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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看到了什么？
Comparison of Z-scores (mortality pattern)

每次死亡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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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纪录的使用抗抑制剂
自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英国死亡
人数超过5万，超过过去5年的平
均水平。因此，我们看到，在过
去五年中，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
系(NHS)的所有全科医生处方中都
有大量使用盐酸咪达唑仑的趋势，
这是COVID-19期间为减轻封锁期
间患者的压力和焦虑而进行的生
命末期护理的一部分。

Source:https://www.euromomo.eu/graphs-andmaps/#z-scores-by-country

论冠状病毒是由于似曾相识而开始的。在COVID-19事
件中，决策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媒体携手，重复以往的
错误，对少数人给予肯定，对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予以
忽视/抨击。早在2月和3月，专家们就在每个国家所有
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强调了事实，即
应建议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右边的euromoo图表用
五个月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所
有的死亡，而不仅仅是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因为
所有的死亡都很重要。数据的“共享”再次远离专业。

在过去的五年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
统的处方趋势是盐酸咪达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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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或新闻主义
虽然新冠肺炎引发的挑战在巴西、智利和美国仍需予以充分关注，但亚洲和欧洲等其他地区可以
开始反思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看看1995年以来股票价格的发展(图右)，对媒体使用的
大部分语言提出质疑似乎是公平的。太多的人过快地给出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样的判
断。我们都知道，当最高级似乎成为新常态时，要适度行事就变得很困难了。是的，金融市场远
远不能反映现实，但它们是最初的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一些指数，如ifo指数，该指数调查了7000
名企业领导人(其中大多数不是上市企业，但中小企业更能代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现实)。6月份
ifo指数显示，与4个月前的结果相比出现了反弹。从左边的图表可以看出，减少单一主题的新闻选
择如何有助于报道更多的现实问题。

股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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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

?

今年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收获似乎是：对比是很重要的。
如果对CoVID-19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很难对未来得出
相关结论。右图由尤里亚集团（EUAria group）创始人
兼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教授周围的团队提
供，显示出政治家的作用。这两个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
公民，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但在一个信息和行
动都不明确的社会，病毒更有可能造成损害。在欧洲，
从意大利到斯洛伐克再到瑞典的行动各不相同，但到处
都有明确的信息——这是严重的，每个人都有责任。
Source: https://www.gzeromedia.com/thegraphic-truth-two-different-pandemics-eu-vs-us

从过去来判断

为未来作判断

纽约时报记者莎拉·克 里夫（Sarah Kliff）在
2020年6月中旬收到了达拉斯一家医疗实验室
的账单。他们每项冠状病毒测试收费高达2315
美元，尽管一项测试通常需要100美元。莎拉
打电话给实验室询问价格，实验室很快把价格
降到了300美元。这只是卫生系统中的一些人
试图利用其他人的众多案例之一。没有什么新
鲜事，但考虑到政府似乎在媒体上有着无穷无
尽的播放时间，却很少利用它来提醒他们的公
民，这实在是令人恼火的。

虽然G7峰会被推迟，但G20框架完全有可
能确保某些学习得到落实。

2020年4月，Guidehouse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美国20%的农村医院面临倒闭的高风险。354家
有 风 险 的 医 院 分 布 在 40 个 州 ， 年 出 院 人 数
222350多人，雇员51300人，病人总收入83亿美
元。三个月后，看看顶部图表中所示的发展情
况，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有所增加。这场闹剧
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但现
在，在呼吸机上死去的公民的镜头似乎不再提
供新闻价值，关于如何处理后果的后续报道似
乎没有兴趣。几乎像德国每年有40000到60000
人死于医院卫生不良（记住，德国有8900人死
于COVID-19）。

20国集团（G20）的贸易部长们应在世贸组
织内发起以下诸边倡议：减少和/或取消关
键卫生设备、药品和相关投入的进口关税
，这些都是这些跨境价值链顺利运作所必
需的。这将有助于在国家或区域一级为未
来的危机和生产能力建立储存。在合作伙
伴之间发起多边谈判，以控制和管理对国
内公司的补贴，同时确保有足够的政策空
间，为国内和区域应对未来卫生危机的能
力做好准备。在COVID-19之前，补贴改革
是世贸组织改革议程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现在由于各主要经济体迅速累积补贴措施
，各国政府向国内企业提供大量的货币和
财政支持，以防止经济崩溃，这一问题更
加紧迫。重要的是，这一谈判应包括货物
和服务。
20国集团（G20）贸易部长应在世贸组织内
发起一场多边讨论，以使关贸总协定例外
条款的管理更加清晰，特别是：关贸总协
定中有关出口限制的条款，例如安全例外
条款，在COVID-19之前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因为一些成员国，特别是美国，增加了
使用它们。
P. Drap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P. Draper,国际贸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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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我们可以做什么？ 3个建议
预防是关键
当有害的外部条件出现时，例如可怕的流行病，我们的交
感神经系统帮助我们调动我们的能量，保护我们免受迫在
眉睫的威胁。这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压力，长期来看可能
会导致疾病。然而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处理微生物
和病毒，执行代谢功能，使身体的生长和修复可以进行，
并帮助我们放慢和放松。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表现与我们的
神经系统密切相关，在持续很久的压力下，会失去保护身
体重要功能的能力。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外部威胁和潜在危
险，但我们有办法通过使用循证的补充药物来增强我们的
免疫系统，如紫锥菊、黑辛草以及维生素D和锌等微量营
养素。
从Covid-19学到的功课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没有为疫情做好准备，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
也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做出适当的反应。尽管在201事件和之
前的会议上就如何应对疫情发出了警告，我们仍有许多功课需要
学习。我们可以从建立信任开始。我们必须开展公开和透明的对
话，审查和分析各国和社区如何对危机作出反应，以收集关于我
们今后如何以更集体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信息。我们可以分享最佳
做法，以拯救生命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同时确保我们建立新
的工作方式，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投资于以解决问题为
重点、以目的为导向的公司，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具复原力的社
区，这些社区将共同努力，并利用现有工具，在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期间相互帮助和支持。

为辅助生活发展出的替代方式
COVID-19表明，在辅助生活家园中，过多的照料和关注往往像是不值一用的储备，在
小而贫瘠的房间中。1-2名护理人员一次照顾多达40位居民。每位居民只剩下15-30分
钟的时间，还有那些还能移动到餐厅的人吃的普通饭菜。许多小型住宅团体通过私人
倡议或各种商业模式建立，表明还有另一种方式。居民可以住在有自己家具的房间里，
有时还有自己的浴室，和公共的客厅、餐厅、厨房和阳台。每套公寓3至12人的不同模
式，创造了有尊严、有爱心的共同生活的新形式。公寓的费用和24小时流动的门诊护
理服务由居民共同承担。在私人合租公寓，亲戚的支持是非常受欢迎的。虽然对于探
访老年人的家有严格的禁止，但住在合租公寓的亲戚可以继续照顾他们的长者，同时
保持必要的卫生。虽然专业的护理服务在一个合租公寓运行并且不允许探视，但居民
仍然感到受到良好的照顾和关注，因为护理人员可以在每个居民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年长的公民和他们的亲戚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些想要同样生活的人走到一起。如何对
待老人，是做新鲜的还是现成的饭菜，购置新物品，联谊活动等都是由居民共同决定
的。现在是时候让所有的年长的公民再次接受和拥抱他们的亲人了。更小的单位不仅
有在这场危机中被管理得更好的优势,而且使得一代人之间的连接更现实,因为辅助生活
公寓可以在较大的社区配置中被整合，为家庭交流提供机会，例如一些父母发现很难
给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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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看到了什么？
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距离
大多数关于如何应对COVID-19的争论都是
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出发的。右边的图表显示
626
了为什么关于如何应对病毒带来的挑战的建
议需要考虑到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现
实中，而这个现实远没有通过提供诸如“社
交距离”之类的建议来克服风险。如果公开
宣布的支持计划要比通常的窗口穿着打扮更
重要，倾听那些考虑到多种多样现实的专家
的意见是有意义的。
Source::https://www.worldatlas.com/articles/countries-withthe-fewest-toilets-per-capital.html

超过93个不同的土著社区受到影响
从亚马逊河到澳大利亚，土著社区的平均死亡率为9%，澳大利亚土著社区对限制
冠状病毒传播的反应于3月初开始。在澳大利亚卫生部的支持下，Anangu
Pitjantjatjara Yankunytjatjara（APY）土地的传统所有者限制进入他们的地区。爱
丽丝泉的土著联合组织要求在北部地区设立一个特别控制区。国家土著社区控制的
卫生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帕特·特纳呼吁通过社区控制提供更好的卫生资源，以应对
病毒。马蓬土著郡实施了自己的旅行禁令，同时许多土地委员会停止向游客发放许
可证。Tangentyre委员会和Larrakia Nation实施了“返回国家”计划，以支付希望
返回社区的人的费用。此外，北方土地委员会以所有17种不同的部落语言制作和分
发了健康信息。

9.7%
5.7%

Mortality Mortality
rate, non- rate,
indigenousindigenous
people
people

RAI报道意大利的医院好像一切都很好

意大利电视一台拉伊乌诺RAI Uno获取无偏见的信息，以便对是否有必要进行更改作出有保留的
决定。意大利观众从拉伊乌诺观看公共服务电视新闻时，不会认为米兰和巴勒莫之间医院的运
营现状有任何改善的必要。一些积极的报告、一些消极的报告和绝大多数中立的报告似乎反映
了一个现实，而在2020年前6个月期间，在意大利和国际医院接受过服务的COVID-19的受害者
肯定对这个现实有不同的看法。这只是他们在西班牙的姐妹项目。TVE提供了更多反映医院实
际情况的正面报道。人们可以理解，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记者们对于报道死亡人数极高的原
因犹豫不决，但自4月份以来，两国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报道足够真实吗？

