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欧洲“躺平”潮：英国之后，丹麦、荷兰放开封锁 继英国彻底躺平后，丹麦、荷兰相继开放封锁。丹麦首相 1月 26日宣布，丹麦将取消大部分防疫措

施，包括口罩规定。据美联社报道，现行规定要求公众在公共交通工具、餐馆、商店以及进入医疗机

构和养老院的人戴口罩。但新规生效后，只有医院、医疗机构和养老院才需要戴口罩。

印度民众很嗨，无惧病毒，共同在恒河中做出同样行为 近日，印度数万名信徒冒着严寒，不顾冠状病毒的威胁，在圣马卡尔·桑克拉蒂节这天，在恒河中神

圣地游泳。一年一度的宗教活动的一名官员说，从早上开始，信徒们就聚集在 Magh Mela地区，到下

午 6点，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大约 65万人在恒河水中洗澡。

历史首次！以色列总统访问阿联酋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 1 月 30日前往阿联酋进行了正式访问。2020 年 8月 13 日双方才正式宣布建

交。赫尔佐格作为以色列领导人出访阿联酋，将是历史首次。

震惊！以色列更新代孕法：男同性恋夫妇、变性人现在

都可以“借腹生子”了！

26年前，以色列曾经是第1个通过代孕法案，允许已婚异性夫妻在国家监督下通过代孕生子的国家。 

然而，26年后的今天，以色列卫生部宣布了一项变化——国家将允许同性伴侣、变性人和单身父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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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通过代孕生产婴儿。 自己就是同性恋的以色列卫生部长尼赞·霍洛维茨宣布到："对于以色列

LGBT群体的斗争和整个以色列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中东战火重燃，无人机袭击致      3      死      6      伤，油价全线飙涨  据最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造成阿布扎比机场附近的 3辆油罐

车起火爆炸，造成 3人死亡，6人受伤。有分析人士表示，此次袭击爆炸事件是阿联酋领土上迄今遭

遇规模最大的袭击事件之一。袭击发生之后，国际油价持续拉升，1月 18 日一度升至七年多来的高

点，美原油也一度站上85美元/桶的关口。

俄乌维持停火！俄股暴涨      8%  ，特斯拉一夜跌近      7000  

亿！

1.27困扰市场许久的俄、乌局势终于有缓解了，双方谈好了，维持停火协议。俄罗斯股市也“嗨”

了，一度暴涨 8%。而美股却表现不佳，道指盘中一度重挫 765点。科技股龙头特斯拉也大跌，即使发

布了亮眼财报，去年全年净利润实现665%的增长，市场还是不满意，疯狂砸盘使得特斯拉暴跌 11%。

印尼通过迁都法案，新首都名为“  Nusantara”  1月 18日，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法案，确定将迁都至婆罗洲东加里曼丹省。定名为“Nusantara”。

有“群岛”之意.印尼现在的首都雅加达人口约 1000万，是印尼当前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不过，由于

其受到洪水、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折磨，且面临陆地下沉危机，印尼总统佐科早在 2019年就宣布要迁

都，因受疫情耽搁，一直拖延至今。

日本产业大溃败：拥有无数世界第一，却被全世界抛弃 过去 20年，日本在液晶、光伏、半导体、手机、电动汽车等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做到了技术领先，

甚至世界第一。然而，技术领先的日本，却仿佛被诅咒了一般，在全球产业竞争中，不断失去对终端

的话语权。

全球支付梦碎！  Facebook      拟出售稳定币项目      Diem  

Libra两年努力付之东流

几经波折的Facebook加密货币项目 Libra最终还是夭折了。1月2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已更

