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讨论都将在此进行”——2022年 2-4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编辑】

没错，上面这句狂话是“狂人”马斯克在发表收购推特意图时说的；而扎克伯格也不落后，Meta计划推出新一代的增强现实智能眼镜，该眼镜旨在取代智能手机，他认

为，AR眼镜将“重新定义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连欧盟也在忙着评估元宇宙，为最终立法做准备；日本一家公司正在准备打造世界100个城市的平行世界。。

神的儿女们警醒！倪柝声在《魂的潜势力》里这段话，正在我们眼前应验了：启示录 18章给我们看见撒旦和他的手下的邪灵，在这世代末了所要特别做的事，就是买

卖人魂的势力。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要把魂的潜势力充满了这世界。有一位写得胜的通讯员说“现在魂势力正在荟萃着向灵势力进攻”。

2022年 3、4月份全球6级以上地震一览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416431115273884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480388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140958000102120611031BB9DE2D&group_id=706416431115273884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2022年 2-4月全球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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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天象预报  5/1 金星合木星（0.2度）★★★★★                          5/1 日偏食 ☆

5/2 水星合月 + C/2021 O3 (PanSTARRS)彗星接近昴星团 ★★★★

5/6 宝瓶座η流星雨极大期（ZHR~50，好条件）★★★★

5/10 天琴座η流星雨极大期               5/16 月全食        5/18 火星合海王星 ★★★

5/25 火星合月 + 木星合月 ★★★         5/27 白昼月掩金星★★★

5/29 火星合木星（小于1度）★★★★★   5/31 武仙座τ流星雨极大

3  、  4      月天象  4/18 木星、金星、火星、土星等距排列 ★★★★★

4/23 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极大；4/23 船尾座π流星雨极大

4/27 金星合月 + 海王星合月 + 木星合月 ★★★★

4/28 金星合海王星（小于0.1度）★★★★

4/29 水星东大距 + 水星合昴星团 ★★★

3/20   金星西大距 ★★★★★  ；  3/28 火星合月 + 金星合月 + 土星合月 ★★★★★

3/29 金星、火星、土星和月球在10度内集合 ★★★★★

最亮的      3      个天体聚集！还有海王星合金星  4月 27 日、28 日清晨，最亮的三个天体：木星、金星和残月聚集在 10 度的范围内，十分壮观。在

4 月 28 日 3 时，海王星将再与金星会合，且两者相距更近仅 0.01 度，金星位在海王星南方 0.01

度处。从地球中心向外看，这两颗行星非常接近。金星为-4.2 等，海王星亮度仅 7.9 等，位在宝瓶

座与双鱼座之间。虽然海王星肉眼不可见，但有了明亮的金星做为指标，寻找海王星将变得更加轻而

易举

神秘力量内部涌动，冥王星喷出粘稠液体 4.1近日《自然-通讯》一篇论文称冥王星表面一些古怪的块状地貌可能是一些在较近的年代依然处于

活跃状态的巨型冰火山，它们能够从冥王星内部喷出粘稠的冰水混合物。这些冰火山的存在表明冥王

星内部并没有完全冻结，而是以某种未知的方式，保留有足以使其长期维持地质活跃性的能量。虽然

太阳系的某些卫星上也有冰火山，但冥王星的冰火山显得与众不同，它们体型庞大且拥有独特的外

貌。粘稠的泥浆般的冰水混合物能够通过它们喷射而出，或以类似冰川的形式在冥卫星表面缓慢流

动。

科学家发现太阳内部存在挑战已知物理的无法解释的波 3.24《自然·天文学》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称，新发现的波的性质尚不确定，有望成为有关太阳和恒星

的“新物理学”。摘要分析了令人费解的科学研究、未来技术、新发现和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在太阳

内部发现了一类前所未见的波，它们以与太阳自转相反的方向移动，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无法

解释。这些波的性质尚不确定，有望带来新的物理原理和对太阳动力学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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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望远镜将把视线对准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即将把研究目光对准我们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以了解这个超大质量黑洞

的性质。此前，因观测难度大，众多望远镜都望而却步。人马座 A*每小时都会出现神秘的闪烁耀斑，

这使其成像过程变得愈加困难。大量带电粒子绕人马座 A*加速运行获得更高能量时，就会被激发产生

辐射。韦伯将从深空的栖息处以两种红外波长对人马座A*进行成像，以避免受到杂散光的影响。

中国天马望远镜助力解析银心超大质量黑洞内禀结构 2.28报道。近日，由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天体物理研究所博士后 Ilje Cho和研究人员赵光耀牵头的科

研团队通过分析观测数据，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Sgr A*）的内禀结构近乎

是圆形的。测得的辐射区大小表明围绕 Sgr A*的吸积流中有非热电子，辐射区的形状则显示吸积流的

旋转轴是直接指向地球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史诗级的宇宙华尔兹 3.8报道。近日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在 90亿光年之外的深空中，正上演着一段史诗级

