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30 31 01（休） 2 3 4 5
元旦-创意案例合集 > 腊八节-创意案例合集 > 1851年1月3日 1969年1月4日 哈尔滨冰雪节　
世贸成立25周年 1920年1月2日 法国物理学家傅科 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生效 第77届金球奖　
2016年1月1日 美国禁酒令生效 证实地球自转 种族歧视创意案例合集 > 黑人日
《全面二孩》正式实施 
          

6 7 8 9 10 11 12
小寒　 美国CES展览会> 周恩来逝世44周年 小程序正式上线3周年 春运开始 1920年1月12日
中国13亿人口日 美国CES十年创意合集 > 斯蒂芬·霍金诞辰78周年 苹果发布第一代iPhone 13周年 中国公安110宣传日 文言文教科书被废止
英国喜剧演员憨豆先生生日 iPhone 创意广告案例合集 > 春运创意案例合集 >
憨豆明星创意案例合集 >

13 14 15 16 17 18 19（班）
不穿裤子搭地铁日 日记情人节　 1983年1月16日 北方小年　 南方小年　
日本成人节 114日可作为品牌答疑日 中国首例人工授精婴儿诞生 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 小年-创意案例合集 >

德国科隆家具展> 情人节创意案例合集 >

20 21 22 23 24（休） 25（休） 26（休）
大寒　 列宁逝世纪念日 1951年1月22日 春节放假前一天 春节　 国际麻风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世界拥抱日　 烫发之父 春节创意案例合集 > 电影《紧急救援》上映 国际海关日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世界拥抱日-创意案例合集 > 卡尔·内斯勒逝世 电影《中国女排》上映 第62届格莱美奖>
马丁·路德创意案例合集 > 电影《姜子牙》上映 格莱美创意案例合集 >
大寒创意案例合集 >

27（休） 28（休） 29（休） 30（休） 31 1 2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正月初四 1886年1月29日 1820年1月30日
苹果发布iPad 10周年 接财神习俗 首辆奔驰汽车问世 南极洲被发现
iPad 创意案例合集 > 奔驰汽车创意案例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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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7 28 29 30 31 01（班） 2
1662年2月1日 国际湿地日　
郑成功收复台湾 1920年2月2日
台湾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胡适启用新式标点符号

国际湿地日-创意案例合集 >

3 4 5 6 7 8 9
第54届美国超级碗> 立春　 1971年2月5日 1956年2月6日 国际声援南非日 元宵节　 第92届奥斯卡
超级碗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抗癌日　 美国“阿波罗14号”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 1984年2月7日 央视元宵晚会　 颁奖典礼>

立春-创意案例合集 > 宇宙飞船成功登月 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实验 元宵节-创意案例合集 > 奥斯卡-创意案例合集 >
太空创意案例合集 > 非洲广告案例合集 >

京汉铁路罢工纪念（1923）

10 11 12 13 14 15 16
国际气象节（1991） 1990年2月11日 1983年2月12日 世界无线电日　 西方情人节　 1564年2月15日 2003年2月16日
1999年2月10日 南非黑人领袖 中央电视台首次 电影《律政俏佳人3》上映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 福彩双色球上市
腾讯QQ诞生 曼德拉时隔27年重获自由走出监狱 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情人节-创意案例合集 > 创始人伽利略诞辰
腾讯公司创意广告合集 > 欧洲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17 18 19 20 21 22 23
第69届NBA全明星赛 1936年2月18日 雨水　 世界社会公正日 国际母语日（2000） 巴西狂欢节　
中小学开学时间段 红军东征 邓小平逝世23周年 第70届柏林电影节开幕> 国际母语日-创意案例合集 > 巴西狂欢节创意案例合集 >
NBA 创意案例合集 > 雨水-创意案例合集 > 2020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 囧日

旅游创意广告合集 >

24 25 26 27 28 29 1
龙抬头　 930年2月26日 高考倒计时100天 国际罕见病日（2月最后一天）
第三世界青年日 美国纽约安装红绿灯 高考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居住条件调查日（2003）
2020年西班牙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红绿灯创意案例合集 > 国际罕见病日创意案例合集 >
龙抬头-创意案例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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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4 25 26 27 28 29 1
国际海豹日（1983）
国际民防日　
比基尼日　
东京国际马拉松赛>
2016/3/1《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反家庭暴力创意案例合集 >