Reporting on hospitals: Volume and rating and topics (Jan 1 to June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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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Media Tenor International: 113 reports on hospitals in 6 international TV news programs, Jan 1 – June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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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11事件以来，人们可能再也没有像40-50
年前那样回到新闻消费的旧习惯。所有传统媒
体都会报道有史以来创纪录的返回新闻阅读的
人数，让观众了解他们国内外的情况。并不是
所有的公司都成功地证明了他们已经从以往的
危机中学会了如何应对这场风暴。右边的图表
列出了那些在为客户服务过程中受到最严格限
制或低标准约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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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作判断

2007年，140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在这些基本权利中，确认可以使
用土著人民拥有的账户、资产和土地。从那以
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媒体也没有报道这些
问题。必和必拓（BHP）等矿业公司刚刚宣布，
他们将推进扩建项目，这些项目将摧毁澳大利
亚至少40处古老的土著遗址，就在几天前，另
一家矿业公司力拓（Rio Tinto）对另一处考古
遗址夷为平地的事情引起了全国性抗议。但是，
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资源，土著社区如何能够有
资金度过COVID-19造成的挑战？

大多数国家未能确保库存足够的口罩和其
他个人防护用品。向前迈进，国家解决方
案和国家供应商得到支持，以便不再依赖
于后勤噩梦。在政府和其他方面支付了巨
额费用之后，出售的医疗设备往往被发现
已经腐烂，无法使用。在前进的道路上，
3M等供应商开始采取行动，以打击出现故
障的市场：
https://www.startribune.com/with-two-newlawsuits-3m-has-filed-14-claiming-n95fraud/571108192/

在COVID-19期间，提供可靠的民意调查更具挑
战性，这需要可靠和科学地接触社会中的不同
群体。世界舆论研究协会正在提供从各大洲获
得研究的途径。一项关于八个选定的非洲国家
的情绪的研究表明，南非、乌干达、肯尼亚、
坦桑尼亚、加纳、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公民对
本国政府如何应对冠状病毒造成的挑战的满意
度极低。虽然中国花了很多钱来提供即时帮助，
但习主席的评级与普京或特朗普一样低，更受
尊敬的是马克龙和默克尔。
https://www.infiniteinsight.net/Online_Multi_cou
nty_poll.pdf

新兴市场的医疗保健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一个联合国协会成员机
构美国安提瓜医学院正在联合国成立75周
年的框架内组织一次题为“新兴经济体的
保健”的在线对话，讨论是否有足够的保
健专业人员，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以及医
疗保健的质量和可负担性等问题。由于对
话将在目前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
因此将有空间讨论大流行对这些问题的影
响。更多信息，包括注册详情，请访问以
下网站：
https://www.auamed.org/news/unitednations-75th-anniversary-americanuniversity-of-antigua-webinar/

这周我们能做什么？3条建议
提供房屋和卫生设施以阻止病毒传播
为了阻止COVID-19的传播，我们已经要求数十亿人呆在家里以尽量减少病毒的传播。但是如果你的
家里没有自来水或者没有冲厕的能力怎么办。不卫生的家是病毒的滋生地。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需要
投资于更好的住房。政府可以重点关注的3个领域是：1）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地理空间技术和无人
机，以确定减少过度拥挤的机会，并允许对未来的流行病进行社会隔离和自我隔离。2） 在风险最大
的社区投资改善家庭卫生和基础设施。3） 为改善家庭卫生设施提供补贴，并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水
管工和木工等工作。这些行动将使政府和卫生系统有更多的时间与病毒作斗争，直到研制出安全的
疫苗。

紫外线治疗冠状病毒的前景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紫外线杀菌一直被用作一种有效的消毒方法，
短波紫外线杀死或使微生物失去活性，破坏其核酸，攻击其DNA，以
及它们执行重要细胞功能的能力。在体内使用这一过程的挑战在于将
光保持在体内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进行消毒。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
Rosatom的安德烈戈维多夫斯基（Andrei Goverdovsky）宣布，俄罗
斯物理与动力工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法，病人吸入紫外线发光分子和气体组分。原子能机构的科学家们
非常乐观地认为，这一过程，他们称之为发光气体治疗，不仅能有效
地治疗冠状病毒，还能有效地治疗SARS、MERS、结核病和某些癌
症。

老年人住宅的死亡率

https://www.acsh.org/news/2020
/04/15/covid-19-uv-led-can-kill999-coronavirus-30-seconds14719

在世界范围内，老人院和养老院的过度死亡率是由政府和地方当局对CoOVID-19感染的反应造成的。
原因正在明确：错误的或不必要的治疗；镇静；以及其中遗漏了对实际先前疾病的必要治疗。检察
官办公室现在将进行调查。在瑞士、伦巴第、法国、西班牙和美国，一波诉讼正在展开。由于孤立
无援，没有探视老人的权利，因此往往没有亲属作出决定。在家中或在亲戚控制下的小居民区得到
照顾的老年人的情况更好。在一个居住群体中，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大的客厅/餐厅、
厨房和浴室都由居民共享，24/7的护理服务也是如此。居民更像是在家里，亲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
营养和医疗保健的组织有影响。对官方数据的评估显示，当时根本没有理由采取严厉的封锁措施。
那些从来没有被关在任何地方的州——那些允许人们在外面自由活动，而不是独自呆在封闭的房间
里的州——最终的情况并不比那些强制隔离的州更糟。最初被封锁但很快又重新开放的州没有看到
任何冠状病毒病例的爆炸。我们应该向那些成功地以不同方式做事的人学习。在台湾，生活照常进
行。在2500万人中，有48人被感染，而且没有来自世卫组织的信息。计划是由医生、流行病学家、
病毒学家、生物学家、传染病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与政府协调的。该范式还包括一个基本前提，即身
体天生聪明，症状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与地球和谐相处，尊重我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健康的
身体不必害怕感染，那么根本治愈是非常可能的。 Marina Ba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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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除了COVID-19，世界意识到其他病毒也会危害社会。反
对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在两周内蔓延开来，因为没有一个
社会能够对这种持续的疾病产生免疫力。6月6日，一名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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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向SRF Tagesschau证实，抗议者问他们为什么在维护
人权的同时冒着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这一点很清楚：
“我宁愿冒着健康的风险，也不愿继续对每天违反宪法的
行为视而不见。”。尽管COVID-19花了2个月时间才成为
全球公认的对人类的威胁，但却花了10天时间向所有当权
者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人权不容谈判。特朗普总统
和他的支持者现在每天都看到这一点，因为华盛顿特区的
市长把白宫前的广场奉献给SD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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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protests in support of Black Lives Matter
Source: www.Elephrame.com

癌症咋办？
我们每年有5700多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等）。
这一数字占每年所有死亡人数的73%。世卫
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COVID-19大流
行严重干扰了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服
务。这对未来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意味
着什么？COVID-19已经导致超过2800万的
延迟手术，我们目前每年有超过200万的错
误死亡。我们是否看到SDG3健康与幸福的
机会？

欧盟卫生专员仍处于认识门槛以下
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是非洲、美国和中国总统的欧盟新对口人。她自2019年
12月起就任，承诺与她所代表的人（从葡萄牙到芬兰的5亿公民）发展新的直接沟通。她一开始就
宣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成功地创造了全球知名度。六个月后，她的主要目标（说服布鲁塞尔和斯特
拉斯堡的遗民为27个成员国提供价值）能否实现，这是第一个问题。新总统和她的委员们遵循了他
们前任的思路，认为通过与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如布鲁塞尔共同体）交谈，可以有所不同。即使
有了COVID-19，也为健康和金融相关的知识创造了一个额外的认知平台。一切都没有改变。虽然每
个人都能拼出至少五个病毒学家的名字，但谁知道SDG3项目中欧盟专员的名字呢？

选定政治家和现任欧盟专员的媒体曝光率
Ursula von der Leyen
Paolo Gentiloni
Josep Borrell
Valdis Dombrovskis
Margrethe Vestager
Didier Reynders
Ylva Johansson
Stella Kyriakides
Frans Timmermans
Margaritis Schinas
Vera Jourova

Donald Trump
Angela Merkel
Emmanuel Macron
Ursula von der Leyen
Sebastian Kurz
Xi 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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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Media Tenor International: 14,128 reports on protagonists, 144 reports on EU commissioners in 6 international TV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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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接受政府有关提供援助、克服封锁决定后果的
提议的意愿迅速缩短（德国政府将增值税从19%降
至16%的积极反应持续了不到一周，就这200亿“提
议”的实质内容提出质疑，接受SDG17目标的意愿
是最大的股票上市公司稳步增长的新指南针：右边
的图表说明了自2017年以来，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
层是如何增长的，解释了他们过去如何花费预算的
文本数量以及他们未来的战略是如何沿着GSD17个
目标发展的。 SCR500 2020

为以后来判断

从过去来判断
6月第一周在日内瓦举行的另一次为研制
COVID-19疫苗筹集资金的捐助者会议，在世界
各国已经编列预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亿美元。
总的来说，这一数字已轻松超过1000亿美元的
水平，几乎是全球联合起来试图说明，过去的
现实情况是不够好的（9年前未能提供针对第
一种COVID病毒的疫苗）。
同一天，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宣布，它的目标是
生产20亿种冠状病毒疫苗，其中包括美国和英
国4亿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疫苗10亿
份。阿斯利康计划在九月或十月开始向美国和
英国分发疫苗。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帕斯卡•
索里奥特（Pascal Soriot）在2020年6月4日与
记者通电话时表示，预计到2021年初将有剩余
的交付量。阿斯利康表示，已与印度血清研究
所签署许可协议，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10亿剂，
其中4亿剂将在2020年底前交付。
根据2020年提交的年报，SDG3上的大多数承
诺公司如下：
AstraZeneca
Diageo
Biogen
Roche Holding
AbbVie
Denso
Pfizer
Vivendi
Danone
Schneider Electric