别的宇宙华尔兹。两个超大质量黑洞以两年为周期互相绕行。质量都比太阳大数亿倍，它们之间的距

离大约是太阳和冥王星之间的 50倍。据估计当这对天体在大约一万年后并合时，巨型碰撞将撼动时空

本身，在宇宙中发出悠扬的引力波。这正是近日一组天文学家团队的新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一种被

称为类星体的能量剧烈的天体中。它们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对处于并合过程中的超大质量黑洞的候选

天体。

用这一罕见的星系群，给      32      岁的哈勃庆生  4.26报道。哈勃为在轨运行的第 32个年头，首次展示了一组令人惊叹的新图像，该图像由五个星系

组成，称为希克森紧凑型 40 星系。包括三个旋涡状星系、一个椭圆星系和一个透镜状星系。不知何

故，这些不同类型的星系在演化过程中相互交叉，创造了一个异常拥挤而不拘一格的星系集锦。这种

致密的星系群可以在巨大的星系团中心找到，但其中的星系又各自独据一方宇宙，位置在长蛇座

（Hydra）。

首个“流浪黑洞”现身  ，比太阳大      7      倍  2月 5日，一条来自《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消息称，一个国际天文学研究团队通过“微引力透镜”现

象发现了一颗“流浪黑洞”，这被认为是天文学界首次利用这种方式发现流浪黑洞。这条消息虽然是

在近日报道，但发现的时间却是在 2011 年，当时该团队发现了一颗在星际间漫游的孤独黑洞，这个

“流浪者”以强大的引力形成了一个“微引力透镜”，将它背后的恒星和星系的光线弯曲扭转，才让

科学家们感知到了它的存在，同时这个流浪黑洞也被认为是首次被观测到的此类黑洞。

130      亿光年外的奇特天体！可能是超大质量黑洞的祖先  科学家们使用来自美国宇航局哈勃空间望远镜空间站的数据进行了这项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个绰号

为 GNz7q 的怪物一直潜伏在夜空研究最深入的区域之一：大天文台溯源深空巡天北星场(GOODS-

North)。

该天体在大爆炸后仅 7.5 亿年就存在了。是一个新形成的黑洞的证据：哈勃发现了一个紧凑的紫外线

和红外线光源。这不可能是由星系的辐射引起的，但与落入黑洞的物质所产生的辐射是一致的。

宇宙里程碑：  NASA      发现      5000      颗系外行星  3月 21日，NASA确认发现第 5000颗系外行星，达成宇宙级里程碑。到今天为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5,005颗，每一颗系外行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哈勃太空望远镜传回螺旋星系      M91      最新画面  4.11哈勃太空望远镜 Wide Field Camera 3 在最新传回地面的数据中，展示了螺旋星系 M91 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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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M91 距离地球约 5500 万光年，位于后发星座（Coma Berenices），正如这张图片所显示的那

样，它是一个有条纹的螺旋星系。虽然 M91 突出的条形结构使其成为一幅壮观的银河系画卷，但它也

隐藏着一个天文上的怪异现象。和我们自己的星系一样，M91 的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2009

年的一项研究利用哈勃档案数据发现，这个中心黑洞的重量是太阳的 960 万到 3800 万倍。

神秘的千新星爆炸余辉可能首次被科学家发现 天文学家可能首次探测到了千新星的余辉。当两颗中子星合并时就会出现千新星新星，其产生的亮度

是传统新星的1000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狭窄的、离轴的高能粒子喷射会伴随发生合并事件，被称

为 GW170817。这项研究 2月 28日发表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上。

天文学家发现一个前所未见的神秘天体 2.1报道。一个绘制宇宙射电图像的团队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它每小时释放三次巨大的能量，

这是天文学家以前从未见过的。它可能是一颗中子星或白矮星，具有超强磁场。这个奇怪的物体在太

空中旋转，发出一束穿过我们视线的辐射，每 20分钟里就有 1分钟使它成为天空中最亮的射电源之

一。“瞬变天体”并不新鲜，但发现有什么东西打开了一分钟真的很奇怪。该望远镜是“平方公里阵

列”望远镜的前身，是一项全球性项目，旨在在西澳大利亚州和南非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转战“银河”：贝索斯将发射      3200      颗卫星与马斯克竞  

争

经济新闻网近日报道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再次开启对最有前途的电信市场之一的控制权的争夺

战。亚马逊宣布已经签署了多达 83枚太空火箭的合同，预计将发射 3236颗卫星到轨道上，以期提供

互联网连接。这是一个几乎是处女地的市场，自从 2019年发射首批 60颗卫星以来，马斯克一直是这

个市场的先驱者。因此，马斯克和贝索斯之间的竞争在太空中开辟出一块全新的战场。亚马逊 4月 5

日宣布，这家网络巨头与欧洲供应商阿丽亚娜航天公司和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合同。