2 3 4 5 6 7 8
1990/3/2美国雅芳作为中国首家官方
认可直销公司正式登陆广州

全国爱耳日（2000） 上海国际广告节> 惊蛰　 世界青光眼日 女生节 > 国际劳动妇女节（1910）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学雷锋纪念日 青光眼日创意案例合集 > 马航MH370失踪6周年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2013） 上海国际广告节奖项合集 > 周恩来诞辰122周年 女神节-创意案例合集 >

雅芳创意案例合集 > 爱耳日创意案例合集 >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惊蛰-创意案例合集 >　

9 10 11 12 13 14 15
1959年3月9日 1876年3月10日 国际尊严尊敬日 中国植树节（1979） 白色情人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983）
芭比娃娃正式问世 贝尔发明电话 1974年3月11日 世界肾脏日　 国际圆周率日　 央视315晚会　
芭比娃娃创意案例合集 > 贝尔创意案例合集 > 秦始王兵马俑被发现 孙中山去世95周年 史蒂夫霍金逝世2周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案例合集 >

亚洲高端国际设计展“设计上海”> π节
植树节创意案例合集 > 白色情人节创意案例合集 >

16 17 18 19 20 21 22
手拉手情系贫困 中国国医节（1929）　 全国爱肝日　 春分　 世界睡眠日　 世界水日（1993）
小伙伴全国统一行动日 国际航海日　 台湾著名作家 世界无肉日　 世界森林日（1972） 世界水日-创意案例合集 >

航海日创意案例合集> 李敖去世2周年 国际幸福日　 世界儿歌日　 复活节（北半球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第
一个星期日）全国科技人才活动日 春分-创意案例合集 > 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台湾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日本东京国际动漫展览会>
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世界睡眠日创意案例合集 >
日本动漫创意案例合集 >

23 24 25 26 27 28 29
世界气象日（1960）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1996） 2012年3月25日 世界戏剧日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中国黄花岗七十二
世界气象日创意案例合集 > 动画《数码宝贝》系列宣告完结 世界戏剧日创意合集 >　 地球一小时活动日 烈士殉难纪念日
3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数码宝贝创意案例合集 > 地球一小时创意案例合集 >

全国中小学安全宣传教育日（1996）

30 31 1 2 3 4 5
中小学安全教育日 1889年3月31日
巴勒斯坦国土日（1962） 法国埃菲尔铁塔落成

埃菲尔铁塔创意案例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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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30 31 1 2 3 04（休） 05（休）
愚人节　 安徒生诞辰　 寒食节　 　清明　 1992年4月5日
税收宣传月　 世界自闭日　 1981年4月3日Osborne推出世界 　清明节　 我国暂停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月 国际儿童图书日 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巴勒斯坦儿童日
张国荣逝世17周年 2011年4月2日
国际爱鸟日　 公益项目免费午餐正式启动

愚人节-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自闭日创意案例合集 > 笔记本电脑创意案例合集 > 清明节-创意案例合集 >

06（休） 7 8 9 10 11 12
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 世界卫生日（1950）　 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 1984年4月9日 耶稣受难日　 世界帕金森病日 复活节　

世界卫生日创意案例合集 > 珍稀动物保护日创意合集> 世界第一座无人工厂建成 非洲环境保护日 世界微商大会　 世界航天日　
世界高血压日 无人工厂创意案例合集 > 关爱帕金森病创意案例合集 > 复活节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航天日创意案例合集 >

13 14 15 16 17 18 19
泰国泼水节　 黑色情人节　 国家安全教育日 世界噪音日　 世界铁哥们儿日 1955年4月18日 谷雨　
1988年4月13日 玉树地震10周年 非洲自由日 世界血友病日　 天才物理学家 谷雨-创意案例合集 >

