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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什么是新冠肺炎的可疑暴露者？
哪些是新冠肺炎的密切接触者？2月
11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欧阳琳
对有关新冠肺炎的“名词”进行了解释。

什么是可疑暴露者？

可疑暴露者是指暴露于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的患者、野生动物，或暴露
于病毒污染过的物品或环境，而在暴露
的同时又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人。

什么是呼吸道飞沫传播？

患者打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
出的气体被近距离接触直接吸入后导
致感染。

什么是接触传播？

手接触了受病毒污染的物品表面，
然后手又再接触口、鼻、眼等黏膜导致
感染。

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是指与病例（包括疑
似、确诊、无症状感染病例）接触，但又
没有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人员。接触
的形式包括共同工作、生活、学习方面
的接触。其次，是医院内的接触，比如
对病人进行诊疗护理的医护人员、在病
房内照顾病人的亲属或同病房的其他
人员等。还有就是交通工具上的接触，
和病人乘坐了同一交通工具并且有近
距离接触人员。另外，还有现场调查人
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符合其他与密切
接触者接触的人员。

什么是疑似病例？

疑似病例主要从流行病学史和临

床表现两个方面判断。
流行病学史是指发病14天前有武

汉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
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接触了来自这些地
区的有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接
触了已经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聚
集性发病。

临床表现：有发热或/和呼吸道症状；
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
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如何判断疑似病例？

只要有任何一项流行病学史，同时
符合任意两项临床表现就可以判断为
疑似病例。

对于没有任何流行病学史，没有去
过武汉及周边地区，也没接触任何来自
这些地区患者的这类人，但只要有三项
临床表现也列为疑似病例。

疑似病例如何确诊为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在符合疑似
病例基础上，通过采集临床标本进行检
测，如果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检测出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是对这些病
毒标本进行基因测序后，和已知的新型
冠状病毒高度同源，就可以确诊。其
中，无症状患者主要通过聚集性疫情调
查或是对传染源的追踪调查发现。

为什么对密切接触者医学观
察为14天？

对密切接触者采取较为严格的医
学观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预防性公共
卫生措施。在参考了其他冠状病毒所
致疾病的潜伏期，并结合本次新冠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相关信息和目前的防
控情况，最终将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
期定为14天。

可疑暴露者、密切接触者
你分得清吗？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11日，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13
例确诊病例痊愈出院。目前，全市共有
79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这13例痊愈出院的患者为10男3
女，年龄最大者67岁，最小29岁。其
中，11例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愈，2

例在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治愈。
1月下旬，这13例患者先后被确

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经
定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
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健
康委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11日出院。

重庆又有13例确诊病例痊愈出院
目前共有79例出院

重报集团融媒体湖北电 (记者
杨骏）2月11日，记者从第三批重庆支
援湖北医疗队（下称重庆第三医疗队）
了解到，该医疗队诊治的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有8人病情转轻，已转出重症病区。

据了解，本次转出的8名重症患者，
在入院时存在缺氧，呼吸困难明显等情
况，经治疗后患者病情均改善，呼吸困
难等症状明显缓解，未再发热，鼻导管
吸氧，呼吸稳定，氧合维持可，咳嗽、咳
痰较前好转。目前这8名患者各项生命
体征稳定，病情评估由重症转为普通
型，拟转出重症病区进一步治疗。

“重症病人能够转出，就说明治疗
已经起到了效果。”重庆第三医疗队副
领队、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院长赖晓
东介绍，重症病人想要完全直接治愈出
院并不容易，转出到轻症医院，表明他
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基本没有问题了。

他还表示，重庆第三医疗队开始收

治患者后，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为治疗基础，给予患者积极的营
养支持，并鼓励患者进食，指导患者自
主锻炼。同时，医护人员还针对患者的
焦虑恐惧心理，加强心理疏导，帮助患
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记者了解到，重庆第三医疗队责任
医院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该医院是武
汉当地定点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
医院之一。目前，医疗队主要负责该医
院3号楼15层、16层两个病区，已接收
患者80个左右。接下来，医疗队将进
一步总结治疗经验、梳理治疗流程，以
争取更好的治疗效果。

