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孩子們如何對抗

2019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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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的媽媽是薩拉心中的英雄，因為她是世界上最
好的媽媽和最優秀的科學家。但是，即使是薩拉的
媽媽也找不到治療冠狀病毒的方法。

薩拉問她的媽媽：「2019 冠狀病毒看起來像什
麽？」

「2019 冠狀病毒或一般冠狀病毒都很小，我們看
不見。」她的媽媽說。「但是它會在染病的人咳嗽
和打噴嚏以及觸摸身邊的人或東西時傳播。染病的
人會發燒和咳嗽，並且可能會導致呼吸困難。」

薩拉問道：「因為我們看不見病毒，所以我們就無
法對抗病毒了嗎？」

薩拉的媽媽說：「我們可以對抗病毒。」「薩拉，
這就是為什麽我要你注意安全的原因。這種病毒會
影響到許多人，每個人都可以幫助我們對抗病毒。
孩子是很特別的群體，但也可以幫得上忙。我們所
有人都希望你們待在安全的地方。我希望你成為我
心中的英雄。」



那天晚上，薩拉躺在床上，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像個英
雄，她感到很難過。她想上學，但是學校停課了。她
想去見自己的朋友，但是這並不安全。薩拉希望冠狀
病毒帶來的恐懼從她的世界裡消失。

「英雄有超能力」她自言自語道，閉上眼睛進入夢鄉。 
「我有什麽呢？」

突然之間，黑暗中傳出一個溫柔的聲音，低聲呼喚她
的名字。

薩拉小聲問道：「誰在那兒？」

「薩拉，作為一個英雄，你需要做什麽？」那個聲音
問她。

薩拉說：「我需要通過一種方法來告訴世界上所有的
孩子們如何保護自己，這樣他們就可以保護其他所有
人... 」

「那麽你需要我做什麽呢？」那個聲音問道。

「我需要能夠飛翔… 放聲大喊… 能夠提供幫助的神
將！」

隨著嗖嗖一聲，月光下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一幕…



「你是哪方神將？」薩拉驚得倒吸了一口氣。

他說：「我是阿里奧。」

薩拉說：「我以前從未見過阿里奧。」

「其實，我一直都在這裡。」阿里奧說。 
「我來自你的內心。」

「如果有你… 那麽我就可以將冠狀病毒的事情告訴世
界各地的孩子們！」薩拉說。 
「我可以成為英雄！但是，等一下，阿里奧，到處都有
冠狀病毒，旅行是否安全呢？」

「薩拉，只要有我在！」阿里奧說。 
「萬無一失，我們在一起時，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於是薩拉跳到阿里奧的背上，然後一起從臥室的窗戶飛
上夜空。他們飛向星星並向月亮問好。





當太陽升起時，他們降落到美麗的沙漠
之中，金字塔映入眼簾，那裡有一小群
孩子正在玩耍。孩子們大聲歡呼，向薩
拉和阿里奧揮手致意。

「歡迎你們，我是塞勒姆！」其中一個
男孩歡呼道。「你們來這裡做什麽？抱
歉，我們不能靠得太近，必須相距至少
一米！」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來這裡的原因！」
薩拉回應。「我是薩拉，這是阿里奧。
你是否知道孩子們可以保護自己的鄰
居、朋友、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的安
全，防止他們受到冠狀病毒侵害？我們
所有人都需要… 」

「用肥皂和水洗手！」塞勒姆笑著說。 
「薩拉，我們知道。另外，如果我們染
病了，咳嗽時要用手肘捂住口鼻 - 並且
我們以揮手的方式問候別人，而不是握
手。我們盡量待在屋內，但我們生活在
一個非常擁擠的城市中… 並非每個人都
待在家裡。」