体操王子李宁退役 黑色情人节创意案例合集 > 爱因斯坦逝世
李宁公司创意案例合集 > 国际古迹遗址日

20 21 22 23 24 25 26（班）
雅安地震7周年　 全国企业家活动日（1994） 世界地球日　 世界读书日　 中国航天日　 世界防治疟疾日 世界知识产权日（2001）
中文语言日　 米兰设计周> 世界法律日　 联合国英文日　 亚非新闻工作者日 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1986） 世界儿童日（4月第四个星期日）
中国接入互联网26周年 米兰国际家具展> 世界地球日创意合集 > 世界读书日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实验动物日 2005年4月26日
波士顿马拉松> 米兰设计周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图书和版权日（1995） 航天航空创意案例合集 > 《魔兽世界》公测

 魔兽世界创意合集 >

27 28 29 30 1 2 3
2002年4月27日 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 国际秘书节　 国际爵士乐日
芭比娃娃的创造者 国际劳工组织创意合集 > 世界舞蹈日　 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
露丝·汉德勒女士逝世 世界舞蹈日创意合集 > 交通安全宣传创意合集 >
芭比娃娃创意合集 > 国际不打小孩日
联谊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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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7 28 29 30 01（休） 02（休） 03（休）

劳动节　 诚实节　 世界新闻自由日
五一劳动节创意合集 >

04（休） 05（休） 6 7 8 09（班） 10
五四青年节　 立夏　

中国网络物流节

1997年5月7日 国际微笑日　 世界公平贸易日 母亲节（第二个周日）　
北大校庆日　 世界防治哮喘日（第一个周二） 光明工程开始实施 世界红十字日　 世界高血压日（第二个周六） 中国品牌日　
五四青年节创意合集 > 防治碘缺乏病日 邓丽君逝世25周年 纽约设计周开始>

立夏创意案例合集 > 1886年5月8日 母亲节-创意案例合集 >

马克思诞辰纪念日（1818） 可口可乐公司成立 纽约设计周创意合集 >
可口可乐-创意案例合集 >

11 12 13 14 15 16 17
世界防治肥胖日 国际护士日

玫瑰情人节　 国际家庭日　

1983年5月16日 全国助残日　
One Show 国际创意节 汶川地震12周年 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 世界电信日　
OneShow奖项创意合集 > 全国防灾减灾日 首次展示招牌步 世界高血压日　

第73届戛纳电影节> "Moon walking" 世界电信日创意合集 >
吃货节创意合集 >

18 19 20 21 22 23 24

国际博物馆日（1977）

中国旅游日　 小满　 1951年5月21日 生物多样性日 1928年5月23日
2020年世界女排联赛开始 520网络情人节（表白日） 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 电影《速度与激情9》美国上映 “米老鼠”卡通形象诞生
中国旅游日创意案例合集 > 全国学生营养日（1990） 米老鼠创意案例合集 >

母乳喂养宣传日（1990）
世界计量日（1999）
小满-创意案例合集 >

25 26 27 28 29 30 31

世界预防中风日

澳大利亚国家道歉日 1975年5月27日 1999年5月28日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世界无烟日（1988）
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1993） 藏族女运动员 北宋谏官包拯出生 中国“五卅”运动 世界无烟日创意案例合集 >

2020中国国际 潘多登上珠峰 包拯创意案例合集 > 纪念日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州）> 上海解放日（1949） 网红节
澳大利亚广告创意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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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1 2 3 4 5 6 7
儿童节（1949） 1953年6月2日 1839年6月3日 1990年6月4日 芒种　 全国爱眼日（1996） 高考　
世界牛奶日（1961） 英女王 林则徐虎门销烟 首例安乐死执行 世界环境日　 全国爱眼日创意合集 > 高考创意案例合集 >
儿童节创意案例合集 > 伊丽莎白二世加冕 禁烟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受侵略戕害的无辜儿童国际

日（1983）

芒种-创意案例合集 >

牛奶创意案例合集 > 英国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8 9 10 11 12 13 14
世界海洋日（2009） 世界认可日　 亚洲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ASIA) 中国人口日（1974） 世界无童工日（2002） 鲁班师傅诞辰　 　亲吻情人节　
高考　　 世界认可日创意案例合集 > 1952年6月10日 美洲杯足球赛揭幕战 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世界献血日（2004）　
海洋日创意案例合集 >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倡议发表 美洲杯创意案例合集 > 欧洲足球锦标赛揭幕战

