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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儿童读物，仅供娱乐用途，
并非是要提供医疗建议。

前言

新冠疫情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这件事。
值得高兴的是，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将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他
们处理这些重要问题。在生活中，你可以参考它来向孩子解释，向孩子传授一些预

防技能，与他们进行对话。请记住，此刻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共克时艰。 

-Natalie Portman



Corny 有很多名字：

你看不到 Corny，他却会拜访每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小孩还是成人。现在，Corny 正在拜访街上的某个小孩。

Corny Coronavirus 在世界上游荡。每个人都在居家隔离，想将其拒

之门外。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但还有一些人必须工作，比如医

护人员、清洁工、警察、消防员、生产和售卖食品的人员，以及为居

家隔离者提供帮助的人。这些人在竭尽所能保护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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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
你是谁？

在干嘛呢？
冒昧打扰！

我叫 Corny 绿冠 19 世。
朋友们直接叫我 Corny。



什么？只是一些细菌而已！
人们看不到， 

但我身上沾满了它们。

我差点忘
了。该登录
上课了！

真恶心！

真讨厌！上课！



- 待在家里。

- 咳嗽和打喷嚏时 
用胳膊肘捂住。

- 如果不是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要与他们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 经常接触的东西要及时清洁。

- 需要时戴上口罩。

- 不要摸自己的脸。

- 洗手 20 秒。

早上好，同学们！今天说说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来防范冠状病毒，
这些事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能做。

嘘。 
注意听讲。

我知道，现在的疫情有点可怕，
但大家可以做些事来防范。

我听到她刚才说到   
   了我的名字。



请记住，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
但心在一起。

在一起？永远不！

在一起，
永远！

别忘记洗手！



… 18、19、20！
         好了！完成！

哦，是我
干的吗？

击掌！



停！停！伙计，请倒退六步。

我的脚步还是             
你的脚步？

啊啊啊…

嗯。怎样才算六个脚步？

1-2-3-
  4-5-6

啊…
啊啊…

啊啊啊啊啊…



阿......嚏阿......嚏



打喷嚏的
时候你应
该用胳膊
肘捂住。
幸好我建
了六英尺
的飞沫防  
护罩！

这一点也不好玩。

打喷嚏真
好玩。



不。 

冰淇淋在哪里？我怎么能困
在一间没有冰淇淋的房间？
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但我

们“不能去商店”。

离我远点！

我整天都在清洁，筋疲力尽。

谁喜欢闻这些湿巾的味道？

我肯定不喜欢！

我想念朋友们。

但又不能出去。

 玩具都玩厌了。 

我想回学校。我一直在努力洗手， 但太难了。

他们告诉我“不要摸自己的脸”，
但这是我唯一想做的事。

一切都散发着恶臭，好想念我的奶奶。

我想去游乐场。
我有鼻屎，想挖鼻孔，

但我知道不能这么做。



我听到很多
消息。我很

担心。 

你病了吗？ 大多数人在家里
就能痊愈，万一
需要去医院，那
里会有医护人员
帮助他们。我有
准备，自己做了
口罩，需要出门

时就戴上。

哦，宝贝，怎么了？

没有，宝贝。我跟你一样，
也是安全地待在家里。

好的。但如果我们还是生病了怎么办？

哦，等一下！我
也有一个。



比你的猩猩面
具还奇怪吗？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害怕。但你很勇敢，
情况会好的，不会永远这样。奶奶保证。

现在一切事情似
乎都有些奇怪，
也有些可怕。

不是这样的，小傻瓜！像这样的。
          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希望给你一个大大的拥
抱，让一切都变好。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哦！ 
我想知道这个按钮  

有什么作用？

不！



CORNY: Ha!

啊！ 
你够了！

哈！哈！



你要再洗手？！ 别忘记你的手提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没错。



现在去洗手吧。

击掌！

我还要想想明天怎么演示和讲述。你知道吗？

我能讲另一种语言。Hello！我和仓鼠一直在练

习。仓鼠其实是我的豚鼠…”

太
好啦！

我成功了！洗手真的有效！

现在他走了，我的双手也干

干净净，不黏黏糊糊的了！

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巧克
力豆。这些都是必不可少
的！我已经等不及要与家
人一起吃饼干，并且告诉
同学我是怎么做的了。

哦！我要给奶奶打

电话，问她的巧克

力豆饼干做法！

哦，同学们！

糊糊...我应该做巧克力糊糊！我打赌某个地方一定有做法。

结束。



你可能没有跟孩子讲过冠状病毒，但他们可能偶尔听到这方面的对话，或者注意到
家中的一些变化。建议按照以下方式跟他们交谈： 

• 询问开放式的问题，比如“说说你的感觉”或“你对冠状病毒有哪些了解？” 

