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共同世界——共同健康  

(課程適合 14-16 歲) 
译：杨智键 

幻灯片 1 

 

概述 

美国下一代科学标准：（这些在整个课程中都有介绍，也列出了突出显示的幻灯片） 

高中：LS1：从分子到有机体：结构和过程（幻灯片 15-31） 

高中：LS2：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能量和动力学（幻灯片 8-14） 

高中：LS3：遗传：性状的继承和变异（幻灯片 4、15-31） 

高中：LS 4：生物进化：团结与多样性（幻灯片 15-31） 

高中：ESS2：地球系统（幻灯片 8-11） 

高中：ESS3：地球与人类活动（幻灯片 8-1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些在整个课程中都有论述，也列出了突出显示的幻灯片) 

良好的健康和幸福（幻灯片 32-33 个人卫生） 

素质教育（幻灯片 1-36） 

清洁水与卫生设施（幻灯片 8-10） 

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幻灯片 9-13） 

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幻灯片 9-13）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幻灯片 9-13） 

气候行动（幻灯片 9-11） 

陆地上的生命（幻灯片 8-13） 

目标伙伴关系（幻灯片 3、7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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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貌： 

您是否考虑过疾病暴发是如何开始的？细菌会找到理想的环境，并且失去控制！细菌在物种之间

跳来跳去，那我们如何防止这种情况？通过“爆发：共同世界，共同健康”了解更多信息！ 

  

课程目标： 

1.学生将了解人的健康取决于动物和环境的健康（幻灯片 8-13、32-33） 

2.学生将了解对疫苗的需求（幻灯片 7和 34） 

3.学生将更好地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幻灯片 8-14） 

4.学生将更好地了解疾病的传播和变异（幻灯片 15-31） 

5.学生将看到医护人员目前正在战斗的内容（幻灯片 34） 

6.学生将了解不同专业之间进行良好沟通的重要性（幻灯片 7和 34） 

     

幻灯片 2 

   

每个关键字都有一个单独的幻灯片，其定义在以下 5张幻灯片中 

  

幻灯片 3 

      

在此强调，兽医可以与医师（人类医生）和环境健康科学家紧密合作，以有效地同时改善动物，

人类和环境的健康。   

 

从 CDC 网站（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19/s0506-zoonotic-diseases-

shared.html）： 

共同健康是一种认识到人，动物，植物及其共享环境之间的联系的方法，并呼吁人类，动物和环

境健康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以实现所有人的最佳健康结果。 

 

评论: 

该维恩图被简化。现实更加复杂。 



用于解决 COVID-19大流行的 One Health方法涉及： 

- 人类卫生保健工作者-治疗患者并进行研究以确定可能的新疗法和/或疫苗的有效性 

- 兽医 - 帮助确定病毒的来源并为人类开发可能的治疗方法和/或疫苗，并确定动物与人之间传

播的风险 

- 公共卫生科学家（可以包括兽医和人类卫生保健工作者）-保护公众免受疾病传播 

- 药物科学家（例如生物化学家）-开发治疗和/或疫苗 

- 病毒学家-识别病毒并帮助指导人类医护人员和药物科学家 

- 免疫学家-为人类卫生保健工作者和药物科学家提供指导 

- 生态学家-确定在病毒起源地区所见环境变化的程度 

- 社会学家-确定社会疏远对人口的影响，指导政策变化并确定导致人与动物互动增加的原因 

- 经济学家-确定社会如何通过关闭企业进行管理 

- 教育者-向公众传授“一个健康”的重要性 

- 立法者-更改或制定促进公共安全的法律 

简而言之，“一个健康”意味着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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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幻灯片需要幻灯片放映视图。如果您尚未使用此查看方法，则最好立即开始。） 

 

询问顶部图中有多少物种。请注意，由于植物具有不同的物种，因此顶部图片中的物种超过 3

种。 

 

解释此幻灯片的一个好方法是： 

两只猫可以做小猫，两只狗可以做小狗。猫和狗可以一起生婴儿吗？不，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物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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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这张幻灯片上有多少种动物（答案：5，因为人类是一种动物物种） 

 

 

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 (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19/s0506-zoonotic-

diseases-shared.html): 

人类中所有传染病中有 60％是人畜共患病。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必须使用“共同健

