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省“时光机”、迪拜元宇宙、美股大跳水、政要辞职潮——2022年 7、8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整理】

其实最蹊跷的还不是上面这 4条，而是美国乔治亚州著名的巨石阵被爆破拆平，紧接着美国地标建筑胡佛水坝发生爆炸，没过几天，美国最大水库水位下降后爆出耸人

消息，而这水库正是位于胡佛水坝北面的米德湖。。这些是巧合么？还是灵界激烈争斗的结果？这一轮谁胜谁负？不管怎样，今年 8月，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超然的转

折。欲知原因？或待9月揭晓。。

2022年 7、8月全球6级以上地震一览：

2022年 7-8月全球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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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天象预报   9/10 九月英仙座ε流星雨极大   

9/17 海王星冲日  9/23 秋分  

9/26 木星最接近地球   9/27 木星冲日  

9/27 白昼六分仪座流星雨极大

8      月天象回顾  8/11 天王星西方照、8/12 年度第三大满月、8/13 英仙座流星雨极大、8/15 土星冲日、8/15 木星合

月、8/18 天鹅座κ流星雨极大、8/18 金星合鬼星团、8/28 水星东大距

100      光年外惊现“海洋行星”  ，可能支持生命  8.26，据最新一期《天文学杂志》刊发的论文，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海洋行星”，距离地

球100光年，被一层厚厚的水覆盖，类似于木星和土星的一些卫星。这颗行星的大小和质量比地球略

大，而且离其恒星很远，可能支持生命。

最新发现神秘“休眠黑洞”，距地球仅      16      万光年  7月 20日报道，目前，天文学家在距离地球16万光年的区域发现一个“休眠黑洞”，其质量至少是太

阳的9倍，它环绕一颗恒星运行。一支被称为“黑洞警察”的研究团队通过搜索剑鱼座狼蛛星云大约

1000 颗恒星，最终确认了该发现，他们指出，这是在银河系外探测到的第一个“恒星质量”休眠黑

洞，恒星质量黑洞是当较大质量恒星到达生命尽头，并在自身引力下坍缩时形成的。如果黑洞不积极

地吞噬物质，就会被描述为“休眠黑洞”，该状态下它不释放任何光或者其他辐射。

天文学家首次在深空探测到紧凑、巨大的三星系统 据 CNET报道，在我们宇宙深处的某个地方，一场恒星“芭蕾舞演出”正在进行。在黑暗的太空“幕

布”下，三颗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恒星被它们自己的引力锁定在一起“跳舞”，并在它们共同的发光

体中闪闪发光。其中两颗炽热的气体球紧紧地绕着对方旋转，按照地球上一天的节奏完成它们的共同

轨道。同时，第三颗恒星稳定地环绕着这两颗恒星，为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投下了聚光灯”。

詹姆斯  ·  韦布空间望远镜发布非凡的太空图像  8.31报道：韦布拍摄的物体是一颗距离我们大约 5,600光年的恒星，韦布的红外“眼睛”发现了一个

非凡的细节：这颗恒星周围环绕着向外辐射的同心圆光环。这颗恒星是天鹅座中一对稀有双星系

统，，由极为罕见的沃尔夫-拉叶星（称为WR 140）和一颗炽热的大质量 O型伴星组成。沃尔夫-拉叶

星非常热、非常明亮，而且非常古老，在它们的主序列寿命结束时，它们的氢已经耗尽，富含氮或

碳，并以非常高的速度失去质量。O型恒星是已知质量最大的恒星之一，也非常炽热和明亮。这对双

星的恒星风以每秒约 3,000公里的速度吹向太空，因此，两者都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失去质量。

地面望远镜比哈勃厉害？已知最重恒星的清晰影像 8.19 报道，美国科学家公布消息，观测的 R136 星团位于大麦哲伦星系中的蜘蛛星云（Tarantula

Nebula），R136a1是星团的成员，距离地球约 160,000光年。先前观测到的亮度和温度以理论估计恒

星的质量，认为R136a1质量约是太阳的250到 320倍。是已知质量最大的恒星

韦布空间望远镜令人惊叹的星系图像看起来像一个虫洞 7.23报道。NGC 628是我们天空中最壮观的星系之一，它也被称为幻影星系或 M74，是一个“宏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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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旋涡星系：一个具有突出、结构良好且相对清晰的旋臂。距离我们只有 3,200万光年，可以提