CES ASIA 创意案例合集 > 欧洲杯创意案例合集 >

15 16 17 18 19 20 21
健康素食日　 1982年6月16日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1995） 天猫理想生活狂欢节 1885年6月19日 世界难民日（2001） 夏至　
素食创意案例合集 > 我国首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 世界防治荒漠化创意案例合集 > 京东全球年中购物节 美国自由女神像落成 父亲节（第三个周日）

撸串节 618创意案例合集 > 美国广告创意案例合集 > 世界渐冻人日　
世界滑板日　
夏至创意案例合集 >

22 23 24 25（休） 26（休） 27（休） 28（班）
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 国际奥林匹克日（1948） 仲夏节　 端午节　 国际禁毒日（1987） 1979年6月27日 　同性恋自豪日　

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诞辰 中考（北京） 全国土地日　 联合国宪章日　（1945） 拳王阿里宣布退役
世界手球日 1983年6月24日 迈克杰克逊逝世11周年 支援酷刑受害者国际日（1997） 拳王阿里创意案例合集 >

女性首次进入太空 中考（北京） 电影《壮志凌云2》上映（美国）
仲夏节创意案例合集 > 端午节创意案例合集 >　 中考（北京）

29 30 1 2 3 4 5
6月底至7月初 BEYOND黄家驹逝世27周年
一年一度毕业季 世界青年联欢节
毕业季创意案例合集 > 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CE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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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9 30 1 2 3 4 5
建党节 > 国际体育记者日 电影《小黄人大眼萌2》 美国独立日 > 纪念世界第一只
建党99周年 > 上映（美国） > 国际合作节 > 克隆羊多利诞生
香港回归23年 > 世界无聊日 >
亚洲30亿人口日
天路通车14周年

6 7 8 9 10 11 12
小暑-创意案例合集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 过敏性疾病日 > 大部分地区中小学 奥特曼之日 > 世界人口日 > 2012年7月12日
国际接吻日 > 暑假开始 > 中国航海日 > 中国首个VOCALOID
人民警察日 > 虚拟歌姬洛天依发售 >

13 14 15 16 17 18 19
2014年7月13日 银色情人节　 国际冰壶日 世界表情包日 > 曼德拉国际日 >

科学家发明 法国国庆日 > 吃货节 1968年7月18日

最黑材料 海绵宝宝日 > 世界emoji日 英特尔公司成立 >
销售节

20 21 22 23 24 25 26
人类月球日 2012年7月21日 大暑-创意案例合集 > 清洁工日 > 东京奥运会开幕 > 粤语日 > 　世界语创立日　
李小龙逝世47周年 > 北京66年来最严重 美国圣地亚哥 1976年7月25日
1900年7月20日 一次特大暴雨 动漫展览会 比基尼泳装
第一艘飞艇齐柏林飞天 首次亮相

27 28 29 30 31 1 2
世界肝炎日　 中国‘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邓稼先非洲妇女日 > 1971年7月31日
唐山大地震44周年 > 逝世纪念日 国际友谊日 > 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许海峰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全球老虎日 > 中国国际啤酒节 >
梵高逝世13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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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7 28 29 30 31 1 2
建军节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建军93周年 > 全面爆发106周年
世界母乳喂养周 > 1922年8月2日
（8.1~8.7） 电话发明者贝尔

在加拿大逝世

3 4 5 6 7 8 9
男人节 > 日本筷子节 > 1962年8月5日 季羡林诞辰纪念日 立秋-创意案例合集 > 爸爸节 > 国际土著人日 >

2005年8月3日 丹麦童话家安徒生 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 > 1945年8月5日 印度诗人泰戈尔 全民健身日 > 东京奥运会闭幕 >

知名动画《喜羊羊 逝世145周年 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 逝世79周年 梅兰芳逝世59周年
与灰太狼》首播 阿里88会员日 >

国际猫咪日

10 11 12 13 14 15 16
国际青年日 > 国际左撇子日 > 　绿色情人节　 日本正式宣布 1449年8月16日 >
世界大象日 > 火把节 无条件投降日 多米诺骨牌在
2011年8月12日 雷锋牺牲58周年 意大利出现 >