康”方法来增强其预防和应对这些疾病的能力。 共同健康 这种方法可以识别人，动物，植物

及其共享环境之间的联系，并呼吁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以实现所有人的

最佳健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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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强调的是，病毒，细菌，寄生虫甚至人和动物体内的细胞都可能发生突变（例如，像这只

猫这样的某些人的脚趾要多一两个！）。 

 

一个很好的提示是让所有学生重复短语：“变异就是改变”。这个短语可以在全班重复。 （后

来，学生们了解到变异可以增强或削弱病毒感染细胞并复制的能力。有时，变异不会产生太大变

化，只是良性变化。有时，这种变化很重要） 

 

当代的科学家（2020年 3月）认为 COVID-19 是一种由以下病毒引起的疾病： 

在动物体内变异，使其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或 

在人类内部变异，使其更容易在人类之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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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旨在增强人体抵抗即将来临的细菌的能力。请注意，接种疫苗的人（或动物）不会对特定的

细菌/微生物（疫苗经开发可对抗）无敌。一个人或动物仍然可以从该病菌中生病，但通常病的程

度不及从未接种过该疫苗的人或动物。 



回顾一下： 

为了避免混淆，这一点很重要：疫苗不是药物。在有人感染细菌（例如病毒或细菌）之前，应先

接种疫苗，而在有人感染该细菌后才给予药物（例如抗病毒药或抗生素）。 

兽医和医师（人类医生）以及研究人员都在共同努力，开发出最好的疫苗，以保护人们免受引起

COVID-19 的病毒的侵害。 

可以从环境中发现的植物，微生物和其他物品开发药物。 

       � 例如：青霉素 https://www.kidsdiscover.com/quick-reads/penicillin-found-

functional-fungus/ 

致力于环境，人类与动物的专家们正在共同努力，以使人们更好地免受 SARS-CoV-2（引起 COVID-

19 的病毒）的侵害。他们必须有效地沟通，以免浪费时间。这是共同健康的行动！ 

 

给老师的提示： 

以兽医的观点为例， 

与未接种疫苗的狗相比，接受疫苗（例如狂犬病疫苗）的狗不会因为设计用来抵抗的细菌（例如

狂犬病病毒）而患病。相同的一般原则对人也适用。 

（如果学生要求，以狂犬病为例，未接种疫苗的狗如果被狂犬病病毒感染，很可能会死于这种疾

病，而且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它可能咬人并传播它。）  

 

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 

如果学生了解免疫学（抗体和抗原），那么这将是提出该主题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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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共同健康」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答案：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 

 

要介绍说这是一个繁忙而健康的森林的图片。动物均匀分布，并且对任何动物都没有压力。树木

看起来也很健康。 

 

（老师可以讨论清洁水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也起着作用。此幻灯片涵盖了联合国“清洁水与卫

生”和“陆上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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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 

1.“为什么树少了？” （要么是由于人为砍伐森林，要么是由于气候变化，这使世界上那些植物

的生活更加困难。） 

2.“树木少了，动物去哪儿了？” （它们开始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中聚集在一起。他们承受更大的

压力，因为他们在食物/庇护所方面竞争加剧，居住空间减少。一些动物甚至离开森林寻找食物，

现在靠近人们。） 

 

老师可以讨论水质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中也起着作用。如果动物喝被人或动物污染的脏

水，他们可能会生病。除了砍伐森林外，老师还可以讨论气候变化如何改变自然栖息地并导致动

物（包括昆虫）迁入新领域。此幻灯片将涵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气候行动”，

“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净水与卫生”

和“陆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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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  

“与上一张幻灯片相比，此张幻灯片您看到什么变化？” （人多了，树少了，人附近的动物也多

了）。请注意，幻灯片之间的动物数量没有实际变化。 

“什么是人畜共患病？”回顾一下，在这张幻灯片中，动物居住的地区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区

域，人畜共患病很容易“流出”并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动物疾病。 

 

（老师可以讨论水质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中也起着作用。如果动物喝被人或动物污染的脏

水，他们可能会生病。除了砍伐森林外，老师还可以讨论气候变化如何改变自然栖息地并导致动

物（包括昆虫）迁入新领域。此幻灯片将涵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括“气候行动”，

“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净水与卫生”