「嗯，也許我可以幫忙。」阿里奧說。 
「他們看不見冠狀病毒，但是… 他們可
以看見我！跳上來，但是分別坐在我的
兩只翅膀上 - 相距至少一米！」



阿里奧展開自己的翅
膀，載著塞勒姆和薩拉
一起飛向天空。 
他飛越整個城市並開始
大聲鳴叫，呼嘯而過！
塞勒姆對街上的孩子們
大喊：

「快去告訴你們的家
人，大家待在屋內更安
全！最好待在家裡照顧
彼此！」

人們對所見到的景象感
到驚訝。他們揮手並表
示同意回自己家。



阿里奧飛向高空，塞勒
姆大聲歡呼。一架飛機
從雲海上空飛過，乘客
們敬畏地看著他們。

塞勒姆說：「至少現
在，大家必須馬上停止
旅行。」

「世界各地都在關閉邊
境，我們所有人都應該
留在原地，與我們所愛
的人在一起。」

薩拉說：「好像有很多事情都發生變化了。」
「有時我對此感到恐懼。」

「薩拉，當事情不斷變化時，會令人感到恐懼和困惑。」
阿里奧說。「當我感到恐懼時，我會非常緩慢地呼吸 -  
然後噴火！」

阿里奧噴出一個巨大的火球！

阿里奧問他們：「你們感到害怕時會怎樣放鬆呢？」



薩拉說：「我會想到一個能讓我感覺安全的人。」

塞勒姆說：「我也是，我想到所有給我帶來安全感的
人，例如我的爺爺奶奶。」

「我想念他們。因為擔心會將冠狀病毒傳給他們，所以
我不能擁抱他們。我們平時每個週末都會見面，但是現
在不行，因為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的安全。」

「你會與他們通電話嗎？」薩拉問她的朋友。 
「哦，會的！」塞勒姆說。「他們每天都與我通電話，
我告訴他們我們在家裡做的所有事情。這讓我感覺更
好，也讓他們感覺更好。」

「想念我們現在見不到的親人是正常的。」阿里奧說。 
「這表明我們很關心他們。與其他英雄見面是否會讓你
們感覺更好？」

「是的，拜託啦！」薩拉和塞勒姆大聲回應。

「太好了，我的朋友薩莎擁有非常特殊的超能力。」阿
里奧說。「一起出發吧！」



於是他們飛馳而下，降落到一個小村莊。一個女孩
在屋外採花。當她看到阿里奧和坐在他翅膀上的孩
子們時，笑了起來。

「阿里奧！」她大聲喊道。「我們必須至少相距一
米，所以讓我隔空給你一個擁抱！你們大家都來這
裡做什麽？」

「薩莎，我感受到了你所說的擁抱。」阿里奧說。 
「我喜愛用語言來表示關心的方式，還有行動。我
想讓我的朋友了解一下你的超能力。」

「我有什麽超能力？」薩沙說。

「由於你的家人染病了，因此你待在家里，以免將
冠狀病毒傳給其他任何人。」阿里奧說。

「對，是我的爸爸！他一直待在自己的臥室裡，直
到病情完全好轉為止。」薩沙說。



「但是情況還不錯！我們玩遊戲、做飯、享受花
園裡的時光，並在一起吃飯。我的兄弟們與我碰
碰腳趾，而且跳舞。我們讀書，並且我一直保持
學習狀態，因為有時候我想念學校。待在家裡一
開始感覺很奇怪，但現在感覺很正常。」

「薩沙，這不總是那麽容易。」阿里奧說。「你
找到了在家裡與親人一起共享歡樂的方法。因此
你成為我心中的英雄！」

塞勒姆問道：「你曾經和家人吵過架嗎？」

「我們有時會吵架。」薩沙說。「我們必須更加
耐心、更加善解人意，甚至必須要盡快道歉。那
是真正的超能力，因為這可以使我們自己和他人
感覺更好。我還需要一點獨處的時間。我喜歡獨
自跳舞和唱歌！有時我還會給自己的朋友打電
話… 」

薩拉問道：「但是，阿里奧，那些離鄉背井或無
家可歸的人怎麽樣呢？」

「問得好，薩拉！」阿里奧說。 
「讓我們去看看吧。」



於是他們向薩莎道別並再次出發。當他們降落到
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上時，天氣變得熱起來。



他們在那兒看見一處營地上有很多人。一個女孩看
見他們並從遠處揮手。

「阿里奧你好，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她大聲呼喊
著。「我們要盡量保持至少一米的距離，所以我在
這兒和你交談。但是我很高興認識你的朋友。我叫
萊拉！」

「萊拉你好！我是薩拉，這是塞勒姆！」薩拉大聲
回應。「聽起來你們正在盡力保護自己免受冠狀病
毒的侵害。你們還採取哪些措施？」

「我們用肥皂和水洗手！」萊拉大聲回應。

塞勒姆問道：「你們在咳嗽時也用手肘捂住口鼻
嗎？」

「你能讓我們看看怎麽做嗎？」萊拉大聲回應。 
於是塞勒姆示範給他們看。

萊拉說：「我們大家都想盡量勇敢面對，但是我擔
心一些事情。」「可以和你談談嗎？聽說有人得病
死了，這讓我感到非常害怕。人們真的會因為感染
冠狀病毒而死亡嗎？」



阿里奧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一屁股坐下來。

「是的，小英雄們，這很奇怪… 」阿里奧說。「有
些人根本不會感到不適，但有些人可能會得重癥，
甚至有些人會死亡。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所有人都必
須特別注意老年人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因為他們
往往會病的更重。有時，當我們感到非常害怕或不
安全時，在我們的腦海中想像一個安全地帶會有所
幫助。你們想和我一起試試這個方法嗎？」