科学家发现已知
最黑暗的行星

17 18 19 20 21 22 23
中国人力资源日 中国医师节　 1958年8月20 处暑-创意案例合集 > 国际黑丝带日 >
苏宁发烧购物节 > 世界人道主义日 中国第一袋方便面 邓小平诞辰116周年 处女月开始
八卦节 > 著名时装设计师 鸡汁面问世 >

香奈儿诞辰 > 世界蚊子日

24 25 26 27 28 29 30
七夕节-创意案例合集 > 西班牙番茄节 > 郑成功诞辰纪念日 1963年8月28日 禁止核试验国际日 林则徐诞辰纪念日
东京残奥会开幕 > 全国律师咨询日 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讲： 迈克杰克逊诞辰62周年 >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纪念日 我有一个梦想 > 国际微笑行动日
全国测绘法宣传日（2002）

31
马来西亚国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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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9C%E4%BA%AC%E5%A5%A5%E8%BF%90%E4%BC%9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98%BF%E9%87%8C88%E4%BC%9A%E5%91%98%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youth%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7%A6%E6%92%87%E5%AD%9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4%9A%E7%B1%B3%E8%AF%BA%E9%AA%A8%E7%89%8C&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Elephant%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多米诺骨牌&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4%9A%E7%B1%B3%E8%AF%BA%E9%AA%A8%E7%89%8C&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方便面&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4%84%E6%9A%91&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lack%20ribbon&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E8%8B%8F%E5%AE%81&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方便面&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85%AB%E5%8D%A6&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hanel&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96%B9%E4%BE%BF%E9%9D%A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hanel&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83%E5%A4%9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tomato%20figh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Martin%20Luther%20King,%20Jr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9C%E4%BA%AC%E6%AE%8B%E5%A5%A5%E4%BC%9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Martin%20Luther%20King,%20Jr
http://www.adguider.com/s?key=Michael%20Jackson
http://www.adguider.com/s?key=Martin%20Luther%20King,%20Jr


2020年9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31 1 2 3 4 5 6
中小学生开学 > 中元节-创意案例合集 > 抗战胜利75周年 国际慈善日  > 东京残奥会闭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 哆啦a梦生日  > 可口可乐成立日  > 1522年9月6日
慈善法》实施4周年 > 九三学社建社纪念日 麦哲伦完成史上
京九铁路通车24周年 首次环球航行

7 8 9 10 11 12 13
白露-创意案例合集 > 国际扫盲日　 毛主席逝世44周年 教师节-创意案例合集 > 911恐怖袭击事件 示爱节　 分手日 就要散

美国火人节　 国际新闻工作者日  > 世界预防自杀日 19周年 张国荣诞辰64周年 >

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 国际艺术天才日
合成牛胰岛素 国际急救日 >

14 15 16 17 18 19 20
相片情人节　 中国豆腐文化节 > 臭氧层保护日 > 世界骑行日 > 世界水监测日　 像海盗一样交谈日 > 全国爱牙日 >

世界清洁地球日 国际民主日 中国脑健康日 > 九一八事变89周年 全民国防教育日 全国科普日 >

地藏王菩萨圣诞日 公民道德宣传日 >
全民国防教育日 >

21 22 23 24 25 26 27（班）
世界和平日 > 秋分-创意案例合集 > 双性恋自豪日　 鲁迅诞辰纪念日 世界避孕日 > 世界旅游日 >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 中国农民丰收节 平型关大捷（1937） 欧洲语言日　 国际聋人日 >

