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2023年1-2月全球新闻概览【末后事工整理】
真有这么巧么？2023年 2月 23日是全美大学祷告日的200周年纪念。在去年的五月就决定今年由阿斯伯里大学主办大学祷告日的纪念活动。 这个祷告运动最早发生在

1800年初在美国东岸的大学开始 ，而后在 1823年全美的大学确定在每年的 2月最后一周所有的大学联合祷告 呼求上帝转化这世代，从以往截止目前为止，已有 4196

个大学加入这个联盟， 4707个校园组织、教会和个人加入这个祷告行列。  这次阿斯伯里大学在它的复兴祷告之际，大大的推动了它刚好轮值主办的大学祷告日运动。

而刚好在半年之前，一天都不差，2022年 8月 23日，神差派末后事工处理了美国俄亥俄州的大蛇丘，正好位于北美联动祭坛英仙座中美杜莎眼睛的位置，这场属灵争

战跟这次属灵复兴有什么关联，美国有哪些重要土丘，它们是怎样布局以压制美国的属灵复兴？面对 ChatGPT元年，神的儿女们在这场大风暴中要怎样自处？详情请留

意末后事工网站后续报道。

2023年 1-2月 6.1级以上地震一览表（这两个月，地球确实像筛子。。）

2023年 1-2月全球新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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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天象预报  3/2  金星合木星 ★★★★★   3/6 轩辕十四合月★（“狮口含珠”）  3/10 火星合五车五 ★★

3/17 火星东方照 ★           3/24 月掩金星（罕见天文奇观）★★★★★

2023 年 3月 24 日傍晚 18:27 金星合月（视赤经 2h25m45s），地心所见金星在月球以北 0.11 度的地

方，如此近的距离，在中国、印度、非洲等地可见月掩金星。这次相对于中国国内而言，是条件绝佳

的好机会！农历闰二月初三，弯弯的蛾眉月，9.2%被照亮。金星古称太白，如同宝石般璀璨夺目。金

星由月球暗缘掩入，亮缘复出。

2      月天象  2/2 C/2022 E3 (ZTF)彗星最接近地球    2/5 火星合毕宿五    2/6 年度最小满月

2/15 金星合海王星    2/22 金星合月   2/23 蛾眉月、木星、金星排列成一条直线

前所未有！太阳北极发生断裂 像龙卷风旋转 近日，NASA的太阳动力学观测站拍摄到太阳北极突出部的一大块物质从极地断裂脱落，正在太阳北极

周围一个巨大的极地漩涡中旋转。天文学家之前观察到了脱离太阳的丝状物，但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丝

状物以旋风的方式在该地区循环

多国频繁出现不明飞行物 2月 12日晚间，山东日照附近海域出现不明飞行物引发关注和热议，当时官方给出的回应是确实有此

事，并且已经准备击落。当天晚上，深圳夜空出现三个不明发光飞行物，飞速掠过。近日，美国在 8

天内击落 4起“不明飞行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2月 11日表示，加拿大西北边陲的育空地区上空出

现不明物体，已经被美国战斗机击落

印度巨型望远镜收到近      90      亿光年外星系的无线电信号  加拿大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在印度的一个巨型望远镜的帮助下，近日捕捉到来自距离地球近 90亿光年、

名为“SDSSJ0826+5630 ”的星系的无线电信号。这是第一次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探测到此类无线电信

号。

据报道，这个无线电波可以让天文学家们回到过去，了解早期的宇宙。科学家认为，宇宙大约有 137

亿年的历史。

中国重大科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增强器全线贯通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位于北京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增强器在1月13日

全线贯通。增强器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加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长约 454米，主要负责将

电子束流从 500MeV加速到 6GeV，同时在6GeV时接受储存环引出的束流并完成电荷积累，在满足引出

的条件下，适时将束流引出并注入至储存环。

1      米直径小行星砸在英吉利海峡  一颗直径达到 1米左右的陨石，于当地时间 2 月 13日凌晨，坠落在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费康市的海