和“陆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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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由于争夺食物和庇护所（树木）的竞争加剧，鸟类正在离开较小的森林或正在死亡。 

 

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改变该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或使温度不适合该（动物或植物）物种的生命而进

一步缩小动物的栖息地，并导致物种灭绝。气候变化以这种方式影响动物，人和植物。 

 

（本幻灯片讨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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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幻灯片与上一张幻灯片进行比较和对比。慢慢来回几次。 

 

询问学生是否可以点出两个幻灯片之间的 5个变化。 （答案在下一张幻灯片的“注释”部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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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回答： 

不再有鸟了-因为争夺食物和庇护所的竞争过多（由于栖息地的丧失） 

 

树木减少-因为人们正在砍伐树木，或者因为某些鸟类负责吃水果和散布种子，并且它们可以充当

传粉媒介 

 

更多的老鼠-因为其他类型的鸟类会吃老鼠，而当森林中不再有这些鸟时，老鼠的数量会增加 

 

更多的狐狸-当老鼠数量增加时，狐狸有更多的老鼠吃。 

 



人为区域有更多的动物-因为动物别无选择（他们的家不见了，或者他们更容易在人附近生存/寻

找食物）。强调这种情况可以增加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动物疾病。 

     

幻灯片 14 

 

强调 COVID-19（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也称为“ SARS-CoV-2”）是一种动物园疾病。 

 

复习人畜共患病和变异（在接下来的两张幻灯片中） 

 

COVID-19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提及该病毒的科学方法是“ SARS-CoV-2”） 

 

评论：现在是讨论在世界某些地区人们吃野生动物（称为“灌木肉”）的好时机。他们这样做有

几个原因。例如，丛林肉可以被认为是精美的美食，或者在文化上被视为正常饮食，或者人们的

饮食蛋白质没有其他选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吃灌木肉都会增加人从动物的细菌中生病的机

会。众所周知，活体“湿市场”将动物关在笼子里，与其他自然不接触的动物相邻（或位于其他

动物之上）。这种不自然的环境会增加动物的压力水平，使其容易出现疾病迹象。如果一只动物

排便或小便到另一只动物的区域内，则疾病在两只动物之间传播的风险会增加（无论物种差异如

何，因为都可能发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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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 

1.我们今天谈论变异的原因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变异。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毒能够从动物传播到

人，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方式。 

2.模型就像是假装。有时它可以帮助科学家猜测未来，以便我们保持健康（例如，科学家创建的

模型试图猜测“ x”数量的人将因病毒而生病，因此我们都需要对“ y”数量进行社会疏离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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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变异就是改变”。要求 2-3名志愿者快速阅读此绕口令五次。    
  

幻灯片 17 

      

在移至下一张幻灯片之前，请选择两名学生志愿者 

   

评论：此活动模拟了‘翻译’过程中或细胞内产生蛋白质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在 mRNA 上发现了具

有指导意义的信息，但这种蛋白质的产物并非本来应该制造的。如今的科学家（2020年 3月）发

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修复某些突变的能力，以实现更好（即更准确）的复制。通常，其他 RNA 病

毒（例如称为“流感”的流感病毒）不具有这种能力，并且在不纠正突变的情况下突变！这使得

开发流感疫苗变得非常棘手，因为科学家需要尝试预测世界上何时何地将发生哪些突变，然后在

世界该地区分发疫苗以保护人免受新突变的病毒的侵害！因此，每年都有新的流感疫苗。 （本主

题将在 2张幻灯片中重新讨论。） 

 

对于下一张幻灯片： 

两名志愿者将一一静音他们的电脑，并说出每个示例中的一种选择。其余的学生需要通过猜测学

生嘴巴形状来猜某个单词或短语。 （如果学生认为这是第一个单词选项，让他们举起一根手指，

如果学生认为这是第二个单词选项，则伸出两个手指。）一旦所有表决通过，学生志愿者就可以

取消静音，然后再次说出该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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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志愿者将一一静音他们的电脑，并说出每个示例中的一种选择。其余的学生需要通过猜测学

生嘴巴形状来猜某个单词或短语。 （如果学生认为这是第一个单词选项，让他们举起一根手指，

如果学生认为这是第二个单词选项，则伸出两个手指。）一旦所有表决通过，学生志愿者就可以

取消静音，然后再次说出该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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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课程时间预估超过 55 分钟，则应包含此幻灯片。） 