“  天籁实验阵列”首次探测到快速射电暴事件  国内首个暗能量探测实验设备——“天籁实验阵列”发现一例新的快速射电暴。该快速射电暴位于猎

犬座方向，被探测到的时间为 4月 15日凌晨 1点 26分 40秒。是国内首次用射电阵列探测到快速射电

暴。相比‘中国天眼’，天籁实验阵列的优势在于望远镜的视场很大，使用数字波束合成技术，可以

同时监视天空多个方向，本事件也是国内首次使用合成波束技术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天籁阵列位于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的红柳峡观测站，共建有柱形和碟形两种样式的天线，主要开展中性氢巡天实

验，可用于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暗能量等相关宇宙学前沿问题。始建于 2014年底，其中，柱形阵列

快速射电暴探测系统于2021年秋季安装部署，并于2021年底开始试运行。

“  中国天眼”观测到宇宙极端爆炸起源证据  3月 18日，《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重复快速射电暴处在类似超新星遗迹的复杂环境中。创新性

地利用偏振频率演化关系研究快速射电暴周边环境，提出能够解释重复快速射电暴偏振频率演化的统

一机制，可以通过偏振观测确定其可能的演化阶段，为最终确定快速射电暴(FRB)起源提供关键观测证

据。

遭遇四次雷击！阿尔忒弥斯Ⅰ的最终测试充满坎坷！ NASA已准备好在阿尔忒弥斯Ⅰ登月任务发射前，对其太空发射系统火箭进行最终测试，其中最为关键

的一项是燃料加注测试，该测试原定于 4月 1日至3日进行，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在最终测试前，由

于天气原因，39B发射台遭遇 4次雷击。研究团队已确定前3次雷击强度较低，对火箭没有影响，目前

正在评估第 4次雷击的数据，这次雷击发生时，猎户座飞船和太空发射系统 (SLS) 核心级均已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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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天局终止与俄合作  ,   俄称将独立完成火星任务  3月 17日，欧空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为配合其成员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欧空局将退出

原定于2022年 9月发射的 ExoMars俄罗斯-欧洲联合火星任务。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对此回应称，欧空

局的退出虽然会让俄损失几年时间，但俄有能力打造自己的着陆舱和火箭从而单独开展对火星的研究

考察

德国翻脸，停止与俄罗斯的所有太空合作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近日德国关闭了用于绘制宇宙中最大黑洞地图的太空望远镜

（eROSITA）。多年来，国际空间站的伙伴关系一直被认为高于政治，但随着俄乌战争的迅速升级，各

国对其未来提出了质疑。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也表示，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因为西方制裁将进行调整，

未来制造卫星将以国防利益为优先

2022      年世界航天发射预报  2022年，世界航天发射具有十大特点。发射次数：超越历史；新型火箭：闪亮登场；载人飞船：太空

竞赛；货运飞船：历年最多；军事卫星：太空争霸；星链军用：太空警报；月球探测：各显神通；太

空探测：寻找真理；新航天器：超越想象；太空科技：日新月异

大型强子对撞机三年升级完毕重启 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官网近日报道，经过 3年多维修和升级，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归来。4月 22日，两束质子以4500亿电子伏特（450GeV）的注入能量在 LHC约 27公

里的环周围以相反方向循环，这标志着该设施新一轮数据收集工作正式开始，预计将持续 4年。“这

些光束在注入能量时循环运动，含有相对较少的质子。尽管高强度、高能量的碰撞还要等几个月，但

第一批光束成功注入标志着在经历漫长关闭期后，加速器成功重启。”

欧盟计划投资      60      亿欧元建立卫星星座  2.20报道。近日，欧盟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关于太空政策的会议上表示，将建立自己的卫星星座基础

设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加剧，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威胁增加，对安全和有弹性的全球网

络连接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基于太空的安全通信系统”计划。目前，欧盟的

通信系统高度依赖非欧洲卫星，而这个新的卫星星座将确保欧盟在通信系统的安全性方面保持独立。

怪云如巨虫惊现天际 4月 7日上午 7点左右，美国阿拉斯加拉齐芒廷上空突然出现长条怪云，从天际一路蔓延至山后，由于

怪云一端宛如多条触手，像极从科幻惊悚电影中出来的巨虫，画面在网上随即造成疯传，不少人猜测

是坠机，但也有人认为可能真的是怪物或是 UFO坠毁，甚至有阴谋论指称是美国政府在测试神秘武

器。

混

种

AI 

Meta      计划推出新一代      AR      智能眼镜，希望替代智能手机  4月 14日据外媒报道，Meta计划在 2024年推出新一代的增强现实智能眼镜，该眼镜旨在取代智能手

机。

扎克伯格认为， AR 眼镜将“重新定义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希望其推出的眼镜成为新

“iPhone”。Nazare第一个版本将提供包括通过眼镜与其他人的全息图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一功能被