“COVID-19的‘泛洪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
将如何，并对国家和人类的末日进行了一
个意料之外的模拟。在这一点上（5月初）
，我们不能通过猜测说什么，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已经发生的变化将随着现实感的
增强而加速。在日本，老龄化和人口锐减
、经济差距、代际差距等问题越来越明显
。
知识社会的未来与城市有很大关系。在打
击COVID-19的措施中，市/市一级的领导比
国家更为突出。在21世纪，我们预计人口
将集中在城市。据说城市时代已经以
COVID-19结束，但这是一个过早的判断。
历史上，人类是在城市中发展的。
未来，城市将改变经济和社会，我们应该
思考一个与一个国家或一个中等城市相当
的巨型全球城市的规模，以及一个循环城
市的模式……目前，在我们的知识社会中，
创造价值的手段不是资本主义者拥有的土
地、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的知识、智
力、思维能力、大脑、情感、沟通等无形
知识资产及其网络（生态系统）。如果这
些被控制，经济活动将停止。”
Noboru Konno, Ph.D.; Professor of Tama
Graduate School,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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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我们能做什么？3条建议

客观地说，生命只是空间和时间，它是客观的。主观上，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社会文化模因的
基础上的，模因为生活提供了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社会里，价值观被放在行为上，认为这种行为
是适当的还是不适当的。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内在偏见来评判他人，但即便如此，现代社
会也试图用支持和指南针来对待每个人。同情心、理智和在一起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在某个地方，
我们失去了对人类价值观的看法。世界已经疯了，这些问题现在威胁着文明。从历史上看，文明有
起有落，每一次崩溃都伴随着范式的转变，这改变了所有的模因、价值观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见
Jared Diamond贾里德·戴蒙德的著作）。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范式，我们必须摧毁旧的。这对许多
人来说是可怕的。所以，人们仍然相信没有什么改变，但有邪恶的力量试图改变我们。我们必须看
到，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谈论都是它自己的监狱，一种错觉，一种疯狂。要想变得理智，就必须认
识到我们都是多么的疯狂，以及我们当前的行为是如何不起作用的。我们周围的“现实”即将崩溃，
这是一个挑战，理智的人看到了什么是真实的，谦卑的，冒险的。 Dr Manuela Boyle
本周，我们可以提供富有同情心、好奇的询问，
了解孩子们的感受，将行为视为对新环境的适应，
并诚实地说，这并不是他们希望的“正常”的回
归。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和音乐/噪音制造、消耗身
体能量的有趣游戏和运动，以及密切引导一些深
膈呼吸来鼓励表达自由感，同时他们用毯子或毛
巾包裹或襁褓，可以补偿被抱着，帮助他们自我
调节。 Soni Cox Dip Couns MBACP Accred
FRSA
UK;
Compassion: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00115

当责任心改变时
COVID-19的“大灾变”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将如何，并强加了一个对国家和人类终结的出乎意料的模
拟。在这一点上（5月初），我们不能通过猜测说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已经发生的变化将随着
现实感的增强而加速。在日本，老龄化和人口锐减、经济差距、代际差距等问题越来越明显……在
COVID-19的全球动荡消退后，人们可能会暂时忘记它。然而，……这可能是一个重大转变的开始，
它将改变我们的语言，从而改变我们的意识。
Noboru Konno, Ph.D. Professor of Tama Graduat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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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各国政府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时采取了封锁措施，
扰乱了本国经济，然后为了弥补封锁带来的痛苦，他们
宣布了针对受影响企业和失业的援助计划。然而，在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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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援助承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钱要么没有
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要么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数额。
把赔偿称为“援助”是雪上加霜。援助可以看作是向需
要帮助的人伸出的手，而实际上，它是一种补偿。这些
钱来自于人们为人民、公司和机构缴纳的税收，而政府
不再允许这些继续工作或经营。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政
府不听取公众意见而产生的愤怒正越来越大。

提高健康素养
边缘化人群显然更容易受到SARS-CoV-2流行病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可
能生活在危险的环境中，面临经济困难，从事使他们面临更大风险的
职业。此外，弱势群体的健康素养较低或有限。同时，健康素养不能
再局限于一套技能。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提出，健康素养始终是人们的
需求和医疗保健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要么支持要么抑制获
得帮助。因此，健康和科学传播的方法应通过实现一个明确的目的和
一个有意义的背景，使用友好的和对话的语调，使用熟悉和适当的语
言，以便于理解。至关重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
并且可以采取行动步骤。

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和看到了什么
特殊时期也是一个很好的现实检验。主流媒体被宣布死亡有多久了？但到2020年，人们仍会像往年
一样，在传统媒体上搜索有关COVID-19等问题的新闻和最新消息。在国家形势占主导地位的同时，
他们也看到了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冠状病毒。下面的图表说明，当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报道其他
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流行病时，哪些国家和国家元首是最引人注目的十大国家之一。虽然意大利在报
道的国家（和城市）方面与中国并驾齐驱，但记者们在报道国家元首时都把焦点放在特朗普身上。
虽然电视新闻倾向于中立地报道外国领导人，但他们在评价博尔索纳罗、约翰逊和特朗普时却破例
提出了高比例的批评。

国家领导人暴光率

国家暴光率

Donald Trump
Giuseppe Conte
Jair Bolsonaro
Boris Johnson
Vladimir Putin
Jinping Xi
Emmanuel Macron
Angela Merkel
Pope Francis I
Shinzo Abe

Italy
China
US
Israel
Syria
Spain
France
UK
Russia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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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22,968 reports related to COVID-19 on 14 international TV news programs, Jan 1 – Jun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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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6（建立可信赖的机
构）在193位国家元首接受的17项全球目标
清单的末尾，这似乎是一种声明和确认，
如果不建立和维持可信赖的机构，就无法
实现其他任何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
贫困”或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或可持
续发展目标3“健康和福祉”。随着COVID19的挑战说明了过去在全球和国家卫生系
统中的不足，其他目标（如SDG 10不让任
何人掉队）的重要性变得显而易见，不仅
是在美国。右图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再也
无法说服福克斯新闻。

Rating of Donald Trump on Fox News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从过去来判断
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愤怒，更为严重的是，
一位美国领导人被仇恨和对混乱和暴力的偏爱
所引导，希望继续掌权。这是一场正在上演的
悲剧，当政治进程让位于部署军队镇压非暴力
者时，暴力将占上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
样。
1989年的教训是清楚的，在莱比锡，格旺豪斯
乐队指挥库尔特·马苏尔和共产党领导人及警察
同意避免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反对该政权的
抗议活动的后果是失去了合法性和权力，导致
了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国家消失了，残余政
党的选票减少到5%。另一种选择是使用暴力，
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他的政治命运紧随着
东德的战略经济区领导层。现在，这些都该走
了。
历史确实重演了，先是悲剧，后是闹剧，共和
党人——波图斯，AG，SCEDEF——在这场悲剧
中使用了武力和暴力，美国民主会变成一场闹
剧吗？然而，1989年的另一个教训是，小规模
的抗议活动发展成了成千上万的街头抗议活动。
示威者赢得了自由，以自决的方式拆除了柏林
墙，并选出了一个民主政府。尽管来自苏联的
巴萨多·瓦伦丁·法林和苏共的其他人呼吁控制
战场（Esper yesterday），即使这场战争耗费
了100万东德人的生命，但他们还是表现出了
勇气。戈尔巴乔夫选择了非暴力。狗吹口哨者
的推动者是捍卫宪法，还是寻求继续掌权？
Prof. Dr. James Bindenagel, University B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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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后来判断
“我们所看到的是三个构造板块之间的冲
突，而这三者建立了人类事务：（1）控制
我们生产和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领域，
（2）组织权力分配的政治领域，以及（3
）控制我们社会互动的社会领域。人类事
务蓬勃发展，当这些领域协调一致时，我
们与我们的星球生活在一种赋予生命的关
系中，促进人类的包容和可持续繁荣中。
这意味着，首先，社会的边界必须与政体
的边界有实质性的重叠。换言之，每个国
家都需要足够的社会凝聚力，以便通过代
表社会成员的政治进程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只有这样，公民才能承认其政治代表的
合法性。在社会两极分化的国家，无论两
极分化是由于收入、财富和教育的不平等
，还是对外国人的开放程度不同，或是对
交战部落的开放程度不同，建立合法政府
变得困难，有时是不可能的。社会两极分
化——根据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具有相似属性
，而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具有不同属性的人
口群体来衡量——由于社会和政治边界之间
缺乏重叠，可能导致社会紧张和动荡。”
Global Solutions Network: https://www.g20insights.org/policy_briefs/toward-globalparadigm-change/

这周我们能做什么？3条建议
帮助孩子们重返校园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孩子现在回到学校的经历与他们离开时大不
相同。有了焦虑的父母、焦虑的工作人员和关于身体接触的新规定，
孩子们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适应。家庭一直是一个安全的容器，一
些人解释说要保持安全，而另一些人则目睹了经济损失的压力和对
家庭关系的影响，不幸的是，有些人会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安
全的家里，他们会得到安慰，并帮助调节情绪。在有危险的家庭中，
他们遭受了更多的暴力，可能缺乏食物和忍受封锁所需的心理安慰，
而且可能通常在家外（即与教师、祖父母在一起）才有的安慰。

在COVID-19之后，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如何学习和规划未来的医疗保
健服务。预计到2030年，将有1800万员工（参考文献：BMJ）短缺，
癌症病例和非传染性疾病不断增加，同时COVID-19对健康系统的严
重破坏（全球范围内，我们在12周内延迟手术超过2800万次，参考文
献：BJS），我们如何投资和支持我们的卫生服务，同时改善人民的
健康和福祉，以确保我们学习和准备下一次大流行？ WHIS平台将社
会各界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影响人民健康和福祉的解决方案，从而
创造机会。该方法可在当地采用，以创建新的健康生态系统，支持全
球社区实施SDG3良好健康和福祉。它以价值观为导向，现在和将来
都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医疗模式。