供大量的研究细节。此前，该星系已被多次专业成像，包括由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广域红外巡天探测器

(WISE) 等空间天文台的拍摄。但韦布的图像与其他图像不同的是，中红外范围突出了宇宙尘埃和深空

的位置。

詹姆斯  ·  韦布望远镜发布了第一批震撼照片  7.12，韦布空间望远镜揭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早期宇宙照片，可追溯到 130亿年前的宇宙历

史。NASA提前发布了这幅迄今为止最深、最清晰的遥远宇宙红外图像，这张被称为“韦布第一深场”

的星系团 SMACS 0723 的图像包含数千个星系，很多最微弱的物体首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片

“山脉”和“山谷”点缀着闪闪发光的星星，实际上这里是船底座星云中一个名为 NGC 3324的年轻恒

星形成区域的边缘，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在红外光下首次揭示了以前不可见的恒星诞生区域。NGC

3324位于大约 7,600光年之外，这幅照片由韦布的近红外相机 ( NIRCam ) 和中红外仪器 ( MIRI )

拍摄。

詹姆斯  ·  韦布空间望远镜首次探测到超新星  韦布空间望远镜意外地发现了它的第一颗超新星——一颗垂死恒星的爆炸，这让科学家们倍感惊讶，

他们表示，这一发现可能会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距离地球约 3 到 40 亿光年的名为

SDSS.J141930.11+5251593 的星系中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明亮物体。这颗明亮的天体在五天的时间

里迅速变暗，这表明它可能是一颗超新星，在恒星爆炸后不久就被我们幸运地发现了。天文学家将新

的观测结果与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存档数据进行了比较，确认这个光源是新的，进一步证明这就是一颗

超新星。

世界最强望远镜在建中，寻找暗物质和外星人都靠它 据报道，12层楼高的巨型麦哲伦望远镜（GMT）正在建设中，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望远镜，这台

望远镜将回答人类一些最大的问题，如最早的恒星、最早的星系、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秘密，以及适合

生命的太阳系外行星。它的集光面积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10倍，空间分辨率是其4倍。位于

智利海拔 8255英尺的场地正在为下一阶段的施工和浇筑地基做准备。

“  中国复眼”落户重庆！或掌握地球部分生命的命脉  先有“中国天眼”，后有“中国复眼”？的确，中国复眼已经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开建了。基本的

设施已经建立好了，已安装 2部雷达设备，正在进行伺服分系统调试。预计在今年9月就能“启动逐

步运行”。整个工程是预计为 3 个时期。“中国复眼”也堪称中国的第二大天眼，FAST叫“中国天

眼”，并且是属于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复眼”与它存在一定的差别，是由很多“小天

眼”构造出来的，它由很多小天线构成一个大雷达，所以我们将成为“中国复眼”，就像是我们说的

昆虫复眼一样，是多个眼睛看东西。所以，在建成之后，也算是“中国第二大天眼”，具有不一样的

能力，它将是世界首部具备三维成像和形变监测的深空雷达，能够实现太阳系天体高精度主动观测。

所以，是世界首个实力深空雷达。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对上亿公里外的小行星和类地行星观察，拓展人

类深空观察的边界。

美国登月火箭取消发射 曾遭遇了燃油泄漏和      5      次雷击  8月 29日 NASA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因燃料泄漏发射中断，“阿尔忒弥斯 1号”无人绕月

飞行的测试任务被迫取消。登月火箭还遭遇了雷击事件。位于加州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自 27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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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持续遭遇雷雨天气，登月火箭所在的避雷装置包括一座高约 183米的防雷塔，在火箭发射前48小

时内遭到了至少 5次雷击。“猎户座”太空舱里将只有 3个人体模型和一个“史努比”毛绒玩具，将

进行世界上第一个深空生物实验

世界上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器实验正式启动运行 世界上最大的暗物质探测器「勒克斯-泽普林」（LUX-ZEPLIN）实验正式启动运行，美国南达科他