认为可以提供更加身临其境，引人入胜的体验。第二套更便宜的AR智能眼镜代号为 Hypernova也计划

于2024年推出。

Meta      或正在开发虚拟货币“扎克币”  4.13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Meta 正在准备为该公司的元宇宙计划推出一种虚拟货币，并将可能

https://mp.weixin.qq.com/s/Z0hvKjdwAeNK_8Q2wq-BMg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638201507078196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982539&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15082858010208173110151E13F2&group_id=7086382015070781964&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551276786363652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766211&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122023310102081001650C0A3AF2&group_id=708551276786363652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T3DlcFlQTI3Ozq8v1725VQ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90716840325808648/?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1020098&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2708413801020916816516288FFA&group_id=7090716840325808648&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5153955115588048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069325&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171142050100150250990B009E88&group_id=705153955115588048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eGeNijYU7TCnrAVtOmCBJ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627002692737486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7591476&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181617560102080181721602B48A&group_id=707627002692737486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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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其应用程序中。据称这种虚拟货币在公司内部被叫做“扎克币”（Zuck Buck）。事实上，在今年

2 月，扎克伯格已经将对外沟通事务方面的重任转交给该公司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雷格（Nick

Clegg），而扎克伯格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战略中。

马斯克      11      天强吞推特，全新商业帝国拼图完成  4.26新闻。一夜之间，马斯克商业帝国扩张之势又起，从硬科技延伸到了新媒体。仅仅 11天，推特

董事会就从嘴硬到服软，接受了马斯克总价 44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接下来只要通过推特股东和监管

机构批准，马斯克就能将推特整个收入囊中。介时，从当下——太空里飞的 SpaceX，地上跑的特斯

拉，地下挖隧道的 Boring，到未来——将大脑与机器相连的 Neuralink，再到虚拟世界的舆论场，都

将被马斯克牢牢攥在手中。马斯克的收购目的：“推特数字化时代的市民广场，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

要的讨论都将在此进行。我想通过新功能改进产品，开源推特平台算法以增强信任，并打击机器人水

军，验证所有人类用户，帮助推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欧盟正在研究元宇宙，为最终立法做准备 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欧盟正在研究元宇宙，为最终的

立法做准备。在 Metaverse 中，监管者的功能是什么？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在由德国报纸出版商组织

的在线活动上讲话时表示，“元宇宙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首先考虑监管机构将发挥什么作用，以及

我们的立法机构将发挥什么作用，这是理所当然的。”

日厂公布元宇宙宏伟计划   5      年内模拟打造      100      个城市  2月 17日据日媒报道，一家企业公布元宇宙宏伟计划， 5年内打造世界100个城市的元宇宙版。株式

会社 HIKKY日前公布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会将世界知名的 100座大城市元宇宙化，赋予玩家们无

比的自由度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参与建设，玩家在现实世界难以触及的领域都可以尝试，“这些元

宇宙城市可以看作现实社会的‘平行宇宙’版”，不同的是里面的玩家才是社会的主宰。

巴菲特买入      10      亿美元加密友好银行      Nubank      股票  据 Cointelegraph 2 月 16日消息，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在2021年第四季度购买了巴西

加密友好银行 Nubank 10亿美元的 A类股票，同时分别出售了价值 18亿美元和 13亿美元的 Visa 和

Mastercard股票。

世界首台量子重力仪走出实验室，打开“地下世界地

图”

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 23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称，世界上第一台非实验室条件下的量子重

力梯度仪问世。这种利用量子技术的传感器可找到隐藏在地下的物体，这是科学家们期待已久的里程

碑，其对学界、业界和国家安全等将具有深远的影响。量子重力梯度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量子物理原

理探测微重力的变化，测量当原子云落下时引力场拉力的细微变化。

五大前沿生物技术正在解决多重世界危机，生物工程或

将颠覆数字革命

2.25报道。世界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麻省理工大学前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教授表示，“我们正处于

一个生物学与工程技术融合的新时代。正如数字革命在 20 世纪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生

https://mp.weixin.qq.com/s/nKG5_knPfyWemnxNxRFxUw
https://mp.weixin.qq.com/s/nKG5_knPfyWemnxNxRFxUw
https://news.ifeng.com/c/8DtwTRJoXHu
https://news.ifeng.com/c/8DtwTRJoXHu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83/2022/0224/content_32348890_1.html?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566876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241012420102091461
https://www.toutiao.com/w/172488125655655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004244&use_new_style=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6816a13f-5999-4115-a9d6-0c9aee8030e8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556708228464694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14804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18093400010209157043193C16A0&group_id=706556708228464694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416431115273884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480388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140958000102120611031BB9DE2D&group_id=706416431115273884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bmYBQ-7ROu4PjC_LiaUEZw


物与工程的结合将是下一个创造奇迹的领域。”在一本名为《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的书中，霍克