• 让孩子知道，有不同的感觉是正常的。他们可能感到迷茫、害怕、不安、愤怒、
不知所措、焦虑、无聊等。 

• 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知道，每个人（小孩和成人）都有困难要解决，但他们
可以寻求帮助，不一定要单独去面对。 

• 帮孩子确定在困难时可以交谈的可靠成人或同伴。找到他们与此人联系的方式（
打电话、进行视频通话或写信）。 

• 因为孩子们在手上或玩具上看不到细菌，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天要多次洗
手。给他们一些有趣的提示和提醒，把 Corny 洗到下水道中。

尊敬的各个家庭： 

你们以前肯定听过这些；但我们在说时，请听我们讲，你所感受到的是完全有效
的。这次的疫情前所未有，即使你掌握的信息很多，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回答孩子的
问题。作为看护者，你可能为此感到不安。想保护未成年的儿童是自然的。但是，
光有好的意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孩子们往往把事情想象得比实际更可怕。因
此，必须清楚、坦诚、具体地向孩子说明情况。我们知道，解释像冠状病毒这样宏
大的主题有难度。希望这本手册能帮助你在生活中引导与孩子的对话，使你的孩子
获得控制感，控制如何保护自己和别人的安全与健康。 

请记住：“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可怕。但你很勇敢，情况会好的，不会永远这样。 
奶奶保证。”

—Kyle Horne、Erin Shields、CCLS 和 Nicole F. Albers、LMFT、ATR-BC

来自作者的信 小孩也有大恐惧。 



• 孩子关注别人多过于关注自己。他们可能担心其他在
工作的看护者、老年的亲戚或邻居、生病的兄弟姐妹
或朋友。肯定他们的担忧，制定联系的方案。 

• 大多数病人可以在家休息、补充营养和康复。 但如果
有人必须去医院，医护人员有很多预防措施确保他们
安全和得到良好的护理。 

• 如果有人生病，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很坏”或者做了什
么错事。 另外，孩子的思维方式与成人不同，可能会
责怪自己。必须清楚地说明，并不是他们导致自己（
或别人）生病。 

• 孩子开始感觉不舒服时一定不能隐瞒。 孩子经常因为
害怕惹麻烦而隐瞒信息。平静地跟孩子交流他们的感
受，提醒他们，如果他们感觉不舒服，必须告诉你。 

• 我们一直在学习。小孩会问很多问题。问到 
COVID-19 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如果你不
知道答案，诚实地告诉他们，然后尽可能寻找如何以
适龄的方式回答。最主要的是，要让他们放心，他们
是安全的，你们会一起想办法。 

• 孩子可能无法说出自己的压力，但他们的行为会告诉
你。孩子在遇到压力时可能变得爱发号施令、蛮不讲
理、脾气暴躁、没有礼貌或目中无人。哪怕是完全独
立的孩子也可能变得粘人，更加怕黑。成人必须了
解，造成这些行为变化的原因不是孩子有意变坏，而
是因为孩子有很大的情绪波动，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举例说明，帮助他们认识可能具有的感受。

奶奶的智慧箴言 隔离期间的小技巧 

“奶奶”会让孩子安心，帮助他们理解。你可以跟孩子探讨下面几点“奶奶的智慧”： 保持常态，遵守看护者设定的界限，可给隔离期的孩子带来安全感。 

• 制定并遵守时间表。 这样孩子在整个一天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记得保持一致
的起床、午休和就寝时间。 

• 在这段额外的时间给孩子找一些有创意或有趣的事来做（烘焙、写信、舞会、艺术
项目、编故事、读书、卡拉OK、寻宝游戏、木偶剧）。

• 考虑适合孩子年龄的电子屏幕时间，并设置相应的参数。可能需要为他们剩余的时
间量设置倒计时。 

• 提倡玩游戏或（与成人一起）在邻里附近安全地散步。

• 年纪小的孩子在洗手时不知道如何计数。用歌曲或旋律帮助提示他们洗手 20 秒。 



“这本书能够很好地帮助成人与孩子沟通在困难时期的体会。Corny 的拜访有助于了解孩子可能有哪些不
同的感受，居家隔离时如何应对和保持联系，冠状病毒是什么，以及如何保持安全。“粗心的 Corny”不
只是提供病毒的信息—而是告诉孩子和成人：他们的感觉是正常的，可以做一些事让感觉变得更好。”

—Karen C. Rogers, PhD
临床心理学家，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作为一名医疗保健的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我从医学和医疗保健的角度感受了这场疫情。儿子最近问
我“妈妈，这场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作为一个妈妈，我解释说我不知道。我说：“可能要一段时间。” 

孩子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听到、看到和感受了这场疫情。这本书可以帮助与孩子交流，感知他们理解什
么，是什么让他们焦虑或害怕。它教你如何用安慰的言辞、解释和爱让孩子获得力量。”

—Rhonda Foster, EdD, RN
患者护理服务部护士长兼副总裁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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