强调突变可能难以预测。 

 

慢慢地做这个活动。说明幻灯片左侧的病毒正在复制（繁殖），并且将具有原始颜色或显示出突

变（具有紫色）。 

让学生猜测何时会出现紫色病毒。他们有 3个猜测！ （老师可以说紫色病毒至少会出现一次） 

 

流感病毒（称为流行性感冒病毒）是另一种变异很大的病毒。因此，每年都需要制作新的流感疫

苗。科学家需要仔细观察流感病毒（通过对其进行测序），以了解他们认为下一突变的发生位

置，以便他们能够开发出正确类型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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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病毒可以变异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动物（例如猪，蝙蝠）中混合。回顾这个“动物”也可能是

一个人！ 

 

这里的第一个动物例子是猪。这是因为猪流感在猪体内结合了多种病毒后才发生。 （猪可以将

禽，人和猪的病毒混合！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9565018) 

 

这里的第二个动物例子是蝙蝠。询问学生蝙蝠是否对这种事情负责，该怎么办？ （这里有些学生

说要保持距离-这是正确的答案-其他学生说要杀死蝙蝠。作为对第二个答案的回应，下一张幻灯

片出现了-说蝙蝠对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 

 

评论：此幻灯片模拟了一种称为遗传重配（更具体地说是“抗原转移”）的突变方式。通过“基

因重配”，可以制造出一种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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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张幻灯片中，蝙蝠是第二个例子。请记住，蝙蝠非常重要-它们吃昆虫，它们是传粉媒介并
散布种子。 

 

点评：有时，蝙蝠缺失会使生态系统崩溃。 （此时蝙蝠是其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 

一般信息： https://www.bats.org.uk/about-bats/why-bats-matter 

居住在山洞中的蝙蝠的 PDF（并提及白鼻综合症）： 
https://www.fs.fed.us/biology/resources/pubs/tes/wns-brochure83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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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动模拟了病毒变异的另一种方式，称为遗传重配，更具体地说是抗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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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活动模拟了基因重排（更具体地说是抗原转移）。 

 

学生最终将用类似的句子填空。下一张幻灯片展示了一个学生最终将如何做自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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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允许，请学生志愿者阅读每个句子。检查红色句子就像红色病毒一样。蓝色的句子就像

蓝色的病毒。当我们将这两个句子组合成一个变异的句子时会发生什么？ （请参阅下一张幻灯

片） 

     

 



幻灯片 25 

 

老师或学生都可以阅读变异的句子。 

 

幻灯片 26 

 

要求学生使用聊天框并用空格填满整个句子（理想情况下，新单词用大写字母写）。让学生在聊

天中将其条目提交给“所有人”。 

 

如果无法使用聊天框，则学生可以通过语音提交答案。 

 

提示：建议的学生时间为 2 分钟，但是可以根据小组情况进行调整。 

 

一旦每个人都键入了整个句子并填入空格（理想情况下，在大写字母中），老师就可以演示如何

将两个学生句子组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奇怪的变异句子。 

 

在创建了变异的（组合的）句子后，询问学生，该变异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原始句子的信息（或只

是使句子变得非常奇怪）。 

 

要求 1-2名学生志愿者将聊天框中找到的其他句子合并为一个新的变异句子。 

 

评论：这句话活动是病毒或细胞中突变如何发生的另一个模型。有时，突变会使病毒变得更强或

更弱。 

      

幻灯片 27    

评论： 

病毒基本上有两个主要部分：外壳和内核。 

外壳决定病毒的传染性。内核决定了病毒可以多么容易地复制。 



           

幻灯片 28    

回顾此幻灯片显示了“正常”病毒（红色外壳+红色内核）的组成 

 

幻灯片 29     

回顾此幻灯片显示了“突变”病毒（红色外壳+蓝色内核）的组成 

 

幻灯片 30 

问： 

什么是这两种突变病毒（最上面带有红色外壳和蓝色核心的病毒；最下面带有蓝色外壳和红色核

心的病毒） 

     

幻灯片 31 

评论： 

外壳代表病毒进入细胞的难易程度 

内核代表病毒在细胞内部复制的难易程度 

 