里，所幸在大气层中被汽化了不少，坠海前又发生爆炸，解体为几颗小陨石，才削弱了威力。

混

种

2023  ，我们不得不面对      ChatGPT      引发的混乱  1 月 28 日，美国“内幕”网站发表文章称，“ChatGPT才出现两个月，就已造成了难以言喻的混

乱。”

虽然 ChatGPT诞生于去年，却有媒体把 2023年视为ChatGPT元年。在我看来，这主要想说明，2023年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506910751839084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296456&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2080736C71430A387CA1D35138C&group_id=719506910751839084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59384132932454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7370&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629304AF8CE44C2D3B21ECB58&group_id=719959384132932454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8843381598630764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3698262&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1420110276320CAB1782957D12A5&group_id=718843381598630764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192671577650022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521338&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4084858C33E52395306786B2F19&group_id=719192671577650022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51809700955804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636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6124832A980B26084F5204ED3&group_id=719951809700955804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529952084001313/?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6451&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614116BBE747C6FD0551E821E&group_id=7199529952084001313&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54648577464784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9597&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70636426AEF00230CAA2107D0&group_id=719954648577464784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3sky-feb/
https://interesting-sky.china-vo.org/2023sky-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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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人们不得不面对 ChatGPT 所引发混乱的一年。自诞生伊始，ChatGPT便受到了人们的狂热关注，

各国注册者众多，但往往被告知“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而无法注册。

ChatGPT      背后模型被证实具有人类心智  2.12 报道，ChatGPT 原来是拥有心智的？！“原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心智理论（ Theory of

Mind，ToM），已经出现在ChatGPT背后的 AI模型上。”这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最新研究结论，一经

发出就造成了学术圈的轰动：所谓心智理论，就是理解他人或自己心理状态的能力，包括同理心、情

绪、意图等。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发现：davinci-002版本的GPT3（ChatGPT由它优化而来），已经可以解决 70%的

心智理论任务，相当于7岁儿童；至于GPT3.5（davinci-003），也就是ChatGPT的同源模型，更是解

决了93%的任务，心智相当于9岁儿童！然而，在 2022年之前的GPT系列模型身上，还没有发现解决

这类任务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们的心智确实是“进化”而来的。

ChatGPT      概念股疯炒  ChatGPT      成当前的一大聚焦点  。一方面是研究的纷纷聚焦，另一方面是来自二级市场各类概念股的疯

炒，同时也有来自用户数量的骤增，有数据表明，发布五天，已有超过 100万玩家。2月6日，“券业

一哥”中信证券研究部发布研报称，ChatGPT 在中短期内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搜索引擎，也较难改变当

前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竞争格局，但料将会加速搜索引擎演化进程，并在中期形成以传统搜索为

主、ChatGPT类模型为辅的新搜索引擎形态，相应带来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巨头 AI 投入大幅增

加，ChatGPT产生的鲶鱼效应，料将推动全球 AI产业化进程的全面提速，以及 AI生成内容时代的全面

到来。

微软：人类正在进入      AI      时代，和谷歌竞赛从今天开启  2月 7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微软 CEO萨蒂亚表示，在 AI技术的推动下，微软旗下搜索引擎必

应（Bing）和 Edge 浏览器将有能力挑战谷歌的领导地位，并从谷歌口中夺下部分市场份额。目前，

谷歌在搜索领域牢牢占据着九成以上市场。他对于撼动谷歌一事颇为热情高涨。在被问及微软何时可

以挑战谷歌时，他直言，搜索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竞赛从今天开启”。对于 AI，纳德拉给出了极高

的期望，他提到，人类正在进入 AI时代

谷歌出手了！  3      亿美元投资      ChatGPT      竞品  眼看微软 AI事业靠着 ChatGPT扶摇直上，谷歌终于坐不住了。据媒体 2.3报道，谷歌已向人工智能初

创企业 Anthropic投资约 3亿美元，以期在当下火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一席之地。通过

这笔交易，谷歌将获得Anthropic约 10%的股份，后者要用这笔钱从前者的云计算部门购买大量计算

资源。报道称，谷歌证实已经进行了一项投资，并且与 Anthroic 签订了一项大型云计算合同，但没

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科技巨头与 AI新贵的互相“绑定”，表明科技巨头需要 AI技术来加固自身的