州。7月 7日，勒克斯-泽普林实验公布首份数据报告，证实其能够正常运行且具有足够灵敏度。这座

实验设施建于地下1.5公里矿井内，通过岩层和高纯度钛金属壳隔绝宇宙辐射和粒子干扰。设施最核

心部分是装有 7吨液态氙的实验桶，主要原理是利用液态氙与暗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寻找暗物质。

CERN“  大型强子对撞机” 停动三年，加速重启  7月 5日下午 4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将启动其大型强子对撞机。它已经 3年多没有启动了。有许多理

论在流传，这可以打开微小的量子黑洞。7月5日，他们将以13.6万亿电子伏特（13.6TeV）的速度启

动它，创造世界纪录。强子对撞机（也被称为 CERN）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也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 这机器大得惊人，有 17英里长，埋在地表下574英尺。许多杰出的物理学

家，包括霍金，都认为它不仅有可能摧毁世界，而且还有可能摧毁宇宙本身。

新疆夜空出现多个不明发光体  ，颜色五彩纷呈  7月 16日夜晚 23时左右，在新疆的库尔勒市、吐鲁番市的市民，又拍摄到了一组夜空神秘发光体现

象。与以往大多数的发光体不同，这次出现的景象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同时出现多个发光体向地

面坠落；第二是发光体的颜色不同，有的呈黄色，有的呈绿色，有的呈蓝色，甚是绚丽；第三则是形

状各异，有的有长长的“尾巴”，有的则像个小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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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      AI      破解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结构  去年，谷歌 AlphaFold 人工智能软件成功预测了人体几乎所有的蛋白质结构，这意味着人工智能

（AI）开始攻克生物科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难题。如今，这家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又进

一步破解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结构，其 AlphaFold算法构建的数据库中如今包含了超过 2亿种已

知蛋白质结构。2亿种蛋白质结构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涵盖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已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

的生物。这一突破将加速新药开发，并为基础科学带来全新革命。

马斯克称已将自己大脑上传至云端

 

当地时间 7月 18日，狗狗币联合创始人比利·马库斯在推文中写道，“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大脑上传

到云端，并且可以和虚拟版本的自己聊天，你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马斯克回复称，“已经这么做了。”。7      月初，马斯克发推，会见了教皇  

打破次元壁垒，世界首尊虚拟歌手蜡像“洛天依”  入驻  

上海杜莎蜡像馆

7月 13日报道：近日，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举办“‘依’起圆梦，舞动杜莎”洛天依蜡像揭幕活动，

世界首尊虚拟歌手蜡像正式入驻上海杜莎，这也是杜莎百年经典蜡艺与中国虚拟人产业的一次创新结

合。

MIT      正试图建造一台“时间旅行”机器  来探测暗物质  7.19，据 BGR报道，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物理学家们创造了一台可以测量振动原子的“时间逆转”

机器。原子之间的振动蕴含着大量的信息。而且，如果科学家们甚至能够弄清楚如何准确地测量这些

振动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那么就可以为他们以前能够利用的信息打开新的大门。

迪拜政府准备开设元宇宙部门 已下达国家行政指令 7.7报道，在一些人眼中，迪拜就是潮流的象征。近日，迪拜政府准备开设元宇宙职能部门。迪拜所

在国家阿联酋是目前制定元宇宙战略计划的国家之一，近期迪拜政府正通过第三方机构以寻求部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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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过渡至元宇宙。该计划旨在使元宇宙行业成为高产值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迪拜的元宇宙战略是国

家行政指令，致力于至2030年使元宇宙经济规模占该国 GDP的1%，并提供 4.2万个元宇宙工作岗位。

首批来自迪拜的元宇宙公司之一的电话通信技术公司（TCT），在获得迪拜数字政府的初步批准后，正

在创建最大的可持续智慧城市，他们将提供商业企业在虚拟世界中所需的一切，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

中与其他用户互动。其首席科技官表示，希望能将迪拜建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字经济体，让迪拜