1985年9月21日 世界无车日 > 世界心脏日
武侠小说家古龙逝世 > 国际熊猫节 > 世界海事日

28 29 30 1 2 3 4
孔子诞辰 > 世界步行日　 中国烈士纪念日
世界狂犬病日　 世界心脏日 > 国际翻译日 >

国际知情权日　 国庆假期前
最后一个工作日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C%80%E5%AD%A6&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AD%E5%85%83%E8%8A%8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day%20of%20charit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9C%E4%BA%AC%E6%AE%8B%E5%A5%A5%E4%BC%9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慈善&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4%9A%E5%95%A6A%E6%A2%A6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E5%8F%AF%E5%8F%A3%E5%8F%AF%E4%B9%90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85%88%E5%96%84&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99%BD%E9%9C%B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95%99%E5%B8%88%E8%8A%8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journalist%20&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0&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C%A0%E5%9B%BD%E8%8D%A3
http://www.adguider.com/s?key=First%20Aid&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8%B1%86%E8%85%9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Ozone%20Layer%20Protection&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ycling&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Talk%20Like%20A%20Pirate%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88%B1%E7%89%99%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in%20health&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A7%91%E6%99%AE%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81%93%E5%BE%B7&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0&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9B%BD%E9%98%B2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peace%20day&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0&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A7%8B%E5%88%86&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ontraception&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0&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tour&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alzheimer%20%E9%98%BF%E5%B0%94%E6%A3%AE%E6%B5%B7%E9%BB%98&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3&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deaf&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古龙&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Car%20Free%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8F%A4%E9%BE%99&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panda%20festival&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D%94%E5%AD%9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Heart%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9B%BD%E9%99%85%E7%BF%BB%E8%AF%91%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2020年10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8 29 30 01（休） 02（休） 03（休） 04（休）
国庆节 > 国际非暴力日 > 世界动物日 >
中秋节 > 电影《毒液2》上映 > 世界空间周　
国际音乐日　
国际老年人日 >
央视中秋晚会　

05（休） 06（休） 07（休） 08（休） 9 10（班） 11
世界建筑日　 寒露 > 世界邮政日 > 辛亥革命纪念日 国际出柜日 >

世界教师日　 世界视觉日　 世界精神卫生日 国际阵痛日　
世界住房日　 全国高血压日 > 世界居室卫生日 国际女童日 >
乔布斯逝世9周年 > 世界反对死刑日 萝莉节 loli

卖萌日 >

12 13 14 15 16 17 18
西班牙国庆日 世界保健日 > 红酒情人节　 国际盲人节 > 世界粮食日 > 世界消除贫困日 世界更年期关怀日
哥伦布日 > 国际标准时间日 世界标准日　 全球洗手日 > 中国原子弹爆炸
国际关节炎日 中国少年先锋队 减少自然灾害国际日 世界农村妇女日 成功56周年
世界60亿人口日 诞辰日 秋季广交会　

19 20 21 22 23 24 25
鲁迅逝世84周年 世界厨师日 > 华侨节　 世界传统医药日 霜降 联合国日　 重阳节

世界统计日　 纪念长征胜利84周年 世界发展宣传日 人类天花绝迹日
世界骨质疏松日 > 世界发展信息日 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程序员日

26 27 28 29 30 31 1
环卫工人节 > 世界动画日　 土耳其国庆日　 1989年10月30日 万圣夜 >

世界男性健康日 世界卒中日　 希望工程设立 > 世界勤俭日
手游王者荣耀 世界70亿人日　
5周年庆 >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9B%BD%E5%BA%86&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day%20of%20non-violence&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animal%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AD%E7%A7%8B&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AF%92%E6%B6%B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day%20of%20older%20persons&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F%92%E9%9C%B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82%AE%E6%94%BF&mediaType=&startTime=&endTime=&language=&pageNum=0&category=&cateId=&sortType=0&cateLis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oming%20out&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AB%98%E8%A1%80%E5%8E%8B&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day%20of%20the%20girl&nonstr1=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9%94%E5%B8%83%E6%96%AF&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8D%96%E8%90%8C&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health%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the%20blind&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世界粮食日&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Columbus%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Global%20handwashing%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96%E7%95%8C%E5%8E%A8%E5%B8%88%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9C%9C%E9%99%8D&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87%8D%E9%98%B3%E8%8A%8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AA%A8%E8%B4%A8%E7%96%8F%E6%9D%BE&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A8%8B%E5%BA%8F%E5%91%98%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8E%AF%E5%8D%AB%E5%B7%A5%E4%BA%B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8%8C%E6%9C%9B%E5%B7%A5%E7%A8%8B&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4%B8%87%E5%9C%A3%E8%8A%8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8%8C%E6%9C%9B%E5%B7%A5%E7%A8%8B&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8E%8B%E8%80%85%E8%8D%A3%E8%80%8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8E%8B%E8%80%85%E8%8D%A3%E8%80%8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2020年11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26 27 28 29 30 31 1
1999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
植树造林日