“护城河”堤，而 AI新贵也离不开科技巨头们的“云”支持。

谷歌：在量子计算机上取得重大进展 2月 22日，谷歌宣布，在量子计算机的纠错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一研究结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在多数情况下，量子计算机很容易犯错。这是因为量子比特（量子位）依赖的量子态只能维持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314501540380727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7145168&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231739281576A74816F12E05330E&group_id=720314501540380727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616298916092368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50502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4180349198E5C79ED807657CCDF&group_id=719616298916092368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767715013964646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846943&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81702230837B02A33E5470244BF&group_id=7197677150139646464&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693757061215081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689024&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6211024833E864CE37B592701C7&group_id=719693757061215081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719599803534595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734572&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70949317DF7A581D676704A7036&group_id=719719599803534595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p.weixin.qq.com/s/zgrJVFvkqG69BrQCky193A


不到一秒钟。这意味着，计算机还没来得及完成计算，量子系统中编码的信息就很可能已经丢失了。

谷歌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以将量子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通过多个量子比特传播，这意味着，即使单

个量子比特脱离了它们的量子态，整个系统依然可以保留足够的信息来完成计算。

“  灾难级”！全球芯片巨头业绩突然爆雷，意味什么？  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交出一份“灾难级”财报。1月26日美股盘后，英特尔公布2022年四季度及全年

业绩，这家芯片巨头四季度业绩未能达到市场预期，大幅下滑 32%。创下 2016 年来最低季收入。同

时，该公司还预计，第一季度将出现意外亏损，销售额预期区间与分析师的预期相差数十亿美元，这

将是该公司自 2010年以来最低的季度总营收。不仅仅是英特尔遭遇重创，随着全球对 PC产品需求放

缓，AMD、英伟达的单季度营收都曾遭遇超出预期的大幅度下跌。

硅谷五巨头“最惨一季”：赚钱变难，裁员继续

苹果失守，  2      万亿俱乐部解散  

2月 2日，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苹果集中发布 2022年四季度财报，加上此前已经披露该季

度财报的微软、Meta，这个财报季，硅谷五大科技巨头的成绩单已经集齐。去年三季度财报发布后，

硅谷几大科技巨头就因业绩表现不及预期，集体股价下跌，并在四季度掀起了裁员潮，一个月内，单

是 Meta、亚马逊就裁员 2万余人。对于四季度财报，市场此前对于业绩下滑已经有所预期。根据最新

财报，2022年 Q4期间，五大科技巨头的营收增长均没有超过 10%，净利润都处于下滑态势。悲观预期

之下，进入2023年，五大科技巨头的裁员潮还在持续。

7900      亿灰飞烟灭，华人富豪也扛不住了  美国科技公司的裁员潮越演愈烈，在疫情期间逆势扩张的 Zoom 也官宣裁员。投资家网获悉，Zoom 计

划裁员 1300 人，占到全球员工的15% ，相关费用最高达 6800 万美元。Zoom 创始人兼 CEO 袁征承诺

2023 年降薪 98% ，核心管理层降薪 20% ，同时全部放弃 2022 年的奖金。疫情期间，Zoom 人员规模

扩张三倍以上，但公司高增长态势却难以为继。此外，与巅峰期相比，Zoom股价暴跌近90% ，公司总

市值蒸发超1166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7929 亿元），Zoom 似乎陷入了至暗时刻。

日本拟开元宇宙“百年百货店”，三菱京都府等已加盟 据共同社，日本促进运用网络虚拟空间“元宇宙”相关研究的“元宇宙推进协议会”1月 23日宣布，

打算汇集全国创业以来已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企业，在元宇宙开设“百年百货店”。当前以汇集百家

企业为目标，推动日本酒酿酒商和味噌生产商等加入。协议会还考虑让访问百货店的人透过名品也对

各地特色和历史产生兴趣。该协议会成立于去年春季，三菱商事、NTT都科摩、鹿岛和京都府等约 50

家企业及团体加盟。

考

古

红山考古新发现：牛河梁      6.5      公里处发现大型聚落址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所独具的地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日前，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外发布红