“此外，我们还在院感防护方面下
了功夫。不仅是在病区，在居住的地
方，每个医护人员也要做好相应工作。”
赖晓东说，医护人员首先不能成为感染
源，防护在整个救治过程中就显得非常
重要。

第三批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全力救治
首批8名患者转出重症病区

□本报记者 李珩

2月8日晚上9点多，周柳吟拖着
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迎接她的是一碗
热腾腾的汤圆，几口下肚，暖暖的。

周柳吟是重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也是来自市急救医疗中心呼吸内
科的护士。让她更暖的是，当天是元宵
节，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分别写下感
谢信，塞到医护人员手中。

一份盒饭的情谊

“虽然你们每天都穿着一层厚厚的
防护服，我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知
道,你们一定是最可爱的人！”当天下午
3点多，即将出院的王浩将一封感谢信
交给医护人员。

当周柳吟看到这封信时，有些哽
咽。王浩今年31岁，和她年龄差不多，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很是担心忧虑。

“你属于轻症患者，年轻、抵抗力又
好，放心，不得变成重症，你要相信我们。”
在给他做治疗时，周柳吟会多和他聊几
句，总是“打包票”地说“医生有明确诊断，
没事的没事的。”

在周柳吟和其他医护人员有意无
意地“打包票”后，王浩慢慢变得积极起
来，胃口也好起来。

在隔离病区，每名患者的饭都是由
医护人员送到床旁。王浩个子有1.8米，

考虑到他可能吃不饱，周柳吟在每次送
完后，会多拿一盒饭放在张浩床头。

一声由衷的感谢

“天使姐姐，我今天要出院了，这封
感谢信是我写给你们的，我的字写得很
丑。”8日早上，27岁的沈鹏将感谢信塞
到医护人员手里，害羞得像个孩子一样。

周柳吟打趣道：“我们都穿成这样
了，你能认识我们吗？”

“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能看到你们
防护服上的名字，你们是重庆医疗队
的，你们不远千里过来支援孝感，真的
谢谢你们！”他的回答让周柳吟很暖心。

事实上，对医护人员来说，在隔离
病区的时间越短越好，但周柳吟他们却
不这么认为，除了每天的治疗外，大家
很愿意和患者多聊几句，多鼓励他们。

“心情好了，有了积极的心态，才能更好
地对付病毒。”周柳吟说道。

所以对于沈鹏的情况，她一清二
楚。27岁的沈鹏有两个儿子，大的8
岁，小的5个月，他会给周柳吟看孩子
的照片，聊孩子的糗事。

出院时，周柳吟再次叮嘱他：“回去
居家隔离14天，加强营养，保证充足睡
眠，随时记着咳嗽礼仪，戴口罩，注意手
卫生……”他连连点头：“知道啦，姐姐
们，你们放心！”

老党员的一封感谢信

让周柳吟没想到的是，胡小东会给
他们写信。当天晚上，周柳吟还在做治
疗，胡小东悄悄塞给她一封感谢信，

胡小东今年 50 岁，是一名老党
员。进入隔离病房以来，他不仅积极配
合治疗，还用乐观的心态感染着大家。

“你慢慢扎，不要急，扎偏了也没
事。”胡小东总是这么安慰穿着厚厚防护
服、难以操作的护士们。他还会给他们
聊武汉哪家热干面地道、哪家鸭脖和豆
皮好吃，以及武大的樱花有多么的漂亮。

8号上午，他找周柳吟要了一页
白纸，说要写点东西。周柳吟也没多
想，没想到他竟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医
护人员。

“与其说是我们在感动着他们，不
如说他们也在感动着我们。”周柳吟
说，待到春暖花开时，一定要来看武大
的樱花。 （患者名字皆为化名）

“虽然看不见你们的样子，但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湖北孝感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写信感谢重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彭劲（化名），我是陪你一起值班的护士，跟你
是同龄人。配合我们积极的治疗，才能打赢这场体
内的病毒战，加油！”

“今天感觉怎么样？有咳喘累的感觉吗？晚上
好好休息哦！”

“不要急，有个过程，就像娃儿感冒发烧是他成
长过程内免疫力的建立，身体内的战争。你是军师
要淡定哦！”

这些短信，是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
医院）杨淼淼护士，发给她前段时间照护的新冠肺炎
患者彭劲的。