菲尔德教授介绍了五大世界前沿的生物技术，包括“制造电池的病毒、过滤污水的蛋白、筛查癌症的

纳米颗粒、神经控制的仿生四肢以及提高粮食产量的表型技术”，并用故事与科学原理相结合的方

式，讲解了这些技术将如何为迫在眉睫的医药、粮食、能源、淡水等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人类基因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  ！  Science      罕见      6      篇连发  4.1报道。人类基因组测序迎来新的里程碑！首个完整无间隙人类基因组测序，由近百位科学家合作

完成，填补上最后 8%的空缺。最新一期 Science罕见地以特刊形式连发 6篇论文，另外两篇介绍研究

方法的论文同日登上 Nature Method。

考

古
西班牙洞穴惊现      2      万年前手印岩画  3.16报道。最新一期《考古学科学杂志》刊发的论文，英国和西班牙的专家们研究了西班牙五个史前

洞穴的手印岩画，发现这些 2万年前的绘画多达四分之一是由 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绘制。专家表示，

这是一种面向家庭的集体活动，而不是个人的创作。研究人员考察了西班牙五个史前洞穴的手印岩

画。

约旦考古遗址“沙漠风筝” 距今      9000      年  2月 22日，约旦旅游与古迹部宣布，该国发掘出一处新的历史考古遗址。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7000

年。位于该国东南部沙漠腹地，由绵延数公里的石墙组成，因从高空俯瞰，该遗址形似风筝，因此将

该处遗址其定名为“沙漠风筝”。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沙漠风筝”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

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也被考古专家认为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知的最早的大型人造建筑之一。此外，

考古专家还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人形雕像、动物雕塑、海洋化石和人造工具。

阿布扎比考古学家发现      8500      年前的古老建筑  2.19报道。近期阿布扎比考古学家发现了 8500年前的古老建筑，打破了阿联酋最早建筑的记录，提

前了500年。这些惊人建筑，这可能是阿联酋最早的社区所在地。新石器时代发展起来的长途海上贸

易路线是该地区定居点的催化剂，但最新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在那之前就存在了。

秘鲁沙漠发现神秘天文台，专家：由未知文明建造 根据 4.2报道，近日，在秘鲁的一个沙漠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太阳天文台，它一共由 13座石塔

组成，沿着地平线从北到南排列，看起来非常特别。考古学家称，这座神秘的太阳天文台，大约是在

2300多年前建成的，而且它在被使用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后，就被废弃了，如今当人类发现它的时

候，早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墟。可以看出它当初辉煌非凡的模样，除了这 13座石塔之外，研究者认为，

在后面的山顶上，应该还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殿，作用类似于现代的“行政中心”。

埃及发掘出五座古代墓葬 距今已有      4000      年历史  3月 19日，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首都开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一支考

古队日前在开罗以南的塞加拉地区新发现了五座古代墓葬，墓葬中发现的物品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7

世纪的埃及古王国时期。2020年 11月，塞加拉地区出土了 100具距今约 2500年的彩绘木棺；2021年

1月，埃及一支联合考古队在塞加拉地区发掘出 4300年前古埃及第六王朝法老朱塞尔一名王后的陵

庙。

埃及发掘出古希腊罗马时期神庙遗址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4月 25日宣布，一支埃及考古队日前在北西奈省发掘出一座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庙

遗址。考古队在该遗址地表发现一座大门，以此确定了神庙的位置。除安装在大门顶部的花岗岩门楣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9081678390473578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1020029&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270840290102081671721E276826&group_id=709081678390473578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3w.huanqiu.com/a/24d596/47GQOnXnTka?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773556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00819270102091581352569D256&share_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1911948199117353/?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8892096&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02173455010208037221100286C0&group_id=7081911948199117353&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633467282907187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324033&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201027120102091590262563D72A&group_id=706633467282907187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u07HTXR14bIw5SjlbPYmr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551033963420112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7425798&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161816380102120360981B077331&group_id=707551033963420112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vdgGM_ecBmRLZXMKLXcMZg


之外，大门由两根粉红色花岗岩柱子组成，每根柱子长约 8米，厚约 1米。神庙由泥砖建造而成，顶

部由粉红色花岗岩柱支撑，入口位于东侧，楼梯上铺着大理石。

埃及拆除太阳船博物馆旧址，胡夫金字塔全貌数十年来

首次亮相

2月 5日，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援引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齐里的话报道说，位于

埃及吉萨省胡夫金字塔南侧的太阳船博物馆旧址已被拆除，此前被该博物馆遮挡的金字塔南角得以露

出。这也是胡夫金字塔全貌数十年来首次同公众见面。

迪拜未来博物馆盛大开幕 灯光秀科幻动感 2月 22日，阿联酋迪拜，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博物馆之一的迪拜未来博物馆在极具