和阿联酋成为中东和北非的硅谷。

2025      年产业规模将达      3500      亿！上海抢占元宇宙赛道  “上海将力争打造 10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100 家‘专精特新’企业，推出 50+示范场

景、100+标杆性产品和服务，到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3500亿。”在 7月 8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介绍了上海在“元宇宙”赛道的最新布局。日前，上海印

发了《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吴金城表示，元宇宙是未来虚拟

世界和现实社会交互的重要平台，是数字经济新的表现形态，潜力巨大。上海将坚持虚实结合、以虚

强实价值导向，发挥上海在 5G、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在线新经济等方面优势，推动元宇宙更好赋能

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

西藏元宇宙建设方案出炉 7.29报道，西藏元宇宙建设方案出炉，古城拉萨纵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作为 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

会唯一京外城市独立举办主题峰会，拉萨峰会以“数字桥梁跨越喜马拉雅”为主题，邀请知名院士、

产业专家、企业家代表齐聚古城拉萨，共话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搭建西藏发展高原特色数字经济、建

设数字西藏、促进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发展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当日，在拉萨峰会分会场，西藏元宇宙

研究院发起成立，徐红星院士任名誉院长。据了解，西藏元宇宙研究院系统制定了《西藏元宇宙建设

方案》，提出了一个元宇宙智库、一个元宇宙研究院、一个科研平台转化公司、一只产业基金和一个

元宇宙产业园的“五个一”西藏元宇宙路径。根据建设规划，西藏元宇宙将重点关注新一代短焦 VR眼

镜、城市元宇宙、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 PAAS平台等 8大千亿级赛道项目。

人民灵境研究院正式成立 由人民网主办的2022游戏责任论坛 7月 30日在京举行，会上，人民灵境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人民

灵境研究院由金报电子与新诤信集团以灵境·人民艺术馆为平台联合发起成立，旨在研究艺术品数字

转化过程中的法律问题、技术规范及监管模式，引导数字艺术品市场的有序发展。灵境·人民艺术馆

是由人民网打造，旨在为艺术家提供数字化平台，为优秀艺术作品提供数字化服务，用科技赋能中国

传统文化，用数字技术服务大众艺术。国内艺术品数字转化方兴未艾，市场规则和标准也在不断探索

中。

北京通州要打造元宇宙示范区，北上广争相布局元宇宙 8月 24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等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的通知，称力争通过 3年的努力，将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以文旅内容为特色的元宇宙应用示范

区。而在本次的《行动计划》中，对元宇宙布局更加细化，提出要在三年内使元宇宙技术创新应用能

力明显提升，培育、引进 100家以上元宇宙生态链企业，落地建成 30项以上“元宇宙+”典型应用场

景项目，推动制定一批元宇宙相关标准，“1+N”产业空间体系初步形成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574213650219060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61427478&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8251937580102121380201D3E83EB&group_id=713574213650219060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m2.people.cn/news/toutiao.html?s=M18zXzIwMTk5Njg4XzMyXzE2NTkxNzA4MTY=&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5925393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73115521201
https://www.toutiao.com/w/173967707734221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9147653&use_new_style=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8e361d12-6653-4992-8e91-85f628419d94&source=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1792692421895836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7333174&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7091019340102081610970B290EE0&group_id=711792692421895836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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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的荒漠里，考古学家首次发现      8000      年前古老城镇  日前，一支由沙特和法国专家组成的考古队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西北约 700公里的 Al-Faw，发现了

一座距今约 8000年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定居点。从该遗址的建筑群和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来看，此处应

是当年一处繁荣兴盛的古老城镇。距离 Al-Faw遗址不远，便是沙特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自

然文化遗产名录”的黑格拉，它是著名的纳巴泰古国的墓葬区，位于沙特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埃尔奥拉

地区。遗址背靠的图瓦依克山，则以其岩壁上大幅连绵的史前岩画而著称。

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有      4500      年历史的寺庙  7月 31日报道，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一座有 4500年历史的寺庙，这座寺庙被认为是古埃及第五王朝