感染并不意味着生病-如何阅读当前的COVID-19统计数据
在许多国家，随着夏季季节的开始，根据通常的感染曲线，冠状病毒感染率趋于零的趋势已经明朗
化。通常的感染曲线一直低于危险阈值。在武汉，经过大约1000万次大规模检测，5月下旬仅发现
300例无症状感染。按理说，现在只有受感染者被隔离在那里，而不是超过99%的未感染人群。这正
是让我们的老年人重新参与生活的正确方式。杰出的免疫学家和生物学家证实，大自然向我们展示
了如何做到这一点，而瑞典也证明了群体免疫是从假定的疾病中恢复的最安全的方法。社交距离和
诱发恐惧的面具必须被身体上的亲密、握手、游戏、拥抱、笑声和舞蹈所取代。这使我们保持健康
和免疫。预防和强化机体是关键，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学会了对付自然入侵者。只要免疫系统强大，
感染者很少有症状。感染并不意味着生病。除了家喻户晓的治疗方法外，这类病毒杀手的小贴士还
有帮助：慕尼黑大学的病毒学家Ulrike Protzer博士说：使用洗涤剂。 医生Christoph Specht博士在
RTL上证实：“冠状病毒的包膜由一层脂肪膜组成，这种膜由于脂肪溶解剂而破裂。疫苗在今天仍
然是一个有争议且似乎毫无意义的措施。人们发现冠状病毒在一小时内变异了大约7000次。Tetyana
Obukhanych博士（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免疫学博士，哈佛大学研究生）：“如果你接种了流感病毒疫
苗，你可能对它免疫。但你更容易感染变异病毒和其他流感病毒。已经清楚地证明，接种流感疫苗
的人比未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更容易生病。” Marina Ba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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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除了传统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外，COVID-19还带来
了来自病毒本身的恐惧、集体悲伤、长期的身体疏远
和相关的社会孤立等额外挑战，这些都将对我们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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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麦肯锡全球生命与生计
保障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in Guarding
Lifes and Livelihoods）所指出的，“世界各地感染和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每日报告增加了我们的焦虑，如
果出现个人损失，会让我们陷入悲痛之中。”麦肯锡
全国消费者调查（3月27日至29日）展示了这种普遍
的痛苦，在那些工作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中进一步恶化
（展图）。自那以来，截至2020年5月底，美国失业
人数上升至4000万人以上。

需要康复
In Wuhan,研究人员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幸存者有严重的神经并发症。这样的发现并不奇怪，在脓
毒症患者中，据估计，全球每年有1100万人死于脓毒症，而脓毒症也有类似的炎症原因, JAMA在
2018年报告说，半数幸存者在出院后一年内要么重新入院，要么死亡，要么有持续的严重损伤。
并发症有生理、心理和认知方面的，17%到34%的幸存者在一年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只
有57%的工作年龄的幸存者 57% of survivors of working age在一年内重返工作岗位。 COVID-19
的人道主义和经济负担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康复治疗，大多数住院患者至少
在12个月内不会恢复生产功能。现在确实迫切需要以可扩展、可持续的方式为这些患者提供康复
服务，并转化资源匮乏的环境。这项努力需要国际协调，并应由与专业社会携手合作的第三部门
专门知识领导。 Dr Ron Daniels

WHO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声誉

全球机构需要坚实的信任基础。没有它，他们的决定和建议就不会得到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决
定不再支付世卫组织会费感到安全的原因之一，是世卫组织从未建立起稳固的声誉，以抵御这种
性质的攻击。在联合国机构内，它不属于那些媒体高度活跃的机构。这些机构将确保200个国家
中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对谁是谁以及谁在做什么有充分的了解。现在，在COVID-19的热
浪中，在全球电视黄金时段新闻中报道WHO世卫组织，对于世卫组织的运作方式以及公民为何
能信任其卫生组织，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背景资料。

联合国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知名度，国际
电视新闻, 2010 - 2019
EU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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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O
UN Security Council
WHO
UNHCR
WEF
UNICEF
Greenpeace
UN General Assembly (UNGA/GA)
Dep. of Consumer Protection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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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Population Fund

有关WHO世卫的主题，国际电视新闻, Jan -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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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
几周后，媒体不仅愿意报道被COVID-19感染的
人数和死亡人数，而且愿意报道大部分从新型冠
状病毒中恢复的人。但是，那些通常被涂成绿色
的人，在被宣布恢复健康后，是否享受着自己的
生活呢？右边的图表给出了第一个指示，“绿色”
并不能自动确保他们恢复到在生病前的生活。
43%的人已经不在医院，但仍然无法回去工作。
媒体现在把焦点放在拉坦、美国或俄罗斯等社会
保障不太扎实的地区，明确了冠状病毒受害者的
全部代价。

After-effects
of COVID-19
43%
57%

Unable to return to work so far

Have returned to work

从过去来判断

为以后来判断

航空公司成为头条新闻，政府投入大笔纳税人
的钱，为了确保停业所造成的损害不会导致这
些股票上市公司、数千名社会企业家, 青年旅
社、公私合作伙伴等破产。然而，基金会正在
申请破产，因为没有人能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
到。

COVID-19大流行显示了两种主要的文化反
应模式：纪律文化和自由文化。简而言之
，简单地说：像中国、韩国和台湾这样纪
律严明、服从国家当局的国家，感染和死
亡的人数要比那些有个人自由、不信任政
府或民粹主义政府文化的国家少得多。后
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很高，甚至呈爆炸式
增长。这种差异与其说取决于国家形式（
韩国是多党民主国家，中国是一党制共和
国），不如说取决于政府战略和民众对其
的信任。

“当市场扭曲发生时，我们会跌破裂缝。
COVID-19提供了残酷的证据：最终，我们将不
再能够社交，因为我们将不得不解雇所有员工，
我们将无法继续我们的教育任务。我们也不能
继续创业，因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在市场上
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储备资
产或股本是一种虔诚的希望，即使经过多年的
成功社会运作也无法实现。我们以前引以为豪
的，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独立于外部援助完成
的重要社会使命，现在却分崩离析。我们现在
能够弥合的鸿沟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深渊。我
们正在跌入深渊。”
https://twentythirty.com/social-entrepreneursare-sea-lions-andreas-heinecke-dialogue-dark/
Prof. Andreas Heinecke, Ashoka fellow, and serial
social entrepreneur
中小企业家也有同样的感受。虽然像意大利或
奥地利这样的欧洲国家，政府几乎在宣布封锁
的同时宣布将“支持”中小企业，但仍在等待
获得第一笔资金的时间却在一周比一周增加。

最具灾难性的是像美国和巴西这样的民粹
主义政府，他们把这一流行病作为自己政
治（选举）利益的平台，而不是把所有精
力都放在人民身上。结论是，在这种流行
病中，高度个人自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纪
律和自我领导。具有高度纪律性的文化可
以相信，一些更有指导性的自由是可行的
。在所有情况下，民粹主义政府都表现出
他们的残暴。他们不象他们所宣称的那样
关心他们的人民，但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必要地因忽视和政治化这一流行
病而牺牲生命或人口。这在道德上是不负
责任的。
Prof. Dr.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Geneva

这周可以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在COVID-19时期的韧劲
“人们称之为倦怠。这不是一种倦怠，而是人们所经历的一种严重的道德违背。”（-安娜·德尔加
多，护士、助产士和临床教授）。我们人类以故事为生。我们需要跨代传递的故事，让我们充满自
豪感、意义、视角，并激发我们的智慧。随着神话和民间故事的重新发现，约瑟夫·坎贝尔，创造
了“英雄之旅”的现象。故事通常通过书籍和媒体使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和灵感，并将人类精神带
入生活。它们提醒我们，我们有能力适应，我们有能力克服巨大的挑战。现在，我们正在近距离地
共同经历这些英雄旅程中的一次，通过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可以一起为观点设定强有力的信号。在我们多样化的世界
人口中，我们可以为更大的创造力、协作、分享故事，从而更
具可持续性的复原力设定道路。一种方法是通过STEAM教育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甚至音乐和数学）提供跨
学科支持。让我们更经常地将这个概念扩展到我们的职业生活
中，可能称之为TEAMS。通过我们目前的集体冠状病毒经历，
我们已经看到跨代、跨系统、跨国家和跨大陆的解决问题思维
空前增长。这是一个共同的故事，我们正在努力从灰烬中像凤
凰一样升起。有远见的人，思想家，未来的塑造者——如果我
们联手改变世界，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
Miriam Burger, MD, Cert GHD

为什么只关注疫苗？
大多数人都能以自然的方式处理病毒；老年人面临的风险更大。传染病学家区分感染和疾病。大量
实验表明，大多数人不会因病毒而生病。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甚至在它们进入身体之前就把它们挡
开了，而且没有疾病的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形成抗体。每一个有机体都是独特的，反应
也不同。为所有人谈论单一疗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疫苗是唯一的补救办法，而不是加强免疫系统？
在寻找疫苗的过程中，人们正在寻找病毒突变。严重的长期试验（从5年起）可以证明疫苗接种是否
对特定病毒有影响。必须披露疫苗的所有成分，包括通常是剧毒的微量成分。目前尚不清楚人体如
何对RNA注射（外来基因物质）作出反应，如何处理这种休克，是否接收到外来RNA的错误信息，
从而形成针对自身组织的假抗体，或导致严重疾病。这种反应可能是毁灭性的，特别是对于免疫系
统较弱的老年人。大自然非常聪明，能提供抗病毒的药用植物。动物本能地以它们为食而变得健康。
科学研究（如慕尼黑赫尔姆霍兹研究所，2016年）证明，强大的植物酚类物质可以抵御病毒，如白
头翁（Cistus incaus）(https://www.helmholtzmuenchen.de/aktuelles/uebersicht/pressemitteilungnews/article/32074/index.html)
新鲜的茶药草或含片在粘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病毒不能停靠。世卫组织已经发表了高剂量维生素A
治疗麻疹是非常有效的。根据Theraklinik Berlin的说法，它通常是抗病毒的，用于治疗COVID-19感
染。许多研究表明，每天3克维生素C有助于抵抗感染和加速愈合。
(https://articles.mercola.com/sites/articles/archive/2020/02/24/iv-vitamin-c.aspx). Marina Baaden

NEWSLETTER FOM
20th May 2020

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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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康危机增加基尼效应

我们重点研究了SARS（2003年）、H1N1（2009年）、
MERS（2012年）、Ebola（2014年）和Zika（2016年）五
个主要事件，并追踪了它们在每个事件后五年的分布效应。
平均而言，基尼系数（一种常用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在这
些事件之后稳步上升。我们衡量基尼的依据是净收入，即税
后和转移后的市场收入。我们的结果表明，尽管各国政府努
力将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以减轻流行病的影响，但
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五年后，净基尼增长了近1.5%，这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动缓慢。
https://blogs.imf.org/2020/05/11/how-pandemics-leave-the-poor-even-fartherbehind/