山文化最新发掘成果。除了在牛河梁遗址周边发现大型生活聚落址外，考古人员通过考古发掘还形成

很多新成果，这给“红山古国”原生型文明起源增加了新的证据。

世界最大考古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部分区域开放 2.15报道，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Grand Egyptian Museum）有望在今年全面

完工启用。项目位于埃及开罗郊区吉萨金字塔附近，于 2005 年正式开建，但受政治、金融等因素影

响，建造一度陷入停顿，迄今已耗资超过 10亿美元。目前博物馆修建进入最后阶段，部分区域已开放

并投入试运行，新华社记者隋先凯拍摄了一组开放区域最新实景照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03732337856353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540643&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6174402E444B15635C1BE02645E&group_id=720037323378563533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5792442598261283/?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403890&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31358100B337326D337375A46A3&group_id=7195792442598261283&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212737387194009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62643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5140039804EBA253703FEF0BBDD&group_id=719212737387194009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68770358195050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8940&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65539A8EF9C73D6E2B62063C0&group_id=719968770358195050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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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最古老的非皇室木乃伊被发现在深井底部 埃及考古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在开罗附近的萨卡拉古遗址中精心挖掘了一处遗址，周四宣布了一系列重

大发现，这些发现可追溯到 4000多年前埃及“古王国”的第五和第六王朝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

在约 50英尺深的垂直竖井底部发现的大型矩形石灰石石棺。“石棺重约 45吨，盖子重约 5吨，”萨

卡拉古城遗址的埃及发掘队负责人哈瓦斯博士告诉记者。

《死亡之书》出土，埃及大型墓地塞加拉发现莎草纸书 近日，在塞加拉（埃及境内一个古代大型墓地）新发现了一卷绘制于莎草纸的《死亡之书》。可追溯

到约公元前 1250年，即古埃及新王国的第 19任王朝。埃及考古学家在塞加拉最著名的，也是最古老

的金字塔——阶梯金字塔南部的一座墓穴中的棺木中发现了这份至少有 2000多年历史的画卷。全书绘

制于一卷 16米长的莎草纸上，记录了《死亡之书》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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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号发生火山和地震活动四起  2月 17号全球接连发生四大事件，一个火山爆发，三个中级地震。日本九洲南部的鹿儿岛县 诹访之

濑岛火山再次喷发，烟柱高度 3000米；2月 17号 9时 46分，日本琉璃群岛发生 5.3级地震；2月 17

日 16时 37分，印尼东部马鲁古省东南 125公里处海域发生6.6级地震；2月 17日 17时 37分印尼塔宁

巴尔群岛地区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日本多座火山连续喷发 日前，日本多座火山喷发，大量沙丁鱼涌上海滩，鱼群尸体布满整个海滩，天空出现大量鸟群惊飞。

樱岛昭和火山口于2月 8日喷发，其火山灰高度最高已达 1000米，甚为壮观，像是从火山口吹出了一

朵大型蘑菇云。南岳山顶火山口于 2月9日下午爆发，火山烟雾从火山口升至空中约 2000米。鹿儿岛

县十岛村的诹访之濑岛御岳火山口也于2月 8日喷发3次，其中一次喷发的烟尘高度为1000米。位于

九州地区熊本县的阿苏山火山 8日也出现了微活动，目前处于二级警报状态

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24      小时内发生      165      次喷发  1月 28日，根据墨西哥全国灾害预防中心（CENAPRED）的监控报告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墨西哥的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Popocatepetl）发生165次喷发，主要喷发物是水汽、火山气体和火山灰等

土耳其发生罕见连续大地震 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卡拉曼马拉什省在间隔      9      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发生      7.7      级和      7.6      级地震  ，导致

约 1350万人受到影响。土耳其 11个省份以及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邻国都感受到了地震和随后的数百次

余震，当地时间 24日，土耳其表示，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攀升至 44218人”。这次的灾难，也让这个

国度很多世界历史遗迹受到了重创。土耳其一古建筑在强震中受损，历史可追溯到      6000      年前  

巴基斯坦斯瓦特及其周边地区发生里氏      4.4      级地震  2月 10日，巴基斯坦斯瓦特及其周边地区发生里氏 4.4级地震。据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称，地