科幻感的灯光秀中绚丽开幕。耗资 1.36亿美元建设，由 Killa Design设计。它独特的椭圆环状外观

融合着艺术与隐喻，形如“丹凤眼”，与摩天轮“迪拜眼”组成迪拜“注视当下，眺望未来”的精神

象征。

巴黎圣母院修复三年，一批地下宝藏重见天日 4.16报道。在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三周年来临之际，巴黎圣母院宣布了一系列修复工作进展，其中还

包括在修复中于教堂地下意外获得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称之为“非同寻常、激动人心的宝藏”。这

次发现的是几座中世纪的古墓、一具人体形状的铅制石棺，以及一扇历史可以追溯到 13世纪的十字梁

隔屏。这种屏风在中世纪后期的教堂建筑中很常见，通常设置在圣坛与会堂之间。这些宝藏，都被埋

葬于巴黎圣母院中庭通道的地板之下。

西藏发掘一处中国已知海拔最高的考古遗址 中新社拉萨 4 月 13日电 2021 年，西藏发掘一处洞穴遗址，这也是目前中国已知海拔最高的考古遗

址，也是西藏单个遗址发现人骨、动物骨骼数量最多的遗址。顶琼洞穴遗址位于日喀则市仲巴县琼果

乡境内。为自然形成的地下溶洞，洞口海拔 5000米，分为上下两个洞穴。基本确定该洞穴为一处秦汉

时期持续利用的人类活动遗存。

温州大罗山首次发现古越人岩画 推断距今      5000      余年  3月 14日，温州大罗山中西部海拔约 500米的花岗岩缓坡上发现数千年前古越人创作的岩画。这是迄

今为止温州市区范围内找到的第一处古越人岩画遗迹。该处岩画遗迹位于瓯海区茶山街道罗胜村附

近，目前发现了包括人物、星象、动物、文字符号等在内的多个图形。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      5000      年前仰韶晚期城垣  3月 14日，记者从“2021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获悉，郑州大河村遗址经 2018—2021 年度系统的勘

探和重点发掘，厘清了聚落功能的性质和文化面貌，发现了5000年仰韶晚期的城垣。

首次且唯一！“江南第一龙”现身 薛城遗址是目前南京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史前古文化遗址，距今 5500 年至 6300年。经考古专家的

论证，遗址被确定为“南京原始人发源地”。3.4报道。近期，薛城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考古队

员经过几个月的田野发掘，发现距今 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墓葬 60余座，出土陶器、玉石器和骨器

100余件。其中，一处由蚬壳堆塑的龙形遗迹，被专家誉为“江南第一龙”。

三星堆继续“上新”！重要发现首次披露 从 2020 年 3月启动发掘至今，目前在祭祀区内总计发现了 8座长方形“祭祀坑”，这其中包括 1986

年发掘的 1号和 2号坑。另外，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又在祭祀区内发现了 2座矩形沟槽和 1座大型

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新披露的信息显示，结合地层关系、出土器物以及碳 14测年结果，专

家现在初步判断，新发现的3号、4号、7号和8号坑年代为距今约 3200年至 3000年，大致相当于晚

商殷墟四期，而5号和6号坑的年代相对稍晚。

https://3w.huanqiu.com/a/34f321/47NXaxESw8d?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860142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300850240102081020980624A155&share_t
https://m.gmw.cn/toutiao/2022-03/04/content_1302829918.htm?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645424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051224020102122031621F339503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493565973082985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7339501&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1518182001020405008522075A50&group_id=707493565973082985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gmw.cn/toutiao/2022-03/22/content_1302857915.htm?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795202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220270601020803810702086784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600128683900980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897157&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140845570102040230260A2BDBD3&group_id=708600128683900980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700894395996624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009650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161608190102121400170F3C4362&group_id=708700894395996624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77/rss/channel/cn/columns/pi5y80/stories/WS62159e99a3107be497a0767c.html?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56687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134827387269991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4111366&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0609360501021218302108D9D0DA&group_id=706134827387269991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134827387269991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4111366&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0609360501021218302108D9D0DA&group_id=706134827387269991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国家文物局通报旧石器时代遗址重要考古发现 3.3，国家文物局通报旧石器时代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河北蔚县下马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以及泥河湾盆

地旧石器考古最新进展，同时解读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

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遗存，对于解读东亚及世界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进

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021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在京揭晓  3月 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论坛上

揭晓了“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

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

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 6个考古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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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 火山灰高达      3000      米  4月 24日，据法新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当日喷发，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海

峡上喷出了厚厚的火山灰，火山灰高达 3000米。印尼地质局官员马迪奥诺表示，这座火山最近几周至

少喷发了21次，但 24日的喷发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

日本一海底火山喷发：喷烟高达      7000      米  《朝日新闻》网站 28日报道，日本北硫磺岛以西约 7公里的一处海底火山，于当地时间 27日下午发

生大规模喷发，喷出的火山烟尘高达7000米。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再次喷发 欧联网 2月 22日电，据欧联通讯社报道，经过几个月的相对平静后，意大利埃特纳火山(Etna)在 21