问： 

您如何看待突变可以改变病毒？ （它可以改变外壳或核心，或同时改变两者！因此，突变可以改

变病毒进入细胞的难易程度，并且/或者可以改变细胞内部的复制量。） 

      

幻灯片 32  

问： 

-学生唱什么歌，让他们至少洗手 20秒。 （例如两次生日快乐） 

-共同健康的三个部分。在此幻灯片中，提醒学生，人类健康取决于环境健康。我们需要确保环境

清洁，以便人们保持健康。 

-如果打喷嚏或咳嗽到肘部然后折起手臂会怎样？ （您需要再次洗手至少 20秒！） 

 



链接到幻灯片信息的来源：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steps-when-sick.html 

（学生可能对口罩有疑问。在 2020年 3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仅在患者生病时才戴口

罩。该建议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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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该视频中包含“crap”一词；提醒学生不要在家中使用食用色素进行此项活动。 

 

该视频持续 3分 20秒，显示打喷嚏可以喷多远（使用不同的食用色素），以及用手，肘部或组织

遮盖咳嗽会发生什么。 （请记住，该纸巾示例在地板上显示出更多的水滴并污染了手。这表明，

在打喷嚏并把纸巾放在衬里的垃圾篮中后，洗手的原因甚至更多。）原始链接：

https://m.youtube.com/watch?v=3vw0hIs2LEg&feature=share 

 

问学生视频中有什么令他们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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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共同健康”的三个部分是什么？ 

 

第一点要强调的是，兽医正在努力开发人类疫苗（因为在疫苗的开发过程中使用了动物模型）。

另外，过去十年来，兽医和环境卫生科学家（如生态学家）一直在调查野生动物中的病毒。由于

这项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知道冠状病毒位于中国武汉（已鉴定出第一例人类病例的城市）

附近，并且新型冠状病毒（称为 SARS-CoV-2）的鉴定在 2周内完成，而不是在 2周内完成。几个

月（例如 2002年 SARS 发生的情况）。 

 

关于第二点，强调人们经常占用曾经生活过野生动物的空间。由于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较小，它们

被迫离开森林/自然栖息地以觅食和生存。回顾人们的细菌可以传播给动物，而动物的细菌可以传

播给人和其他动物。 

 

最后一点-如果学生认为植树是重建森林的唯一方法，请回顾减少用纸量可以减少森林砍伐。如果

人们对环境的需求减少，自然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恢复健康。 

-比如减少用纸量：购物时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布袋，而不是每次都得到一个新的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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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bug.eu/menupage.html?type=games&level=senior 

 

www.e-bug.eu有适合任何年龄段的出色免费在线游戏 

 

该特定网站侧重于抗菌素耐药性（另一个“健康”概念）。 

 

（如果老师愿意，可以做家庭作业。） 

 

幻灯片 36 

 

2 分钟的调查供老师完成：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2RH67KT 

 

针对学生的其他“共同健康”在线活动：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微生物和人畜共患疾病的游戏：http://webadventures.rice.edu/ed/Teacher-

Resources/_games/MedMyst-Original/_301/Game-Overview.html 

 

互动漫画，展示了兽医如何帮助在纽约市发现新病毒。 

（根据 1999年在纽约市发生的与西尼罗河病毒有关的现实生活事件）： 

https://nysci.org/school/resources/transmissions-gone-viral/  

 

西尼罗河病毒爆发期间兽医的 TED演讲在这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8NnL582uc) （持续时间 15:16）—适合年龄较大的学生

（> 15岁） 

 

可以亲自或在线使用的一‘共同健康’材料 

回顾一下如何与周围的蝙蝠一起安全生活，这是针对非洲社区开发的： 



https://ucdavis.box.com/v/livingsafelywithbats-flipbook 

 

有关环境和动物如何影响人类健康的更多信息： 

https://ensia.com/features/covid-19-coronavirus-biodiversity-planetary-health-

zoonoses/ 

 

更多咨询：  

https://www.avma.org/javma-news/2020-04-15/can-veterinarians-prevent-next-pandemic 

https://www.newyorker.com/science/elements/from-bats-to-human-lungs-the-evolution-of-

a-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25/coronavirus-nature-is-sending-us-a-

message-says-un-environment-chief?CMP=share_btn_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