最重要的是健康：这是经济问题，笨蛋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罗斯福的口头禅，“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25年后，
二战结束后，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将德国经济的复苏建立在“50%的经济是心理
学”的智慧之上。今天，谁影响了人们认为自己的杯子是半空的还是半空半满的？是媒体，它决
定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在寻找经济刺激时的看法。比如德国，一般来说和现在在COVID-19期间，
用它来展示，我们介绍了德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在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收到的腔调。左边的图表显示
了德国电视新闻ZDF的负面画面。另一张图显示了德国经济状况的民意调查结果。从逻辑上讲，
恐惧增加了。但当被问及他们自己的经济现实时，只有9%的人回答说，他们的处境比封锁前更
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周电视选择播放什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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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asis: Forschungsgruppe Wahlen/ZDF
Politibarometer: How do you asses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 How do you
assess your own economic situation? –
answers: “bad”

Basis: Media Tenor International. 8,253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balance of +/- tone (%)

如何判断
五个月过去了，似乎仍然很难创建一个“一站式”
网站，提供有关COVID-19影响的全面数据。什
么是国家、大陆和全球地位？纳税人付出的巨额
资金是由政府掌控的，这些政府并不“拥有”这
些钱，但似乎对需要花费什么来掩盖病毒造成的
损害以及为抗击病毒而作出的决定是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一站式”的网站有一个全
面的概述，我们如何判断？欧盟2020年第一季度
GDP概览提供了一些惊喜。

Basi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Destatis)/Eurostat. * partial estimates; FAZ
05/16/2020

从过去来判断
为了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世界各国政府提
供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虽然这一政策
在短期内是受欢迎的，但从中长期来看并不能
解决根本问题。原因是这一流行病并没有造成
总需求的普遍短缺。相反，它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不匹配，其特点是对需要人与人之间密切的
身体互动的事物的需求不足，以及与适当的社
会距离相适应的事物的供应不足。
Prof. Dr. Dennis Snower
Full text: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socioeconomics-of-pandemics-policy/
来自不同媒体（印刷、电视和广播）的数据记
者在一项联合倡议中敦促国家流行病中心（在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改进他们的方法，
为所提出的研究和方法提供透明度：
https://www.ndr.de/fernsehen/sendungen/zapp/
Medien-fordern-bessere-Corona-Daten-vomRKI,robertkochinstitut112.html

为以后来判断
当前形势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挑战。通
常情况下，他们会等到一个经济季度结束
后再分析数据——现在突然他们不得不尝试
处理每天都在变化的数据。在一个前所未
有的变化时期，KOF瑞士经济研究所所长
和世界各地的同行正从经济预测转向情景
规划。“我们现在正面临一种迫不及待的
局面。我们必须处理每周甚至每天的数据
，”扬-埃格伯特-斯特姆教授（ Prof. Dr.
Jan-Egbert Sturm）说。
https://ethz.ch/en/news-and-events/ethnews/news/2020/04/jan-egbert-sturmpodcast-covid191.html
与COVID-19对健康、社会和经济的后果相
比，这个每年110亿美元的价格标签微不足
道，仅在2020年，全球经济损失就估计为1
万亿美元。这项每年110亿美元的投资回报
率可能是全球发展史上最高的之一。Gavin
Yamey，Justice Nonignon和Cordelia Kenney
在：
https://www.un.org/en/unchronicle/modernizing-our-public-healthsystems-be-ready-next-pandemic

这周可以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我们如何向土著人学习？
世界各地的土著社区有着共同的特点，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COVID-19并发症和死亡率的影响。它
们还具有韧性，可以用来促进预防工作。在玻利维亚，将近一半的公民声称自己是土著人，但没有
为居住在土著社区领土上的这些社区制定具体的准则。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描述了人类学家、医生、
部落首领和地方官员为制定和实施一项多阶段COVID-19预防和遏制计划所做的合作努力，该计划
的重点是玻利维亚亚马逊河流域茨曼觅食园艺家之间的自愿集体隔离和接触追踪。第一阶段包括教
育、外展和准备，第二阶段侧重于控制、患者管理和隔离。这项计划的特点可能会被输出，并适应
其他地方的当地情况，以防止广泛的死亡，不仅是在土著社区。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1104-1/fulltext

来自生物医学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正在狂热地工作，以回答与COVID-19相关的问
题，加速诊断测试，并促进疫苗和治疗学的发展。世界各地以人口为基础的生物库和流行病学研究
小组正联手，利用数字工具（如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实现大规模监测，以跟踪感染轨迹。可以争辩
的是，将世界级的专门知识从其他领域广泛地重新部署到COVID-19研究的当前紧急阶段，正导致
人们失去对急需的新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的关注。作为一个全球研究界，必须时刻关注这样一个事
实，即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包括儿童）仍在死于除COVID-19以外的疾病，如心脏代谢疾病和癌
症。国际社会对COVID-19威胁的反应勾勒出了不可错过的机会，可以加速而不是阻碍更广泛的生
物医学研究进展。重要的是，有利的发展，如国际团队合作而非竞争，监管机构更快的处理，以及
数据的快速共享，都是未来可能加快研究成果翻译的积极发展。
Dr. Manuela Boyle

COVID-19的背景资料-不仅针对老年人

世界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然疗法。病毒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时间比我们长，它们的目的不是要杀死我
们。毕竟，病毒不是一种独立的生命体，只能与宿主一起、在宿主身上或宿主体内生存。它必须尽
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宿主的存活，因此它通过突变适应任何宿主。我们几乎都是病毒的发源地。一个
健康的人不会感觉到他们，只要他们的免疫系统强大，并保持平衡。因此，对每一个生物来说，最
自然的策略应该是保持自己的健康和强壮。加强免疫系统的措施，以及保持健康和加强机体的指示
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不是传播创伤恐惧。目前的措施产生恐惧，滋生病毒和疾病。群体免疫对我
们的生存很重要。我们通过社会亲密来实现这一点，这会产生催产素，我们的结合激素，它使我们
互相关心、爱护和关心。健康人戴的口罩可能会导致自己中毒，特别是短时间内的儿童。它们还抑
制我们关系荷尔蒙的形成，并引起恐惧。对我们的孩子和祖父母来说，亲密的爱仍然被认为是免疫
增强剂。根据一项研究，照顾孙子孙女的祖父母比没有照顾责任的同龄人的死亡风险低3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90513816300721)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发现，祖父母对孙子孙女的幸福感也起着重要作用。在祖父母的高
度照顾下，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较少。 Marina Baaden

衡量繁荣指标

你的城市有多繁荣？
城市繁荣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城
市在六个方面的总体成就，这六个方面与城市如
何治理以及如何创造和分配社会经济效益和繁荣
有关。

城市繁荣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用于衡量
一个城市在六个繁荣维度上的总体成就，
这六个维度关系到城市如何治理，以及它
们如何创造和分配社会经济效益和繁荣。

6个维度

Productivity
生产力层面衡量城市在创造和分享财富、
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创收以及为所
有人提供体面工作和平等机会方面的平均
成就。

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维度衡量的是城市在保障居民总
体幸福感和满意度方面的平均成绩。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基础设施方面衡量城市在提供充足的基础
设施以获得清洁用水、卫生设施、良好道
路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平均成绩，
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生产力、流动性和
连通性。

环境可持续性维度衡量城市在确保保护城
市环境及其自然资产方面取得的平均成绩。
这应该同时进行，同时确保增长，追求能
源效率，减少对周围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
力，并通过创新和加强环境的解决办法减
少环境损失。

Equ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Urban Governance and Legislation
城市治理和立法方面的目的是展示良好的
城市治理在促进地方走向繁荣的行动中的
作用，包括调节城市化进程的能力。

Source: http://urbandata.unhabitat.org/

公平和社会包容方面衡量城市在确保公平
（重新）分配繁荣利益、减少贫穷和贫民
窟的发生率、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
权利、加强两性平等以及确保平等参与社
会、经济方面的平均成绩，政治和文化领
域。

NEWSLETTER FOM
6th May 2020

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养老院员工对工作的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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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未发表的针对在瑞士养老院工作的专
业人士的研究，有一半的被雇佣者不再希望继
续 他 们 的 工 作 。 据 瑞 士 周 日 报 纸
Sonntagszeitung报道。“按照我们的工作方
式，我永远不会把父母送进养老院，”一名护
士说。经过两周的最高层谈判，奥地利仍在与
罗马尼亚签署协议，以确保来自罗马尼亚的专
业人员能够继续帮助奥地利的需要帮助的人。

626

90%
50%
% of nursing home employees % of employees who would not
who wish to quit
recommend a nursing home to
a family member

非Covid-19 病人的安全
随着家庭暴力的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也在减少。据预测，在未
来几个月里，我们将看到家庭暴力、童婚、意外怀孕和因COVID-19
致命传染病造成的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增加。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
其合作伙伴的估计，如果禁闭持续6个月或更长时间，我们可能会看
到数百万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无法使用避孕措施，导致数百万人意
外怀孕。据预测，我们可能会看到数百万起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
大流行还将推迟终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和童婚的计划。

自2020年2月以来，通
过全科医生进行癌症检
查的NHS紧急转诊下
降了76%。

76%
Source:Guardian, Pixabay,

制药行业最近表现出较少的负面
在COVID-19之前，制药业的一些常见缺陷受到了挑战，如并购失败、丑闻、草甘膦等，但几
乎没有任何关于制药业能否及时提供疫苗的消息。而如今公众希望一款有效药物的想法改变
了记者的故事内容，现在的公司,如罗氏公司,诺华公司或GSK，不仅有关相关行业的研发能
力的报道的数量增加了，有关他们评级的报道也增加了。公众的担忧仍然几乎相同，是有关
他们的商业模式:定价新政策的呼声——根据全球媒体。
Next week: How media show report on Sweden
Pharma industry: Share and tone of
coverage on pricing policy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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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
当数据显示媒体给予COVID-19比9/11更大的可见性时，我们
出版了第一版的《论冠状病毒》，因为这有一个关键的结果：
在COVID-19之后，世界将不再像9/11之后一样。现在，随着
美国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见图），我们面
临另一个事实：政府以及媒体（以及所有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
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责任。每个人都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
是他们自己。这不是一个口号——再看一次史蒂文·斯皮尔伯
格的电影《邮报》（2017）。有了193个国家接受的17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我们就有了实现变革的框架和任务。