日的新一次喷发中，喷出了浓浓的烟雾和灰烬，迫使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临时关闭

地震不断 台东      7      小时内发生      79      次地震  “中央社”3月 23日报道，台湾花东近海从 23日凌晨至上午 8时，共发生79次地震，逾 50次有感地

震，显著有感地震13次，超过规模 5级的有 7次，其中最大超6级地震发生在1时41分。

比往年同期高出      40      度！南北两极出现极端高温  通过观测，法国气象局称如今南北极都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拿南极来说，今年3月 18日观测到的气

温为零下11.5摄氏度，而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气温应该在零下 50摄氏度以下，这也意味着，南极目

前的气温，要比往年同期高出了40摄氏度。

欧洲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强风暴 2月 18日，仍然处于隆冬季节的欧洲各地就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强风暴，对欧洲多国造成了重创。

这个被命名为“尤尼斯（Eunice）”的风暴最早出现在靠近北极地区的大西洋北部，2月 17~18日横

扫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群岛，并且登陆欧洲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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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罕见举行峰会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3月 27日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罕见的“阿拉伯-以色列”峰会。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也出席峰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美国，以色列、埃及等 6国外长出席在以色列拉

皮德沙漠酒店举行的峰会。除了《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国以外，埃及外长也参加了这次峰会。

以色列政坛“地震”：内塔尼亚胡将卷土重来？ 4月 6日以色列右翼联盟党党鞭伊迪丝·席勒曼女士宣布自行退出右翼联盟党与现任执政联盟，计划

加入由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领衔的最大在野党利库德集团。退出的理由，她认为本届以色列政府

有伤害以色列国犹太属性与以色列人民利益的行为，而她本人不支持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还表示她

将尝试拉拢与她持相同立场的其他议员一起退出这一执政联盟。这一突发消息，使得以色列政坛瞬间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375948201449936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32228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0717043901020816304911036A05&group_id=7083759482014499364&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998302330683444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8461039&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8175038010212138013151283CD&group_id=707998302330683444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7111886646559240/?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490725&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2208452501020812110509DA7A7A&group_id=7067111886646559240&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787341030257513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8009517&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312251701020809709711012B7C&group_id=707787341030257513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813203458077543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8016757&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314255701020917014708079C15&group_id=707813203458077543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6727912909946934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549077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22208460901020801803025D7DD2B&group_id=706727912909946934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haiwainet.cn/ttc/3541093/2022/0328/content_32375309_1.html?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84610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81750120102081020
https://3w.huanqiu.com/a/667415/47kJAiyz4gP?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5086975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25145556010209159013110A8625&share_t
https://3w.huanqiu.com/a/a4d1ef/47GQnw4XARL?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7735648&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0082048010212188051046C0D27&share_t
https://3w.huanqiu.com/a/24d596/472S5BAg9p4?agt=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4629326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0315410401021214216916378E4B&share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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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钟跨越欧亚 土耳其世界最长吊索桥正式通车  3月 18日，土耳其连接亚欧的世界最长吊索桥——1915恰纳卡莱大桥正式通车。今后，穿越达达尼尔

海峡仅需 6分钟。桥高 318米，主跨 2.23 公里，全长 4.6 公里，此前，人们要驾车穿过达达尼尔海

峡，需要乘坐 1个小时渡轮，加上等待时间，总时长可达 5小时。

美国、欧盟等宣布禁止俄罗斯使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  2.26，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欧盟、美国等已就将俄罗斯多家银行排除出

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达成共识。此举将切断俄相关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并对

它们的全球运营能力构成打击。她说，各方还同意让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陷入瘫痪”，冻结相关交

易。

2022      年以来美国食品加工厂频繁发生诧异大火  自 2022年以来，美国各地发生了一连串非比寻常的火灾，更诧异的是，这些火灾爆发的地点集中于美

国的食品加工厂。多位专家与学者对这一“不寻常”事件高度关注并进行研究，刨除一些规模较小及

问题不大的火灾后，总结了至少 16起发生于美国主要食品工业设施的火灾。

好莱坞多位演员接连爆出丑闻 4.14由威尔·史密斯的掌掴事件开始，美国影视界的丑闻似乎在这个三四月间接踵而至。除了正在成

为一场吃瓜大戏的约翰尼·德普起诉前妻艾梅柏·希尔德诽谤案之外，还有多位好莱坞名人先后落

马。

2022  ，说唱走进超级碗  在美国，说唱成为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已有近 1/4个世纪。2月 13日晚，它终于攻克最后一片处女

地，登上超级碗中场秀。说唱史上最重磅制作人 Dr. Dre和他的说唱家族成员把他们的地盘 Compton

街搬到 SoFi球场。Tam's汉堡店、Dale's甜甜圈店和夜店 Eve After Dark在这条街上比肩，距离超

级碗所在的洛杉矶南部仅 20分钟车程。Dr. Dre在 Compton组建的说唱团体 N.W.A，后来成为匪帮说

唱教父们的摇篮和竞技场。Snoop Dogg给这次秀捧场，说它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体育运动和音乐类