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境附近，震源深度203公里。目前尚未有任何人员伤亡报告

时

政

美國肯塔基州亞斯本理大學爆發禱告復興運動，敬拜之

火持續延燒

自2.8美國中東部肯塔基州「亞斯本理大學（Asbury University）」爆發禱告復興運動以來，敬拜之

火持續延燒，目前已知有其他兩所美國基督教大學，也開始了復興運動！美國南方田納西州（State

of Tennessee）克利夫蘭（Cleveland）的李大學（Lee University Campus），是當地最大間「以基

督教為中心」的私立綜合性大學。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雪松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也在本週引發復興行動，學生們同樣持續不斷地敬拜、禱告。

https://www.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248e9197a35ff56e8a5f1347a4ee3e9c05e53afb
https://www.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248e9197a35ff56e8a5f1347a4ee3e9c05e53afb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841596415600287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082091&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1102130FC4514B1C1789E51EC94&group_id=719841596415600287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696976169821851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682015&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61913344F0548E755180E1EEA9B&group_id=719696976169821851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134656938213948/?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198191&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2183631A91E1FD85030B8CC5289&group_id=7199134656938213948&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706537665442667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5734174&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7094254C86DE277AE30564EA8E5&group_id=719706537665442667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16821591267792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197990&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2183310CCB5D9551914CFC99AA0&group_id=719916821591267792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3g.youth.cn/rmtj/202301/t20230129_14282789.htm?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7498568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3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16821591267792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197990&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2183310CCB5D9551914CFC99AA0&group_id=719916821591267792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1118685896032768/?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721264&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819542328431FEED5C20466C415&group_id=7201118685896032768&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351379122351363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98601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917533868F5359E095F7A792C4F&group_id=7193513791223513634&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390843648309714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995092&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92024520B1F4199B27ED2435CAF&group_id=719390843648309714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民

生

娱

乐

体

育

耶路撒冷发生近年来最严重袭击 1月 28日电 “这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时间 1月 27日晚，耶路撒冷一处宗教场所发生

枪击事件，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 8人死亡，多人受伤。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27日晚 8点 15分

左右。“恐怖分子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开枪。他从车里出来，用手枪开始杀人。”警方说。

美国以色列发起两国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以色列向伊朗撂狠话

1月 23日，美国和以色列发起了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演习

向伊朗发出明确信号，强调了美国和以色列联盟的力量。

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多方在约旦安全会议上达成共识 当 2月 26日，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约旦、埃及等五方高级官员在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举行闭门

会议。双方确认他们共同准备并承诺立即停止单方面措施，为期 3至 6个月，包括以色列承诺在4个

月内停止讨论建立任何新定居点的问题，并在6个月内停止批准任何新的定居点前哨基地。代表们同

意将于3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再次举行会晤，以推动实现上述目标。与会代表们强调了此次亚喀巴安

全会议的重要性，这是多年来首次举行此类会议，他们同意按照这一模式继续举行会议。

美国宇航局将发射以色列第一架太空望远镜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发射以色列的第一个太空望远镜任务，即紫外瞬态天文卫星

（ULTRASAT）。ULTRASAT是一个拥有大视野的紫外天文台，它将调查宇宙中短时间事件的秘密，例如

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由以色列航天局和魏兹曼科学研究所领导，ULTRASAT计划于2026 年初发

射到地球静止轨道。除了提供发射服务外，NASA还将参与任务的科学计划。

全球能源格局真变了：以色列都成了石油出口国！ 以色列成了石油出口国，这在2月15日成了一个国际现实。前几年以色列勘探地中海油田和气田，发

现了巨大的储量，并且已经开始和西方公司合作进行量产，如今终于开花结果。希腊天然气公司的公

告称，一批从他们和以色列合作的油田当作开采出来的石油，已经装船运往欧洲。这是以色列历史上

第一次对外出口原油。他们表示欢迎以色列加入“国际石油出口商俱乐部”。全球能源格局在产生巨

大变化。

沙特将建巨型立方体超高摩天大楼，预计      2030      年完工  2 月 16 日，沙特王储兼首相、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董事会主席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外宣