（公元前2465年至公元前 2323年）的“太阳神庙”之一。考古学家是在开罗南部阿布西尔地区的国

王 Nyuserre的神庙下发现这座寺庙的。这一发现表明这些遗骸可能是第五王朝丢失的四座太阳神庙中

的一座，这些只有在历史资料中记载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峁遗址皇城台发现大型人面石雕 8.8报道，陕西石峁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日前在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护

墙上新发现了一件大型人面石雕。石雕本体呈圆弧形，镶砌于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的墙体之上。目前

这件石雕已发掘出两个相邻的人面浮雕，两个人面保存状况较好，神态庄严肃穆，均戴有耳珰，呈现

双目略突出、阔嘴呲牙的表情，其中西侧人面长约 80厘米、高约 50厘米，头戴冠饰，是石峁石雕中

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东侧人面双眼外侧有弧状纹饰。

美国沙漠发现      88      个“鬼脚印”，距今有      1.2      万年  8.4报道，考古学家最近在美国犹他州沙漠的盐滩上发现了一组神秘的“鬼脚印”，据称，这些足迹

是12000多年前的成人和儿童沿着浅河床赤脚行走留下的。这些不寻常的古老足迹之所以引人关注，

是因为它们下雨出现，晴天消失，雨水浸润后脚印颜色变深，阳光照射后干涸，脚印则会消失。研究

人员 7 月初驱车前往犹他州大盐湖沙漠希尔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考古遗址，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组脚

印。最初，该团队只发现了少量脚印，但使用探地雷达对周围区域进行彻底扫描后，发现至少有 88个

脚印，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成人和儿童留下的，最小的儿童约 5岁。

美国本土发现中国      3000      年前汉字  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考古学家近日在新墨西哥州、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多个岩壁上发现了商朝

甲骨文。因为文字篆刻时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 2800多年，因此他认为有可能是商朝人最先发现了

美洲大陆。

土耳其凡湖边惊现成吉思汗孙子夏都宫殿废墟？ 蒙古考古学家近日在土耳其东部的凡湖附近发现了一处废墟，怀疑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

（Hulagu Khan）的宏伟宫殿。旭烈兀是伊尔汗国的建立者，占据了现代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大部

分地区。

国内最长木拱廊桥万安桥      20      分钟被烧毁  8月 6日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现存最长木拱廊桥——福建宁德屏南万安桥突发大火，火

情于当日晚上10时 45分被扑灭，桥体已烧毁坍塌，无人员伤亡. 万安桥距今已有超过900年的历史

火 欧洲大旱使饥饿石、二战沉船炸弹等重现人间 8.22报道，今年夏天，欧洲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已遭受了数周的干旱。河流和湖泊已经干涸，严重

影响到正常航运。由于水位连续下降，一些被埋藏了多时的“宝藏”也重见天日：捷克饥饿之石：如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461844803793766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61222656&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823104416010202053152122E810A&group_id=713461844803793766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vLwYz3_Y0pkbDLJLl9tK0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2534287385536153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9105214&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7292233330102121971380A146396&group_id=712534287385536153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UsCWfqweg0F97hPmW_fJVw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2788208374110669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966023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8050843500102091681690E1E44C8&group_id=712788208374110669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6K-kMlrm5hkBPc_n4t70xA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d.youth.cn/shrgch/202208/t20220801_13886592.htm?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5934839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019994933733018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60141642&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810222722010212162151001D022F&group_id=713019994933733018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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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看到我，那就哭泣吧、1944年的二战沉船、重达 450公斤的二战炸弹、1943年沉没的德国驳船、

公元 50年的古桥废墟、5000      年前的西班牙巨石阵  、30年前的西班牙“鬼村”、英国教堂废墟、17世

纪的花园、朗利特庄园的“幽灵花园”

气候变化在欧洲展现巨大破坏威力 当地气温高得惊  人  7月 18日讯 南欧当局上周日为控制西班牙、希腊和法国等国家的巨大野火而战。数百人死亡的原因

归咎于气温飙升，科学家们认为这与气候变化是一致的。在西班牙，当温度超过 40摄氏度（104 华氏

度）时，直升机将水洒在火焰上，而且通常多山的地形使消防员的工作更加困难。震惊的居民看着中

西部 Jerte 山谷上空升起的浓烟说，炎热使他们以前绿色和凉爽的家更像西班牙半干旱的南部。

伊朗南部发生      3      次      6      级以上地震  致      5      死      49      伤  伊朗南部 2日凌晨发生3次 6级以上地震，目前已造成 5人死亡、49人受伤。首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