USA - more Covid19 Victims than
Vietnam war

66.465

58.000

Sour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 Deptaement
of Defence

从过去来判断

为以后来判断

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提供惊人的解决方案。然而，
在过去，我们经常会经历，人工智能得出的数字和
预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2020年2月初，瑞士报纸
NZZ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提醒每个人“曲线变平”
需要考虑你的乘数是2还是0.31。很容易让人产生
这样的印象：没有一个政府读过这篇文章，因为他
们都做出了选择，就好像只有两个乘数一样。3月
份，波恩大学（University Bonn）Henrik Steak教授
周围的病毒学家已经表示，乘数很可能为0.37%。

虽然这种冠状病毒继续肆虐全国，确诊病
例已超过100万，死亡人数日益上升，但一
些州取消了留在国内的命令，希望挽救经
济。在这么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之际，美
国应该看看那些成功控制了流感大流行的
亚太地区国家，看看如何拯救我们自己和
经济。杰夫·萨克斯，CNN, 2020年5月2日报
道

这让人更加恼火，因为这个行业的所有利润都是基
于算法实现的，但当社会要求合作并帮助减少算法
造成的伤害时，它们却很少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到这
一点。多年来，像Facebook、谷歌和其他网站甚至
不愿意谈论仇恨言论造成的损害。然后他们承诺基
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来克服这个有害的问题，最
后谷歌不得不雇佣超过10000人来确保这个问题得
到解决。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基于算法的“解决
方案”的另一个缺点。金融部门喜欢通过相信算法
来削减成本，因为算法能够决定何时买进或卖出股
票。最近的金融崩溃有多少是由真实数字造成的，
有多少是由人工智能“排除人为因素的规则”造成
的?

随着不同的国家和州暂时开始重新开放经
济，似乎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
方法来找出哪些禁闭措施在减缓covid19扩
散方面起到了作用。有必要关闭学校吗?如
果新泽西州的州立公园和操场关闭了，这
有关系吗?晚上8点-早上5点的宵禁会有所
不同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Graph Image of Facebook Google etc.

Gina Kolata, NYT May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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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tone of coverage on data
protection, privacy, cyber risks:

由于在不同地区和国家实施了如此多的限
制，而且取消这些限制的方式如此之多，
似乎不可能得出结论。现在，两位挪威医
学研究人员，在评估癌症数据方面经验丰
富，提出了一种获得可靠信息的方法。他
们的回答是：一项重新开放的随机临床试
验，研究人员梅特·卡拉格博士和奥斯陆大
学的一对夫妻团队迈克尔·布雷特豪尔博士
并不建议像实验药物的研究那样对个体进
行随机分组，而是对邻近城镇类似学区的
区域进行随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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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ww.mediatenor.com; Basis: 30,832 Reports on
Alphabet/Facebook In 47 opinion-leading international media

这周可以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我们如何才能帮助那2.84亿恐惧的人？
我们几乎听不到我们社区的人们多年来为克服所谓的疑病症而斗争的消息。全世界焦虑症的患病率
按国家从2.5%到7%不等。2017年，全球约有2.84亿人出现焦虑症，成为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或神经
发育障碍。大约63%（1.79亿）是女性，而男性为1.05亿。他们的恐惧已经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极
端到了某些人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但四个月来，他们只看到一个标题：COVID-19。心理学家试
图提醒和鼓励我们所有人尝试从这些受害者那里接收信号，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无法表达他
们的压力。但在这样一个单一主题的时代，记者们远远不愿意参加公开对话，讨论他们选择的新闻
是否会对他们的受众产生额外的影响。一个电话、一封信，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与那些在过去一周或
一个月里从未有过联系的人取得联系，都会产生影响。
https://ourworldindata.org/mental-health#anxiety-disorders

如果你病得很重而且不是COVID-19怎么办？
整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医院设施都因COVID-19危机而被征用。随着
COVID-19大流行对医疗资源和人员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其他
疾病，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治疗也被搁置。在北美的许多地方，除了紧
急手术之外的一切都被取消了，除了最令人担忧的病例外，所有的当面护
理都被推迟了。我们绝对有一种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忽视那些急需医疗服
务但没有COVID-19的人。接受癌症和心脏病治疗的患者看到他们的治疗
被推迟，从而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分享国际社会在指导COVID-19患者分
离治疗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在未来几个月拯救生命，防止死于心脏病和
癌症。

Healthcare
funding
6%

94%
Funds for prevention
Funds for all other uses

Source: HealthcareITnews

本周改善老年家庭的生活条件
阳光被认为是最好的病毒破坏者之一。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阳光照射在未经打磨的皮肤上，
刺激身体自身产生有价值的营养物质。在老年人的年龄，身体自身生产的重要物质和能量水
平大大降低。这种缺陷会导致衰老、虚弱和疾病。这些空仓库可以补充高剂量的天然维生素，
矿物质，微量元素，酶，油和蛋白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维生素C、维生素D3、维生素B12、镁、
锌（可以杀死病毒）、硒、牛至油和角蛋白。阳光，每天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种子，生的，
干的，煮熟的，或作为茶）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营养。关于药用植物和草药的知识越来越多地
进入科学研究。青蒿茶（一年生艾蒿）可以杀死病毒、细菌和真菌。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omcl/2019/1615758/。罗望子和接骨木也是如此。在每一
个国家你都能找到被证实的植物和草药知识。整个植物比从中提取的单个物质更有效。茶常
有利尿作用。老年人应该有动力每天喝1.5升新鲜、干净的泉水，它配上有机柠檬或樱桃汁味
道更好。水、运动、新鲜空气和阳光可以保持身体自身的清洁过程。为了消耗尽可能少的身
体能量来消除有害物质，免疫缺陷和降低性能的食物，如糖、小麦和乳制品，应该用未经处
理的天然糖、斯佩尔特、埃默、艾因霍恩和苏打、大米或杏仁饮料和发酵蔬菜代替。有机食
品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老年人对食物的喜爱程度和健康状况。玛丽娜·巴登
Marina Baaden

从各个城市学习
禁闭对全球颗粒物污染水平有影响
在应对致命的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实施的封锁措施中，这些限制措施带来的巨大变化被称为迄今为止针
对空气质量的“规模最大的实验”。在许多地方，运动和工业的停滞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清洁的世界，
许多报道称天空格外湛蓝。然而，当观察到空气污染时，仅凭视觉感知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份报告比
较了世界上最致命的空气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在大流行之前和期间在全球10个主要城市被封锁期
间的测量结果，这些城市分别是:德里、伦敦、洛杉矶、米兰、孟买、纽约市、罗马、圣保罗、首尔和
武汉。调查结果显示，在封闭的情况下，全球大多数地区的PM2.5污染急剧下降。

 全球10个主要城市中有9个城市的PM2.5浓度较2019年同期有所下降
 历史上PM2.5污染水平较高的城市降幅最大，包括德里(下降60%)、首尔(下降54%)和武汉(下降
44%)
 在武汉为期10周的封锁期间，该市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清洁的2月和3月空气质量
 德里的“不健康”和更糟糕的工作时间从2019年的68%骤降到封锁期间的17%
 洛杉矶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清洁空气，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准则

Source: COVID-19 AIR QUALITY REPORT, Apr. 22, 2020, https://www.iq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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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德国健康保险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
Health Insurers)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医
生们缺少逾1亿个一次性口罩、近5000万
个过滤口罩、逾6000万个一次性围裙以及
数量相当的一次性手套。人们可以想象，
当德国医生不得不提出抗议时，保障护士、
医生和所有其他在国家卫生系统工作的人
员安全所必需的个人防护装备也会在全球
范围内出现类似的短缺。
资料来源: The Guardi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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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冠状病毒病人的安全
由于害怕去冠状病毒感染严重的急诊室，出现危及生命情
况的警告信号的人们正在推迟寻求急救。由于缺乏交通工
具，病人不愿去医院，市民们担心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那
些可能出现心脏病发作、中风或其他症状的人在医院暂停
或推迟非必要的就诊后，正在等待治疗。再加上医护人员
的身心疲惫，导致他们在压力下做出不同的质量决策，并
导致医疗错误。非covid -19医疗紧急情况处于次要地位，
将患者置于危险之中。随着医院被冠状病毒病例淹没，其
他慢性病人被迫等待治疗。最后，员工们害怕在事情出错
时直言不讳，因为“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管理预期:
以下病毒没有疫苗的时间
持续了

那么，我们希望在什么基
础上能在一年内找到针对
Covid19的疫苗呢?
Source of photo:Pixabay.com

老年人缺乏帮助是无疑的
老年人似乎并不存在。尽管数十年来，围绕辅助生活、养老金体系和保障有尊严的生活的挑
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但它们很少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中。为了确保社会可以有一个
合格的讨论，一个话题需要在舆论导向的媒体中有能见度，占所有报道话题的1.5%或以上。
如果故事停留在这个所谓的“意识阈值”之下，不进行公开辩论，政客们将很少采取行动，
短缺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早在Covid-19之前，公共服务电视新闻就把老年人的现实情况报告
得很少。从BBC到ZDF的所有电视节目中，报道甚至没有达到0.5%。因此，紧急情况似乎是
未知的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老年人占多数。老年人上黄金时段新闻的时
候，他们要么处于危险之中，要么处于负面环境中——见图表。毫不奇怪，在COVID-19时代，
他们没有被各国政府视为优先事项。
Next week: How media show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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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