型的结合。”

苹果拿走      Netflix      最渴望的王冠：流媒体时代降临  3.28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重头戏，除了威尔·史密斯大怒掌掴主持人之外，就是苹果出品电影《健听女

孩》拿到了今年的最佳影片奖。这不仅是苹果第一次获奖，更是流媒体电影历史性的第一次赢得奥斯

卡最佳影片。这可是流媒体行业最渴望的一樽小金人。Netflix、亚马逊、Hulu等流媒体平台已经拿

遍了几乎所有的奥斯卡奖项，唯独缺少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这是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最后颁发的

压轴大奖，也是唯一一个所有奥斯卡成员都有资格投票的奖项。Lady Gaga  、三位迪士尼公主等参与颁  

奖

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 捣毁了俄语版市场九头蛇暗网

美国对俄罗斯暗网市场实施制裁

欧联通讯社报道，4月 5日，德国警方表示，德国警方已经查获世界上最大的俄语非法市场九头蛇暗

网(Hydra)，并缴获了价值 2300万欧元的比特币.

4月 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暗网市场“Hydra”实施制裁，此次行动由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联

邦调查局、缉毒局、国税局和国土安全调查局联合发起。同时，美国也与德国警方合作，关闭了

“Hydra”在德国的服务器。

法国，要搞一个大计划 4.17报道。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东部的工业重镇贝尔福声，称要复兴法国的核工业，“掌控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7483982719222280/?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0255063&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181211030102081211061EB99957&group_id=7087483982719222280&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326177914870222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207032&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0609035101020806504213E096EC&group_id=708326177914870222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8313336101086877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9206918&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40609015801020914815320DF5471&group_id=7083133361010868774&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7999562856228509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48460904&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3281748240102122011981613DC49&group_id=707999562856228509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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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能源命运”。迫于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的压力，法国决定让核电挑起实现2050碳中和的大梁，国

有控股的能源巨头法国电力公司（EDF）将建造至少 6座第三代核反应堆，预计于2028年开工，首台

机组在2035年前投运，2050年前建成全部机组。除此之外，再建 8座核电站的可行性也在研究中。而

且现有核电机组中符合安全条件的，也会把寿期从 40年延期到 50年以上。

尹锡悦宣布将总统办公室迁至国防部大楼 3月 20日，韩国候任总统尹锡悦正式宣布将总统办公室迁至位于首尔市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并承诺

将在5月 10日上任首日对外开放青瓦台。由于只能用电梯搬迁，据搬家公司预估，要不分昼夜 24小

时搬运，才能在20天内搬完，可能造成国安空白。

埃及计划在开罗市中心建造一座壮观的玻璃金字塔 在吉萨大金字塔建成 4000 多年后，埃及再次计划建造这种巨大的建筑，埃及住房部长计划在谢赫扎

耶德市建造一座巨大的摩天大楼。除了核心的摩天大楼外，这个名为 Zayed Crystal Spark 的项目还

将包括其他几个城市开发项目。 建成后，计划中的 650 英尺高的建筑将成为埃及最高的建筑，超过

开罗塔，并将被一系列政府、商业和娱乐场所包围。 谢赫扎耶德城将占地约 850 万平方英尺，位于

埃及首都的中心。 

谢里夫当选总理后演讲：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取得进展 当地时间 4月 11日，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席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新总理。据

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谢里夫当天当选后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世界上  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闭环”完成  和若铁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从南疆铁路引出一条连接和田市和若羌县的国铁Ⅰ级铁路。铁路

全长 825.476公里，设计时速 120公里，共设 20个站点(远期规划65个)，其中9个客运车站，将结束

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且末 5县不通火车的历史。和若铁路计划总投资约 221.5亿元，项目于

2018年底正式开工建设，2020年 5月开始全面铺轨，预计2022年 6月开通运营。

历时      5      年，长江和淮河今年底将“打通”  历时5年，总投资 875亿元的引江济淮工程，2022年 9月底将实现试通水，12月底将实现试通航的建

设目标，今年长江与淮河将牵手。引江济淮工程供水范围涉及皖、豫两省 15市 55县（市、区），总

面积 7.06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总长 723公里。安徽省供水范围为 13市、46县（市、区），总面积

5.85万平方公里。

欧洲爆发危机的同时，中国一世纪工程今日贯通 2月 22日上午，地跨长江与黄河水系、被称为“小南水北调”的陕西引汉济渭工程秦岭输水隧洞全线

贯通，全长 98.3公里，最大埋深 2012米的特长输水隧洞，这是人类工程史上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

创造了深埋超长与TBM单机连续掘进世界第一等多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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