间 2时 2分，震中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的哈米尔港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

冰岛格林达维克火山开始喷发 8月 3日，根据冰岛气象局的信息，冰岛格林达维克火山（Geldingadal rı ）开始喷发，熔岩正在格尔

丁加山谷流动。

日本樱岛火山喷发当地提升安全警戒级别 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24日晚间樱岛火山喷发，当地已经将安全警戒级别提至最高的5级。

当地时间 20点 05分，樱岛火山喷发，浓烟滚滚，火山灰喷至2500米高空。日本气象厅发出警告火山

口周围 3公里范围内大型火山石滚落的风险，包括鹿儿岛市的两个市区。此外，不排除火山岩浆溢出

的风险。

俄一休眠火山意外喷发 火山灰冲上      2000      米高空  7月 9日，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帕拉穆希尔岛的埃别科火山喷发火山灰，高度超过 2000米。报道称，

研究认为，该火山属于休眠火山，发生熔岩喷发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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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会见阿巴斯，不断暗示“分割耶路撒冷” 7月 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没有以色列官员的陪同下，前往东耶路撒冷访问了一所巴勒斯坦医院——

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并且在访问东耶路撒冷地区时，拜登所乘坐的装甲豪华专车“野兽”上挂的

以色列国旗被摘下，他的专车由之前挂着一面以色列国旗、一面美国国旗换成了两面美国国旗，引起

轰动与震惊！“拜登拒绝让以色列官员陪同访问，以及他将所乘专车上面挂的以色列国旗换下，表明

他不承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主权或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并没有像前任总统川普那样

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因为拜登似乎决心分裂这座城市，即使他没有直接表达，

那么他会在行动和政策方面去推动，”耶路撒冷邮报援引评论人士所述。

以色列议会宣布最终解散，现任总理贝内特宣告下台 以色列议会在 30日宣布最终解散，现任总理贝内特宣告下台。外长拉皮德将出任看守内阁总理直到

11月议会选举。去年6月贝内特领导统一右翼联盟与中左翼“拥有未来”党组成执政联盟成功组阁。

然而到现在也仅仅维持了一年的时间。这个结果其实也早已注定，原因很简单。当时合作的目标就是

为了让执政 11年的内塔尼亚胡下台，然而执政联盟内部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分歧巨大，所以说能够

勉勉强强维持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https://www.toutiao.com/w/173715642154087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6767963&use_new_style=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7f9e3f74-b9d0-45f1-8670-90305bbbe6b4&source=
https://mp.weixin.qq.com/s/3-BL3bQlXbUnFZk_6vr89A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1886949432755869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7506958&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71110355801021121502816A724AC&group_id=711886949432755869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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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2164194327619228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58192170&use_new_style=1&req_id=202207190856100102111722001220E17A&group_id=7121641943276192286&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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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体

育

欧洲政要辞职潮 7 月中旬报道，英国首相：辞职、保加利亚总理：辞职、爱沙尼亚总理：辞职、比利时副首相：辞

职、意大利总理：辞职、法国总统：深陷优步公司的秘密交易丑闻、德国总理：深陷迷奸丑闻。

该文作者认为：欧洲国家内部固然有党派纷争、精英操弄、利益纠纷痼疾，美国挑起的俄乌冲突所带

来的客观恶果，使各国通胀剧烈，给百姓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有着直接关系。

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斯里兰卡大骚乱，总统总理辞职 近期，斯里兰卡经历了 1948年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已经失控，总统总理宣布辞职，总

统官邸被抗议者占领。据斯里兰卡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 7月 11日上午，总统戈塔巴雅·

拉贾帕克萨已通知总理正式宣布辞职。

400      亿美元！俄伊签署“史无前例”能源大单，新一轮  

美俄博弈在中东展开

7 月 19 日报道，伊朗和俄罗斯企业当天在德黑兰签署了伊朗经济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投资协