2 3 4 5 6 7 8
1957年11月3日 世界海啸日 > 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 立冬 > 中国记者节 >

一只狗的太空旅行 2018年11月5日 糟蹋环境国际日(2001) 世界美容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1999年11月7日

博览会开幕 马化腾创办腾讯 >

世界美发日

9 10 11 12 13 14 15
消防宣传日 > 1990年11月10日 双11购物节 > 孙中山诞辰154周年 1989年11月13日 电影情人节　 寒衣节　
1989年11月9日 哈勃望远镜首次 　光棍节　 吉尼斯世界纪录日 > 世界最大正负电子 联合国糖尿病日 > 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日
柏林墙倒塌 观察类星体 1987年11月12日 对撞机落成

世界青年节（日） 中国第一家肯德基
餐厅开业 >

刘少奇逝世纪念日

16 17 18 19 20 21 22
国际宽容日 > 世界大学生日　 世界厕所日 > 1999年11月20日 世界问候日 > 小雪 >

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 世界电视日　 好夫妻日　
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 1850年11月22日
非洲工业化日（1989） 林则徐逝世
国际儿童日 >

23 24 25 26 27 28 29
1953年11月24日 国际素食日 > 感恩节 > 黑色星期五 > 恩格斯诞辰纪念日（1820） 下元节　
扫盲标志被颁布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 功夫巨星李小龙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 中国梦想日 >

刘少奇诞辰纪念日（1898） 诞辰80周年 > 际日(1977)

s 30
2020年仅剩
最后一个月啦~

http://www.adguider.com/s?key=tsunami&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AB%8B%E5%86%AC&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记者节&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腾讯&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E8%85%BE%E8%AE%AF&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B6%88%E9%98%B2%E5%AE%A3%E4%BC%A0&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8F%8C11&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Guinness%20world%20records&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diabetes&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肯德基&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肯德基&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E8%82%AF%E5%BE%B7%E5%9F%B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International%20day%20for%20tolerance&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World%20toilet%20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神舟飞船&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9%97%AE%E5%80%99&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B0%8F%E9%9B%AA&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adguider.com/s?key=神舟飞船&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A5%9E%E8%88%9F%E9%A3%9E%E8%88%B9&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ran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7%B4%A0%E9%A3%9F&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84%9F%E6%81%A9%E8%8A%82&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Black%20Friday&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5%AE%B6%E5%BA%AD%E6%9A%B4%E5%8A%9B&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李小龙&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A2%A6%E6%83%B3%E6%97%A5&nonstr1=234afd417b1be0c3
http://www.adguider.com/s?key=%E6%9D%8E%E5%B0%8F%E9%BE%99&nonstr1=234afd417b1be0c3


2020年12月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30 1 2 3 4 5 6
世界艾滋病日 > 全国交通安全日 > 国际残疾人日 > 全国法制宣传日（2001） 国际志愿者日（1986）　 2009年12月6日

废除奴隶制国际日 > 世界弱能人士日（1990） 麦当劳叔叔
麦克·波拉科夫斯
逝世

7 8 9 10 11 12 13
大雪 > 沙县小吃节 > 世界足球日（1978）　 世界人权日　 国际山岳日（2003）　 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937）

国际民航日（1994）　 国际反腐败日（2004）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双十二购物节 > 国际儿童电视广播日（1997）
“一二·九”运动纪念日（1935） 19周年 国家公祭日　

14 15 16 17 18 19 20
拥抱情人节　 世界强化免疫日 > 一带一路国际日 > 国际移徙者日 > 1997年12月19日 国际人类团结日（2005）

1770年12月16日 电影《泰坦尼克号》公演 澳门回归纪念日（1999）
贝多芬诞辰 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04）

21 22 23 24 25 26 27
冬至 > 1981年12月22日 平安夜 > 圣诞节 > 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国际篮球日（1891）　 中华全国台湾 节礼日

同胞联谊会成立

28 29 30 31 1 2 3
年终总结、来年 1969年12月29日 跨年 >
展望、个人规划 “黑洞”一词被
等等可以准备了 约翰·阿奇巴德·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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