他們都給出肯定的回答，於是阿里奧要求孩子們閉
上眼睛，想像一個他們感到安全的地帶。

「集中注意力想像讓你感到安全的一段記憶或時
間… 」阿里奧說。

然後，他問他們能在他們的安全地帶看到什麽、感
覺到什麽以及聞到什麽。他問孩子們是否想邀請一
些特別的人進入他們的安全地帶，以及他們可能會
一起談論什麽。

「每當你感到難過或害怕時，就可以去你們的安全
地帶。」阿里奧說。「這是你的超能力，你可以與
你的朋友和家人分享。記住，我關心你，還有很多
人都關心你。這也會有所幫助。」



萊拉說：「我們大家都可以互相關心。」

「沒錯，萊拉！」阿里奧說。「無論我們身在何處，都可以互相關心。我們還有最後一段旅程，你想與我們一起同行嗎？」

萊拉決定與阿里奧以及她的新朋友結伴而行。薩拉很高興萊拉加入他們的行列，因為她知道有時候我們需要互相支持。 
他們在飛行中悄無聲息、默默無語，但是萊拉知道她的新朋友非常關心她。



雪山慢慢地進入了視野，隨後阿里奧降落到一個小
鎮。幾個孩子在河邊玩耍。

「阿里奧！」其中一個孩子大聲喊道，向他招手。

「你好，金！」阿里奧說。「各位，我想讓你們認識
一下我的幾位朋友，他們曾經感染了冠狀病毒，病情
已好轉了。」

「那是什麽感覺？」塞勒姆問。

金說：「我一直咳嗽，有時感到發熱。而且還感到非
常疲倦，有幾天都不想玩了。」「但是我睡了很久，
我的家人照顧我。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中，有些人不
得不去醫院，護士和醫生對他們很好。同時我們社區
中的人在家裡幫助我們。幾週之後，我們康復了。」

「我是金的朋友！」另外一個孩子說。「我們沒有僅
僅因為金染上了冠狀病毒，就終止我們的友誼 - 即使
我看不到他。我從未停止過關心他，我們很高興能再
次在一起玩！」

「有時候作為朋友，我們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彼此愛護。」阿里奧說。 
「即使那意味著彼此遠離一段時間。」

萊拉說：「我們可以為彼此做這些事情。」





塞勒姆說：「總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像以前一樣再次玩耍並回到學校。」

該回家了，薩拉該與新朋友道別了。他們彼此承諾，永遠不會忘記一起探險的經歷。

薩拉感到難過，因為他們可能暫時看不到對方。但是當她想起金的朋友所說的話時，感覺好多了。看不到別人，並不意味
著你就不再愛他們。



阿里奧將他們所有人都送回家，並
等待薩拉入睡後才離開。

「明天我們能做同樣的事情嗎？」
薩拉問他。

「不行，薩拉！你現在該和你的家
人在一起。」阿里奧說。「記住我
們的故事。勤洗手並待在家裡，可
以確保自己的親人安全。我永遠與
你同在。當你去你的安全地帶時，
我會一直在你身邊。」

「你是我心中的英雄！」她小聲說
道。

他說：「薩拉，你也是我心中的英
雄。對於所有愛你的人來說，你是
他們心中的英雄。」



薩拉睡著了，但是當她第二天醒來
時，阿里奧已經離開了。於是，她
去她的安全地帶與他聊天，然後畫
出他們在探險中的一切所見所聞。
她帶著自己的畫作跑到媽媽那裡告
訴她這個消息。

她說:「媽媽，我們都可以幫助別
人確保安全。」

「我在探險中遇到了許多英雄！」

她的媽媽說：「哦，薩拉，你說得
對！」

「有許多英雄確保人們免受冠狀病
毒侵害，例如偉大的醫生和護士。
但是你提醒了我，我們所有人每天
都可以當英雄，你是我心中最偉大
的英雄。」



想想... 你可以有甚麼英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