议。俄罗斯将向伊朗石油业大手笔投资 400亿美元。双方签署协议，俄罗斯向伊朗能源企业投资的方

式，实现伊朗开发波斯湾西部海岸的六个油气田的战略目标。由于伊朗拥有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

大天然气储量，外国媒体普遍认为，俄罗斯这一举动将在未来 10年深度改变世界天然气市场发展的格

局。这项合作，对于俄伊双方来说，也是一场双赢。

安倍枪击案的原因是邪教？  事情一下变得很韩国  7月 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演讲时，连中两枪。当天 17点 03分，抢救无效死亡。枪击案的

嫌凶山上徹也，男，现年41岁。于2002~2005年期间，曾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三年。当天晚上，警

方在记者会上公布了山上徹也已经交代的行凶动机。竟然祸起宗教！山上徹也仇恨某个特定宗教团

体，认为安倍晋三与该宗教团体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决定实施枪击。而他仇恨的原因，是自己母亲沉

迷这个教，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3690      亿美元，美国史上最大气候法案获众议院通过  8月 12 日，美国众议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上述法案内容涵盖医疗、气候和税改等多个方

面，预计将带来7400亿美元（约合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以及 4330亿美元（约合2.9万亿

元人民币）的支出。其中有 3690亿美元（约合2.5万亿元人民币）支出计划用于遏制气候变化和促进

清洁能源使用，由此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气候投资。

鲍威尔“放鹰”，美股跳水，道指狂跌千点 8.26在备受瞩目的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作出遏制通胀的严厉承诺，他预计将

继续加息。27 日凌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指跌 3.03%，标普 500指数跌 3.37%，纳指跌

3.94%。3M 公司跌 9.65%，赛富时跌 4.97%，领跌道指。万得美国 TAMAMA科技指数跌 4.1%，谷歌跌

5.41%，特斯拉跌 2.7%。中概股多数下跌，大健云仓跌 23.41%，天美生物跌 19.03%。

巴菲特巨亏      3000      亿  8月 6日晚，“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最新财报，因投资组合出现巨额帐面亏

损，今年第二季度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高达 437.5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利 280.94亿美元。

“  魔鬼巨石阵”遭炸后被美政府强拆  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在全世界都相当有名的巨型石碑阵，竟于当地时间 7月 6日凌晨遭人用炸弹袭击。

目前肇事者身份尚不明确。但随后，当地政府却“借坡下驴”，直接将这个自 1980年建成以来就一直

遭到美国宗教保守派敌视的建造物给彻底拆掉了。被“强拆”的这座巨型石碑阵名叫“佐治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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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Georgia Guidestones），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花大价钱请当地一家花岗岩雕刻公司在 1980

年 3月 22日竖立起来的，石碑上还有地理方向的指示、一个日冕设计和指向北极星的标记等等。

美国地标建筑胡佛大坝发生爆炸 7.19，美国内华达州胡佛水坝坝体西方的变压器起火 冒出浓浓黑烟

7.27  ，干旱致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下降（胡佛水坝所在水库） 警方发现多具人体遗骸  

美国白宫附近发生雷击事件 8月 4日，在白宫附近雷击事件已致 4人死亡，晚 7时左右，一场强烈的雷暴袭击了华盛顿地区。事发

地拉斐特广场北邻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和美国财政部。气象专家瓦加斯基（Chris

Vagasky）告诉《华盛顿邮报》，当天下午 6时 49分，“白宫附近形成 6道闪电，击中了地面上的同

一点”。他说，这意味着在半秒钟内，有六股电涌击中地面上的同一点。

11      个总冠军、  NBA      传奇巨星比尔  ·  拉塞尔去世  8月 1日凌晨，NBA传奇巨星、“指环王”比尔·拉塞尔去世，享年 88岁。比尔·拉塞尔是 NBA以及