布，将在首都利雅得建造一座名为The Mukaab的立方体摩天大楼。项目符合沙特 2030年愿景，旨在

实现该国经济多元化，助力利雅得作为沙特第一大城市的未来新发展

阿联酋亚伯拉罕家族住宅开放：设有清真寺、基督教堂

和犹太教堂

2月 16日，在阿布扎比开幕的亚伯拉罕家庭住宅是一座跨宗教建筑，设有清真寺、基督教堂和犹太教

堂。阿联酋总统说，来自不同社区的人们在该国创造了“自豪的历史”，“随着阿布扎比亚伯拉罕家

族的成立，我们仍然致力于利用相互尊重、理解和多样性的力量来实现共同进步。”亚伯拉罕家庭之

家是一个文化地标，体现了人类共存并保留了每种信仰的独特特征，将成为一鼓舞人心的全球象征，

体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亚伯拉罕信仰之间和谐共处和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

达沃斯论坛的变与不变 世界经济论坛 2023年年会 1.20闭幕，出现了不少不同寻常的变化：地缘政治割裂欧洲、人类所面临

的挑战空前严峻成为共识、不确定性成为关注焦点、对全球化的反思以及再全球化的号召明显增、对

人工智能元宇宙以及网络数据使用监管等话题的讨论参与度空前活跃、围绕全球人口趋势、未来工作

方式等话题的讨论开始出现等等。

美国剧毒致癌物燃烧形成“毒云” 2月 3日俄亥俄州发生了一起火车脱轨事件，因为担心氯乙烯会引起爆炸，当地应急部门对其进行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933660856118531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328622&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4065021DE95407FB22B061FC7E6&group_id=719933660856118531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nid=news_10204741196014134867&_refluxos=&pageType=1&wfr=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1366320653419040/?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721211&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81953313574852E3B554A668451&group_id=7201366320653419040&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1366320653419040/?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721211&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81953313574852E3B554A668451&group_id=7201366320653419040&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184164361040743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972904&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21174823F146EBD81CFB400045C8&group_id=720184164361040743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0568365646135867/?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60412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711220944F811F284BF762DD07F&group_id=7200568365646135867&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280769970736389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7210108&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24114147D1307E1315A2493B8A7E&group_id=720280769970736389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458384244578765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7483666&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27154105F802317FEBEEF60EA6F4&group_id=7204583842445787652&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824952453933447&wfr=spider&for=pc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207557932620242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626352&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5135912B157553CC2623BCD8F2D&group_id=7192075579326202429&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353294621592833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950037&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9075357A291938EBE2A43F7B34E&group_id=7193532946215928335&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受控释放”，也就是把氯乙烯排入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坑道内引爆并使其持续燃烧，避免这种有毒气

体扩散到空中。但是，从现场的图片也能看出来，当地根本没做到受控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形成黑

云冲上天空，在风的作用下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事发后不久，刚好有网友乘坐飞机途径此地，拍到了

黑色的羽流，是燃烧后产生的黑烟，在8000米的高空中都清晰可见。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卡车泄漏有毒硝酸，高速路被迫关闭 2月 14日，一辆运送硝酸的油罐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附近的州际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剧毒、

具有挥发性的化学物品泄漏，亚利桑那州 10号州际公路的部分路段不得不双向关闭数小时。现场图片

显示，黄褐色的浓烟不断从车罐中冒出，并弥漫开来。

齐声警告美国衰退！美国四大银行财报到底说了什么？ 财报季序幕拉起，华尔街巨头们再次警告美国今年或将出现温和衰退，前景并不乐观。1月 13日摩根

大通、美银等华尔街巨头公布了四季报。摩根大通四季度收入和利润均超预期增长，但公司预留了 14

亿美元的净坏账拨备并称今年可能被迫为存款支付更多费用，警告净利息收入可能不及预期，预计经

济将出现温和衰退，分析师称之为“对整个行业的警告”。美国银行四季度盈利和收入也高于预期，

但净利息收入略低于预期，其 CEO指出，经济环境日益恶化，需增加贷款拨备；富国银行四季度 EPS

盈利同比超预期腰斩，CEO称，该行在密切关注利率上升对客户的影响，认为 2022 年是“经济周期的

转折点”；花旗集团银行利润同比下降 21%。

酋长队击败老鹰队，蕾哈娜时隔      5      年又上  "  美国春晚  "  2.1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超级碗（SuperBowl），也就是 NFL的年度总决赛，今年是堪萨斯酋长队对阵