以往的挑战——比如禽流感、猪流感和埃博拉病毒，以及9/11、允许的草药和自然疗法- GER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和欧盟金融危机——表明，提交的大多
1950
1980
数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现实。十分之九的“专家”预测过度夸 Year
大了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当前的covid19挑战——以及任何 Remedies 80.000 20.000
其他未来的危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在主题层面
上以及在将当前的情况与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时，将苹果与苹果
进行比较，这样同类别的比较可能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总体
框架已经存在，并以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169项明确目标
的形式为193个国家元首所接受。

2020
1.000

Source: German Remedy Book - Deutsche Arzneimittelbuch

从过去来判断

为以后来判断

在议员们沉默了数周之后，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auble，德国议会主席)在接受《每日
镜报》(TAGESSPIEGEL)采访时明确表示，必须停
止对宪法的持续违反。

“围绕着非洲大陆蔓延的毒品威胁需要我
们个人和集体的关注。然而，这不是为了
缓解另一场“非洲”人道主义危机，而是
为了消除一种病毒的潜在破坏性影响，这
种病毒已经动摇了全球秩序，并对我们共
同生活的基础提出了质疑。…

大多数政府的明显缺陷由宪法专家解决，捷克共和
国和其他国家的首次法院裁决说明了底线。
宪法不是建立在一个叫做“系统相关”的概念上。
《欧盟人权公约》的公约缔约国没有规定任何可能
的减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任何在健康或经济问题上持非黑即白观点的人都会
导致辩论和行动的减少，而这又是不受宪法支持的。
在大多数国家，经济选择非但没有帮助医院，反而
使医院没有足够的紧急病床和呼吸机，并导致了严
重的缺陷。
谁过去(现在)有兴趣把关于死亡的讨论减少到只讨
论那些死于Covid-19的人，而对同一时期内所有其
他死于(以及出于什么原因)的人视而不见?
为什么，即使在3个月的Covid-19报告之后，执行的
测试的数量仍然没有交流?谁应该对此负责?在不知
道各国检测总数的情况下，有关感染、康复和死亡
的报道至少是有误导性的。
虽然大多数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目标5》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10》——男女平等，人人平等—
—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以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为代价，
创造了一个“现实的现实”。在向大公司提供交易
的同时，他们仍然对儿童保育、在家上学以及类似
的问题一无所知。.

就像一场构造风暴，covid19的迎合主义威
胁要摧毁国家和机构的基础，这些国家和
机构的严重缺陷被忽视太久了。这些不可
能一一列举，只要提到公共卫生和基础研
究方面长期投资不足、粮食自给自足方面
取得的成就有限、公共财政被不当管理、
以人类福祉为代价优先建设道路和机场基
础设施就足够了。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
大量专门研究的对象，只是在非洲大陆的
治理领域中似乎没有引起注意。我们的信
念是，“紧急状态”不能也不应该构成一
种治理模式。相反，我们必须抓住真正的
紧迫性，即改革公共政策，使其有利于非
洲人民并根据非洲的优先事项发挥作用。
简而言之，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必须超越
任何牟利、统治或攫取权力的逻辑，把每
个人的价值表现出来。”
Excerpt from the Open Letter of African Leaders

这周可以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怎样和哪里可以不戴口罩
建议尽量少戴口罩，戴的时间越短越好。当一个人患了感冒，想要保护他人不受感染时，作为礼貌
和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这在许多亚洲国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强调了口
罩会增加肺部水分积聚从而传播细菌的风险。它们迫使我们呼出二氧化碳。结果，到达我们细胞的
氧气变少了。这可能会导致心率紊乱、呼吸短促、注意力不集中、精细运动技能紊乱，以及由于大
脑缺氧而导致的晕厥，从而造成永久性损伤。研究证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戴上这种口罩最多可以
呼吸30分钟。还要检查口罩的材料，它是用什么化学物质浸泡和生产的，使用了什么粘合剂，生产、
包装和运输的卫生程度如何，材料的透气性如何，谁对其进行了测试和认证。许多口罩不符合必要
的卫生标准，甚至不应允许接近嘴和鼻子，更不要说直接戴在皮肤上。

医院正在使用技术(平板电脑)来确保家庭成
员在住院期间能够和他们的亲人在一起，包
括在生命结束时住在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可
以在不戴口罩、手套和其他贵重防护装备的
情况下使用这些设备来检查和与患者交流，
避免接触病毒的风险。这将减少PPE的使用。

Source: HealthcareITnews

改善老人这周在家的生活条件
疗养院里的人们深受禁止接触的痛苦。社交媒体只能帮助少数人。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如何应对，尤其
是痴呆病人，只知道亲戚上门。在许多养老院和老人之家，人们设法使家庭成员之间再次相互沟通，
并允许探视。有了想象力和善意，总是有办法以人道的方式解释限制和建议。经证实，冠状病毒对绝
大多数儿童没有明显影响，儿童可以再次拥抱老人。这对双方的生活乐趣都很重要。通过窗户的视觉
和听觉接触是一种可能性，从街道到阳台或窗户的交谈是另一种可能性。老年人在家门口和家人一起
去公园散步是可能的，也是很重要的。看着对方的眼睛，互相触摸，一起大笑，这是保持我们健康的
方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老年人遭受的感觉被锁起来，以及缺乏阳光。众所周知，阳光可以
增强免疫系统和骨骼，治愈许多疾病。此外，新鲜空气和锻炼促进老年人和所有人的健康。人们变得
孤独，他们枯萎，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死于孤独。把心爱的看护者(女儿、儿子)留在家里对家里的人来
说是可怕和残忍的，对亲戚也是如此。甚至不被允许上病床都是不人道的，超出了预防的范围。护士、
厨师、牧师、足科医生、医生，所有与外界有过接触的人都可以进入辅助生活之家。有了正确的预防
和保护措施，也应该可以给予探亲的权利。

NEWSLETTER FOM
23rd April 2020

我们看见和没看见什么?
如果我们如此脆弱，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估计，在感
染人类的新发或正在出现的疾病中，有四
分之三源自野生或家养动物。传染病只是
正在发生的更大的卫生紧急情况的一个方
面。三分之二的癌症源于环境毒素，每年
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每年有420万人死于由
空气中的毒素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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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距离
COVID19并不是使人类第一次经历隔离。从历史上看，这个词来自17世纪意
大利为了防止疾病传播而将船只隔离在海上的时间长度，但对疾病的隔离一
直是必要的。2020年，我们将面临两场大流行：一个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
另一个威胁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生活环境来
适应特定的要求，比如社交距离。但是，当大多数国家设法使曲线变平时，
我们必须看看这对我们的医院系统有什么影响。某些员工因为无法进行手术
和治疗而被裁员，因为手术和治疗会减少他们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收入。政治
家和电视记者说，社会距离是不够的，要不要利用他们在黄金时间的可见性
来解决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以此来增强他们的免疫系统。

150 hospitals in USA
firing staff

JOB LOSSES
Source: beckershospitalreview.com

需要更好的数据来判断经济挑战
除了“有医院可以帮助我生存吗?”这个问题，另一个最紧迫的挑战是，“我能付得起我的账
单吗?我的工作还能继续存在吗?我有能力供活自己吗？”在covid19这样的不确定时代，可靠
的信息至关重要，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和行动。在过去的10年里，公共服务的
电视新闻的黄金时段在帮助观众对经济形成现实判断方面很少有帮助。图表显示，当市场庆
祝所有时间段的工作、合同和股票都创记录时，电视记者更喜欢突出报道失业、失去的合同
和股票价值的损失。现在在covid19期间，瑞士电视台报道似乎所有的公司都停止了营业，而
《NZZ日报》的读者发现75%的公司在封锁期间仍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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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diatenor.com

NOW

9
countries

Source: Econ Pol Policy Brief 25/2020, April 2020, calculations by ifo-Instititue, shutdown scenar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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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挑战——比如禽流感、猪流感和埃博拉病毒，以及9/11、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和欧盟金融危机——表明，提交的大多数
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现实。10个“专家”给出的预测中有9个
过度夸大了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当前的covid19挑战——以及
任何其他未来的危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在主题
层面上以及在将当前的情况与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时，像苹果与
苹果一样进行同类别的比较可能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总体框
架已经存在，并以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169项明确目标的
形式为193个国家元首所接受。

www.statista.com

从过去来判断
中国人在经历了COVID-19之后，已经有了明
显不同的行动方式。据尼尔森中国称，个人
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消费行为。在疫情爆
发期间，消费者对家居隔离的健康期望有所
增加。尼尔森发现，80%的消费者表示，在
疫情爆发后，他们将把重点放在健康饮食上。
75%的消费者说他们将来会在运动上花更多
的钱。60%的人说他们将来会在定期体检上
花更多的钱，59%的人说他们会在保险和财
富管理上花更多的钱。与此同时，智能健康
相关产品已成为新的消费渠道。已经拥有或
计划购买空气净化器、净水器、智能手环的
消费者比例分别为90%、93%和77%。此外，
消费者对健身的需求也越来越科技化。在疫
情期间，科技感强的健身戒指成为最有价值
的投资项目，购买价格从疫情前的600元上升
到2000元。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实施了新的规定，确保
对COVID-19的体检、感染、康复和死亡人数
的报告与官员个人职业前景相关;虚假报告会
直接导致失业，已有110名官员被撤职。
瑞士各州和中央政府现在都要向监管当局报
告，为什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医疗设备数量
没有库存。

为以后来判断
COVID-19显示了六个重叠的危机和阶段:医
疗、政治、经济、信息疫情和法律。让我
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和假信息。由于没有一
个科学的答案，所有国家都在用不同的可
数的方法进行斗争。不完整的统计数据导
致了一场政治上的指责和欺骗游戏。在第
一次冲击和医疗危机管理后,政治领导人开
始为自己的决策找理由,指责他们的敌人为
灾难的起源,这些敌人操纵信息,传播假新闻，
使用数字设备来控制人口,并且只从危机中
寻找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
信息疫情将夺取更多的生命，因为它阻碍
了急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
责任意味着寻找解决方案和关心未来。一
个简单的2000年前的例子给出了方向：耶
稣的朋友看见一个瞎子，就问他说，是他
自己的罪让他瞎眼呢，还是他父母的罪让
他瞎眼呢。耶稣拒绝宣布某人有罪，他立
刻用唾沫抹了瞎子的眼睛，就治好了。然
后，立刻，律师(法利赛人)提出了一个反对
耶稣的法律案件，因为他像一个医生一样
在安息日工作(约翰福音9:1-34)。要采取的
道德行动既不是指责也不是诉讼，而是关
心!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Geneva
Agape Foundation and Globethics.net

