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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地，
你发现自己处境很糟糕。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有时......事情是如此严重，
又如此罕见，
甚至你周围的大人们 
都显得很担心。

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你无法掌控世界。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

你可以选择聪明地应对。
你可以去了解事实。
你可以使用常识。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
或勇敢地承担后果。

你知道
后果是什么，对吧？
是的，是这样。

这本杂志
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读下去吧！

对于任何
感到害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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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开始时并不起眼..
如果从微观角度去审视。

微观是什么 
微观是非常小的东西 
只有动用特殊的放大镜 
才能把它看清楚。

在一个寒冷、阴雨，
不同寻常的一天，
准确地说是 2020 年 
一月的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快会传遍全球，
让整个世界感到紧张。

一个病毒颗粒 
感染了一名旅行者， 
这名旅行者在回中国探亲后 
返回了位于 Seattle, WA  
的家中。

哈哈！ 
你们都看
不到我！



这个看不见的流浪者 
就是冠状病毒，
这个病毒 
和引起感冒的病毒 
来自同一个病毒家族。

 
但是，这次引起疾 
病的冠状病毒 
有一点不同。 
它是全新的。 
它太新了，之前没有人感染过这种病
毒，因此我们的身体对它没有抵抗力。

病毒不能靠自己生存。
它需要我们体内的细胞 
才能不断 
复制自身。 

现在你可能认为 
冠状病毒是

卑鄙又邪恶的怪物。

但实际上，它只是 
一种很小的细菌，在试图努力地  
  (就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物一样）  
生存下去。

嘿， 
我只是想生存！

“Corona”  
在拉丁文中 
指“皇冠”。

这些 
长满钉子的东西 
是不是 
很像 

一个个皇冠？

什么？



一旦开始蔓延， 
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很快，世界各地都有人因此 
生病了。

有些人，尤其是孩子，
只是感到疲倦和疼痛。
但是有一些人病得很重。
许多人因此死亡。

这种冠状病毒 
会导致人们患上一种叫做 Covid-19 的疾
病，19 表示这种病毒爆发的年份。

在医院里，护士和医生们，
管家和保安，救护车司机和厨师
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
直到他们筋疲力竭。

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
在病毒最初传染很快的几个月里，
他们保护了我们所有人。



学校、饭店， 
还有很多经营场所 
都关闭了。
 
每个人都被要求 
待在家里。
   起初， 
   这件事情可能新鲜又有趣。

   但是之后—— 
   也许你就开始感到 
   房子太小啦. . . 

   越来越小 . . .

   

     真的，真的很小。

     并且呆在 
     家里非常 
     无聊。

但是，你遇到的麻烦可能比无聊

更严重。 

也许你关心的人生病了 
或失去了工作，
各种需要支付的账单，
或需要修理的汽车，
或者冰箱里已经 
没有牛奶或鸡蛋了。

也许你很生气
气到想通过打人来发泄。
（别这么做）

 
 
也许你觉得 
真的，真的很难过。
（感到悲伤是正常的）



打喷嚏或咳嗽，大叫或呼喊 
产生的小颗病毒 
就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处！

呼入这些小颗粒，
它们也可能会直接进入 
你的鼻子和肺部。

但是，如果没有对付冠状病毒的 
特效药或疫苗，
现在就恢复往常的正常生活
还太早啦。

你可以把它看做一 
场与疾病赛跑的马拉松！

现在由我们来做主，
安全地跑完这场马拉松。

以下是我们知道的：

 
就像感冒和流感一样，
冠状病毒以相同的方式传播——
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
这有点像抓人游戏。

用死亡的病毒细胞
制成的疫苗，在不让
我们感染病毒的情况
下，可以帮助我们的
身体发现并摧毁活着
的病毒。

呸!



更糟糕的是，每三个 
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人中 
就有一个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没有发烧、咳嗽和喉咙痛。

什么症状都没有！这意味着，在不知道 
自己已经感染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继续 
把病毒其传染给他人。哇哦。
. 
我敢打赌，现在你在想——
我不想让我奶奶生病！

我可以做什么 
让冠状病毒远离我？
是的，你可以做的有很多！ 

您可以做什么：
 
勤洗手！ 

我的意思不是快速搓一下手就行。
而是要用肥皂擦洗双手 20 秒。 

在吃饭前要洗手， 
用手接触面部前也要洗手 
（小朋友通常每小时会用手接触面部  
    16 次——哎呀！） 
去杂货店回来后要洗手， 
骑完自行车之后也要洗手，
遛完狗或取完邮件之后同样要洗手 . . .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好消息！
用热水或冷水 
洗手都是可以的。



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科学家们了解到 
社交距离—— 
 
与人群保持 6 英尺的距离
可以让冠状病毒更难 
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

把保持社交距离看作是
做数学题！

但是也许我们应该称呼它为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戴上口罩！ 

戴口罩看起来可能不太友好
一开始觉得怪怪的， 
但是，戴口罩是 

你可以做的 
最有爱心的事情了。 

如果每个人都戴口罩，
我们大家就是在保护彼此。

而且，戴口罩可以让你 
看上去像你最喜欢的动物！



因此，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可以做什么，
这里还有两件事情要记住

1) 别担心。

我知道。
有时候当你尽力让自己不担心某件事情，
反而会经常 
在脑海中想起这件事情 . . .
然后你就开始担心，
担心，再担心 
直到感觉 
你的大脑要爆炸了一样！

数十万的
科学家和医生
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寻找到 
能够对付冠状病毒的疫苗。

我们只要做到勤洗手，戴口罩，
远离人群，
然后，让大人们 
去处理其他事情就可以了。唧唧叫 – 唧唧叫?



2) 这不是你的错
 任何人 都可能感染 Covid-19 并患病。

以下这一点很重要。

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你在家里说哪种语言，或者你的父母 
出生在哪个国家。

冠状病毒都不在乎。

如果有人跟你说其他的， 
不要听他们的。

很快，我们与冠状病毒的斗争 
会变成一个不好的回忆。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

让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人，让我们一起大笑，一
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屏住呼吸。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们可能会发现， 
虽然在物理距离上我们彼此分开，
但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近了。
 
哦，也许您是个小孩 
并且对这个关于病毒和科学的话题 
感到着迷......



或许在长大后，你  
就会成为那个发现能够治愈另外一 
种令人讨厌的病毒的特效药或疫苗的人。 

（尽管我建议你们再在学校里 
多学习几年。）

那时，你真的可能会为自己赢得一 
枚真正的王冠！

同时, 
戴上口罩吧！

哦，我 
有没有提过？
现在，你 
真的  
应该去 
洗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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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tle & King County COVID-19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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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wkc.org/need-help/covid-19-resources/

Solid Ground: COVID-19 information & resources for Seattle,  
King County & Washington State
www.solid-ground.org/get-help/coronavirus-resources/

The Arc of King County: Coronavirus Resources
www.arcofkingcounty.org/resource-guide/coronavirus-covid-19/ 
coronavirus-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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