费城老鹰队，对于众多热爱体育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场不容错过的盛会。赛事本身挺精彩，创造了多

项记录，最终酋长队以 38-35的比分击败老鹰队，拿下了冠军，这是酋长队 3年内 2次获得超级碗冠

军。蕾哈娜时隔 5年又上"美国春晚"！13分钟塞进 12首歌！推特被搞崩！

《瞬息全宇宙》领跑第      95      届奥斯卡奖提名  1月 24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24日宣布第 95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奇幻冒险喜剧影片《瞬息

全宇宙》以 11项提名领跑群雄，该片女主角杨紫琼成为第一个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的亚裔演

员。

由关家永和丹尼尔·施因内特共同执导的《瞬息全宇宙》不仅拿下备受瞩目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提名还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等共 11项提

名。

埃尼集团在东地中海埃及近海地区有重大天然气新发现 意大利能源集团埃尼 1月 15日发布声明称，在东地中海地区埃及近海纳吉斯（Nargis）海域的纳吉斯

1号勘探井有重大的天然气新发现。Stena Forth号钻井船在水深 1014英尺（约合 309米）的区域钻

探含气砂岩地层，发现净厚近200英尺（约合61米）的中新世和渐新世含气砂岩，可利用公司现有设

施开发。纳吉斯区块总面积近 1800平方公里，运营商雪佛龙和埃尼集团全资子公司 IEOC Production

BV各自持有45%的股份，当地能源企业塔尔瓦石油公司持有剩余的10%股权。

突爆惊雷！  8000      亿巨头宣布破产  资产交易规模超1100亿美元的“币圈”巨头突然宣布破产，再度令全球虚拟货币市场风雨飘摇。当地

时间 1月 19日，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Global Capital正式在当地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其是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之一，2022 年 Genesis总计发放了 130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800亿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90899912505033250/?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4270348&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1211105483DC8CFA29A822486A48A&group_id=7190899912505033250&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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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024902242104170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76442309&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1514250889E442AAD922560CB546&group_id=720024902242104170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


元）的加密贷款。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一则“残酷”数据，也引发热议。1月 2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

基于警察厅自杀统计（初值）的最新汇总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1584人。在引起自杀的

诸多原因中，因健康原因自杀者占据最多数。

卡塔尔的成就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胜利” 1.18报道，到本届世界杯赛事结束之时，卡塔尔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这种胜利不仅在于以世界

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组织和主办了本届世界杯，更在于它重建了世界对卡塔尔、对阿拉伯人及其

文化与价值观的心理形象：提升了卡塔尔的国际形象、纠正了外界对阿拉伯民族的刻板印象、“犹太

复国主义的曝光与巴勒斯坦事业的胜利”

花瓣纹、貔貅、麒麟……  2023      春晚，文物元素很炫酷  1月 9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顺利完成第三次彩排，曝光了一些以《抱朴

子》《史记》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和故宫等古代建筑元素遗存为原型，由年轻的视觉设计团队创

造出的上古神兽形象——白泽、麒麟、貔貅等，旨在让孩子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喜爱的精神

“偶像”。

《三体》热映，出品人被投毒谋杀的因果 1.15  ，《三体》电视剧终于上映了  。出品人，还是游族影业 CEO，林奇。但林奇二字，镶嵌了黑框。

因为，他已经在两年前，遭到离奇投毒谋杀，含恨离世。彼年，林奇才 39岁。身家已经68亿。那是

2020年 12月 25日。新冠疫情将在几天后爆发。林奇没能活过那个圣诞节。那年 12月 16日，在办公

室里上班的林奇，忽然感觉到身体严重不适——是已经撑不住的难受。于是他紧急打车去了一家熟悉

的私立医院。医生迅速发现，他的症状很离奇。他出现了很明显的毒物损伤的迹象。但是，一下子还

不能确诊，是哪些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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