这周可以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增加互动，以减少家庭暴力
自封锁开始以来，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全国紧急电话和
儿童服务热线的数量增加了30%到50%。事实证明，一些具体的行动
有助于减少孤独感，比如与祖父母建立定期的视频通话，找人一起
聊天，一起读书，或者玩游戏。与此同时，帮助祖父母应付他们在
禁闭期间的特殊情况。当家庭成员之间不再能够保证每天至少有两
次的定期联系时，学校可以帮助提供服务，体育俱乐部、宗教团体
和其他组织(如童子军)也提供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帮助青少年有规律的
互动。

Help Line calls in

March-April 2020 vs
March April 2019

32%
by children

25%

by adults

Source.: www.147.ch

减少在医院的害怕
在医院、护养院和保健设施中，
医生、护士和护工可以通过在
他们的个人防护装备上敷上自
己的照片来帮助减轻因covid19
而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压力和焦
虑。

帮助老年人提高免疫力
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老年人想要走出养老院，呼吸新鲜空气，看望家人。老年人已经没有多少时
间去做这些事情了，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事实证明，老年人一旦与孩子交流，就会很
快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在社交距离要求严格的时代，新形式的互动是必要的，以确保老年人和想念祖
父母的孩子(他们经常遭受巨大的痛苦，因为没有人有时间给他们读书或与他们玩游戏)有虚拟的接触。
如果通过技术的智能交互方式被接受和支持，这将增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对人类来说，社交疏远是增
强健康的错误方式，通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社会行为意味着自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证明，孤独
和行动不便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加强健康是通过快乐的生活、锻炼、健康的食物和新鲜的空气来实现
的。

老年人应尽可能多地享受春天的阳光，每天至少一次，从而提高他们的维生素D水平，这将加强他
们的健康。和家人或看护者一起散步是必要的。在封锁期间，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称，德国汉莎
(Lufthansa)等航空公司向过去在医院当护士的员工提供了回去支持这些医院的机会，这可以扩大到老
年人之家。青年团体，如基督教青年会、男女童子军和体育俱乐部，可以通过接触社区中的老年人的
同时，也继续等待返校的绿灯，从而获得更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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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医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正致力于帮
助去医院的人都可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或支
持。但如今这样的做法却不那么安全了。
左边的两个表图只显示了20202年4月15日
健康部门官方宣布的在增长的死亡人数，
实际死亡人数其实高多了。这些非官方个
体帮助我们确信，右边的表图继续是真实
客观的，在www.worldometers.info这个网
站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出生率和死亡率，
还可以看到实时的世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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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带来的挑战和变化
全球人口有77亿，自从2020年初，全球有4千万人出生，有1千6百万人死亡，
不到4个月，因为癌症和传染病死亡的人数就超过5百万。过去的挑战仍在，
比如病人安全问题致死的人数都高达260万。新的死亡不断发生，因为人们
现在害怕去医院。（在英国，2020年3月去医院的总人数是153万，比去年
同月的217万下降了29%。）当下的冠状病毒（COVID-19)还没有可治愈的
药物，它已经挑战和改变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目前全球超过190万人感染
了此病毒，导致超过11万9千人的死亡并且数字还在增加。全球的社区正经
历着巨大的变化。尽管有这些挑战，但我们也看到这期间的积极影响，呼吸
干净的空气，因空气污染而有的死亡人数也下降了。

2020的1月-4月，急诊住院
的人数在下降

29%

形成一个合格的、独立的判断需要多样化的视角
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有公共服务媒体的优势。这些平台包括电视、广播和其他有法律保障收入
的平台。在每一个存在公共服务媒体的国家，公共服务媒体使记者能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
况下向观众提供信息。作为回报，这些媒体——如BBC、RAI、SRF、TVE和ZDF——应该
提供事实、趋势和不同的观点，以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应该不仅在目前一级防范禁
闭的时候才是真的。然而，如果人们看到的只是政府的立场，而看不到议会的，他们如何形
成自己的观点呢?当未来的医疗保障和应对COVID-19的替代模式(如瑞典和斯洛伐克)几乎是
不可见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做出决定呢?
非常少的被电视新闻呈现的未来
9
countrie
s

在BBC, CBS,
RAI, SRF, TVE和
ZDF

% of ALL 77.043

most reported COVID countrieseveningothers
news reports
Jan 1-April 15 2020

www.mediatenor.com

www.mediatenor.com

如何判断

病毒死亡人数

以往的挑战——一方面比如禽流感、猪流感和埃博拉病毒，以及另
一方面9/11、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和欧盟金融危机——表明，被呈
现的大多数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现实。十分之九的“专家”预测过
度夸大了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当前的COVID-19挑战以及任何其
他未来的危机，在主题层面上以及在将当前的情况与历史事件进行
比较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确保是同类别的比较，这是有意
义的。这方面的总体框架已经存在，并以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
169项明确目标的形式为193个国家元首所接受。

SARS (2002)

774

H1N1

284,500

(猪流感)

MERS (2012)

858

H7N9 (2013)

616

(禽流感)

COVID-19

119,186

www.statista.com

从过去判断

为未来判断

不确定性带来恐惧。开放和诚实的讨论带来
清晰。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
才能改善与公民社会的沟通并建立信任?在这
次疫情中有很好的例子，我们必须问自己，
我们如何从那些做得好的人那里学习。新西
兰有效地压制了COVID-19。他们是如何成功
的?他们已经学习并遵循了在医院实施的完善
的病例隔离、接触隔离和良好的感染控制措
施，葡萄牙、瑞典、芬兰和斯洛伐克等国也
采取了类似措施。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分预防相当
于十分治疗。”

不平等是一种风险。贫困与疫情的影响密切
相关。由于缺乏卫生设施、营养不良、拥挤
的生活条件、缺乏卫生保健服务、感染控制
不力、缺乏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管理不善，
我们必须审视COVID-19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
发生的。像武汉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是否失衡?
“输入错误资料，其输出亦无效。”在危机
时刻，来自社会科学的老话变得更加可见一
斑。当人们在新闻中只看到一个主题时，问
“你最关心什么?”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
些日子，回应是COVID-19，而不是恐怖主义
或移民。与其说这是人们真实想法的一面镜
子，不如说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反映。
问问温斯顿•丘吉尔吧——他以为自己会在二
战后继续留任，因为那时他是媒体的头号人
物。但是一旦和平成为现实，他就输掉了第
一次选举。

在2019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验室达沃斯
论坛上，我们就如何准备和支持现有的卫
生服务、改善人口健康、创造新的和有意
义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实施可持续发展目
标，展开了研讨。
2020年是护士年，鉴于目前全球护理人员
缺口为600万，我们计划研究如何在现在和
未来通过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城市开
始的全球招募和留住工作人员的战略来提
供帮助。让我们不要忘记，健康是一种完
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的状态，而不
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除了世卫组织、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
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商定的全球卫生议程之
外，还需要调整相应的法律基础。最重要
的是，政府需要制定战略计划，这些计划
需要在政府解决当前问题时得到承认。
耶拿大学(Jena University)的Anika Klafki在
她的文章《国际卫生条例和传染性疾病》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and
Transmissible Diseases)中为法律讨论设定了
框架。她指出：“各种卫生行动的迅速出
现增加了这一领域的复杂性，降低了当前
全球卫生状况的一致性。因此，需要恢复
世卫组织的领导作用，以便为下一次全球
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致的应对
措施，对目前被广泛忽视的公法领域的国
际监管框架——《国际卫生条例》——进行
根本性改革也至关重要。

这一周我们能做些什么? 3 条建议
SolaVieve正在通过一系列活动提供健康和保健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一套先进的技术，将提供个性化、可负担得起的健康和保健服务，
这些服务的重点是通过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同时促进行为改变。
他们整合了健康的所有关键决定因素来支持免疫系统: 视频Video.
https://www.solavieve.com
帮助我们学习COVID-19，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调查Survey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3规划未来的服务，从而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福祉。

Lemonade项目

Nuland Lemonade通过让人们参加志愿活动和善行互助来提高社区质量。 Lemonade确保没有人
掉队，同时减缓传染的蔓延。 Lemonade通过帮助脆弱的人们更好地克服正在发生的危机来支持
人们和当局拯救生命。我们正在与圣马力诺San Marino的卫生保健当局积极合作，使该国成为我
们的试点。这个仅有3.3万居民的小共和国是最理想的测试环境。由于与当局的密切合作，我们能
够立即接触到公民，从而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状况。

没有人掉队

传染跟踪

网络和移动应用程序的构建考虑到了可访问性和易
用性。应用程序功能与呼叫中心(由经过认证的志愿
者组成)集成在一起，允许非技术人员在社交孤立时
请求食物、药物、协助或众筹。
有关当局、志愿者和其他参与者，如邻居，有机会
根据他们的角色采取具体行动和筹集捐款。例如，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电话来战胜孤独。

该功能使用元数据和加密的地理位置跟踪来绘制感
染地图，提示可能受感染的人联系有关部门进行检
测，从而支持阻止感染的斗争。我们正在改进开放
源码的MIT安全路径应用程序，增加一个信号系统，
一个二维码验证过程，并通过聊天机器人监控被隔
离者的健康状况。未来，它将与物联网系统(如血
氧计)集成。

调查功能
调查允许用户为社区创建和提交调查。例如，你居住的街道干净吗?城市垃圾管理工作正常吗?这
是改善吗?你孩子的学校今年比去年好吗？
因此，调查可用于监测每个社区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情况，从而提供非常需要的自下而上的
数据驱动分析。我们的调查帮助行政部门实时启动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
人们可以请求帮助或向社区和/或当局报告问题。这为用户提供了动机，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区
和周围的环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为公益事业捐款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