北美体育史上夺得冠军最多的球员，他在 1956年首轮第二顺位被凯尔特人选中，此后就开始他传奇般

的职业生涯。

很神秘！德国足协发现      4      个秘密保险箱，若全打开或将  

重创国际足联

8.10，据《图片报》报道，德国足协在清理法兰克福奥托-弗莱克大道6号的旧总部大楼时，意外发现

了4个不为人知的保险箱。其中，3个箱子在位于一楼饮料仓库边上用途不明的房间内被发现；而最

后1个箱子的发现地点就不得了了，它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的房门共有八位密码，前四

位密码只有法务部门的一位人士知道，后四位则只有财务部门的一位人士知道，保密工作可谓是做到

了家。

《指环王》剧集版发新预告 7.7，经典电影《指环王》剧集版《指环王：力量之戒》今日发布新先导预告。预告里，开头有人说了

句“天空很奇怪”，流星现世，中土世界众生仰头，“至高王”吉尔加拉德、凯兰崔尔、埃尔隆德、

“毛脚族霍比特人”萨道克·掘洞等重要角色亮相。

网飞巨制《睡魔》 8.10报道，网飞拍剧，向来财大气粗。这不，又豪掷 1.7亿（约 11.4亿人民币）拍了一部新剧。制作

3 年，号称「 DC 最贵剧集」。高投入带来回报也相当可观。豆瓣开分 8.5（目前降至

8.1），IMDb8.0。

土耳其发现      7      亿吨稀土资源  据国外媒体报道，近日，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勘探出了大量的稀土资源，初步探明储

量约有 6.94亿吨。据当地的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稀土资源，可以供全球至少使用 1000 年，仅这一

项就可以在未来为该国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而且还可以提供很多就业岗位。

土库曼斯坦发现      149      处气田 总储量约      5      万亿立方米  8月 24日报道，土库曼斯坦发现149处气田，总储量超过4.97万亿立方米。其中 139个处于陆地，10

个气田在里海大陆架上。总储量超过 26亿立方米的 54个气田已经进入开采阶段，11个做好开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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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73个正在勘探，11个气田封存。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与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一起名列全球前

四。

俄罗斯在北冰洋发现大量石油 7月 4日报道，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 Oil）宣布在该国北部的伯朝拉海海域中发

现了一个巨大的油田，预计该油田含有 8200万吨石油。在该地区的钻探活动中，他们发现了每天最大

流速为 220立方米的，自由流动的石油，并且该地区石油的是“轻质，低硫，低粘度的”。

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获突破！中国石化顺北油气田

已落实四个亿吨级油气区

8月 10日，中国石化宣布，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实施的“深地工程”获得突破，位于塔里木盆地的顺

北803斜井测试获高产工业油气流，中国石化顺北油气田在塔里木盆地已落实四个亿吨级油气区。经

过多年技术攻关，我国已掌握超深层油气优快钻进技术，攻克了超高强度套管、钻杆、测控仪器等关

键技术。目前“深地一号”垂直深度超过 8000 米的井已有 41口，垂直深 7500~8000 米的井已有 76

口，定向井井深最深达到 9300米，刷新亚洲最深纪录。

江苏高邮发现      11      亿吨页岩油  7.16报道，江苏油田苏北盆地阜二段页岩油新层系获重大突破，11亿吨页岩油资源被激活。这次的资

源发现是在江苏油田苏北盆地，如果说整个盆地的话，我们叫南黄海—苏中-苏北盆地比较多，这个大

盆地是位于山东半岛以南区域，按照公开面积数据显示，是达到了约 18万平方千米。该盆地始于始新

世，新近纪构成统一的沉积盆地。

修建      14      年 中缅国际通道大瑞铁路大保段将于      22      日开  

通运营

7月 22日上午，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理至瑞丽铁路大理至保山段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铁路于2008年

开工建设，数万名建设者艰苦奋战了 14年。大瑞铁路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云南“八出省

五出境”铁路网的重要通道，东起云南省大理市，西至中缅边境城市云南省瑞丽市，全长 330公里，

分大理至保山、保山至瑞丽两段建设。其中，大理至保山段于 2008年开工，先后有数万名施工人员参

与建设。大保段开通后，大理到保山从原来的 2个半小时车程，缩短至最快 1小时左右。未来大瑞铁

路全线开通后，从云南昆明到瑞丽预计 6小时左右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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