名为 Meta的Facebook 拟出售其加密货币业务。报道显示，Meta的加密货币部门 Diem（原 Libra）正

陆续解散，Meta将以约 2亿美元的价格将技术出售给 Silvergate。据了解，Silvergate是一家位于加

州的小型银行，其主要业务聚焦于为比特币和区块链公司提供服务。

Meta      股价暴跌      26%  2.3，元宇宙第一股 Meta迎来了改名之后最惨的一次暴跌，单日跌幅高达 26%，市值跌去 2000多亿美

金，扎克伯格身价缩水超过 260亿美金。Meta 报告称，去年最后三个月的利润出现了罕见且比预期更

糟糕的下滑，而且其核心广告业务也受到了一系列挑战，首次披露了转向 metaverse 的亏损额。

谷歌      Q4      财报全面超预期  ，宣布      20      比      1      拆股后飙升      7%  2月 1日周二美股盘后，数字广告和搜索巨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发布2021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当季谷歌的总营收、每股收益EPS、作为未来增长引擎的云业务收入均好于预期，公司还宣布按 20比

1拆股，将于 7月生效，盘后涨幅迅速扩大至超7%，股价接近 3000美元的历史最高。

盘点      10      部      2022      年即将开播的英美剧集  ●9.22《指环王第一季》指环王事件前的数千年●《异星灾变 第二季》父母机器人与人类小孩

●《沙丘：姐妹会》秘密女性组织“女巫”    ●《猎魔人：血源》1200年之前的精灵世界

●《女浩克》漫威系列-输血而产生异变       ●《龙之家族》权游前传●《浴血黑帮第六季》最终

季

●《最后生还者》游戏改编                  ●《雪国列车第三季》●《黑袍纠察队第三季》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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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数字人民币      APP      来了！可以点外卖、打车…   近日，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正式在各大应用市场上线，1月 7日，中新财经注意到，京东、美团、

饿了么、天猫超市、滴滴出行等 49家平台已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

巴铁这个“忙”，中国帮！ 国务院 28日发布《2021      中国的航天  》白皮书，介绍未来五年主要任务，中国将优先为巴基斯坦建设

航天中心，并研制通信卫星。虽然中国和巴基斯坦已经达成太空探索协议，但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宣布

将帮助伊斯兰堡建造一个航天中心，该中心很可能会研制卫星。该文件在国际合作方面强调了计划帮

助巴基斯坦发展太空项目。文件说，中国将“重点推动巴基斯坦通信卫星研制，以及巴基斯坦航天中

心、埃及航天城建设合作进程”。

新发现！亿吨级油气区 1月 25日报道，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部署在塔里木盆地的重点探井顺北 801X井于近日试获高产工业油气

流，日产原油 136.7吨、天然气 109.3万立方米，折算油气当量 1007.6吨。该井突破进一步证实顺北

油气田 8号断裂带勘探潜力大，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新的亿吨级油气区。西北油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探井顺北 801X井所在的顺北 8号断裂带长度达到 116千米

冬奥会开幕 2月 4日，立春。22时许，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央，一群孩子手托“和平鸽”，歌唱着、嬉闹着涌

上舞台。与此同时，曾在奥运五环之下出现过的那片巨型雪花，再次升入舞台中央。一朵雪花照亮了

“双奥之城”北京，也将照亮全人类的绿色未来。

2024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创意公布：运动员从塞纳河入  

场

12月 13日晚，巴黎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已获批准的 2024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创意。

据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介绍，2024年 7月 26日当晚的开幕式将首次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将长达 6

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及沿线区域作为开幕式现场。按照目前的设计，约 10500名运动员将搭乘 160多艘

船只由东至西入场，最终到达与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仅一河之隔的特罗卡德罗花园，在这里完成开幕

式

收视率      21.93%  ，点击      49.32      亿次，这届春晚好看在哪  

儿？

截至 1月 31日 24时，2022年春晚电视端直播平均收视率达 21.93%，新媒体直点播用户触达 49.32亿

次，相对去年增加明显。通过 720度环形屏幕和 XR、AR等虚拟技术运用，春晚为观众奉上《行云流

水》、三星堆《金面》等玄幻和各类歌舞、小品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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