彭劲是江北区首例新冠肺炎治愈者。自从1月
26日确诊住院后，杨淼淼每天都会发短信鼓励他，
直至他出院。彭劲说：“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也深深
体会到人间大爱。”

“早发现早治疗是我治愈原因之一”

39岁的彭劲是重庆人，常年在湖北荆州工作。
1月20日，他乘坐火车从荆州返回重庆，准备和在重
庆的父母一起过年。

1月25日，大年初一，彭劲早上便觉得全身酸
痛、乏力、畏寒，“一量体温，发烧了。”彭劲赶紧到重
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检查。

26日，彭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入院。“万一有症
状，不要拖，越早发现治疗越好。”彭劲说，因为政府
的宣传到位，自己对新冠肺炎的大概症状也很有警
觉，这也是自己能尽快治愈的原因之一。

杨淼淼是26日接手照护彭劲的护士。当晚，她
就给彭劲发去鼓励慰问的短信，告诉他一定要保持
积极乐观的心态，才能更好地治疗。“这是一种心理
护理，病人的意志力非常重要。”杨淼淼说。

“最开始我还是挺害怕的。”彭劲坦言，一是担心

自己的健康安全，二是担心父母家人被传染。

“医院有非常标准的一套治疗流程”

“好好配合治疗，阳光乐观的心态很重要，我们
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

每天杨淼淼的鼓励短信，加上亲戚朋友的安慰关
心，让彭劲感到很温暖，心理负担也随之小了很多。
正月初五，他转院到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简称

“市公共卫生中心”），住在症状较轻的隔离二区。
“医院有非常标准的一套治疗流程。”彭劲告诉记

者，国家出台了新冠肺炎的治疗标准，针对发烧、咳
嗽、血氧饱和度低等各种症状，都有相应的规范治疗。

彭劲回忆，在市公共卫生中心时，除了每天的各
种测量、检查，医院也非常注重给患者的营养补给，

“每顿都有牛奶、酸奶，还有各种水果补充维生素。”
住院期间，彭劲和病友间也互相鼓励，“多吃东

西，好好休息，注重锻炼。”

“感谢他们作为我的强大后盾”

2月9日，彭劲出院了，也是江北区首例新冠肺
炎治愈患者。他告诉记者，“出院并不是一个医生或
一次检测就可以决定的。”

出院之前的连续4天，彭劲每天都要查核酸、照
CT，观察病灶变化情况。“后面几天我每次查核酸都呈
阴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彭劲说，各项检测指标
要经过重庆市专家组会诊同意后，患者才能出院。

出院后，彭劲第一时间就把好消息告诉了杨淼
淼。在替他高兴之余，杨淼淼也提醒他注意继续隔
离，保持清洁卫生。市公共卫生中心的钱医生，也跟
他保持着微信联系，“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问她。”

彭劲说：“一直以来，我都不是一个人在与病魔
作斗争。确诊后，街道、社区一直帮忙照顾我的家
人。真心感谢政府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如果没有他
们作为我强大的后盾，我康复得没有这么快，感谢！”

护士每天发短信鼓励，江北区首例新冠肺炎治愈者说：

“我不是一个人在与病魔作斗争”

□本报记者 陈波 发自石柱县

“这是我的一次新生。我想说：对
抗新冠肺炎，治疗是根本，信心比黄
金！”2月11日，32岁的李自强（化名）
戴着口罩走出自家楼道口时，眯着眼
睛连续两次看了看头顶的冬日暖阳。

干练精神的碎短发，一袭修身灰
色呢子大衣，牛仔裤下面是一双颇为
卡通的拖鞋。难以想象，13天前他还
挣扎在生死线上，前一天才成为石柱
首批两例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

当记者大步走向李自强时，他下
意识地往后退。“医生说，这个病即便
治愈了，开始还是应该隔离一下……”
靠近到三四十厘米的距离时，他深深
地看了记者一眼，以几不可闻的声音
说了句“谢谢”。

这天下午的阳光异常耀眼，李自
强仍坚持面对着阳光。

14天前的1月29日晚10点，李自
强按惯例查了体温。37.8℃！他心中
一惊。将水银体温计“快甩断”后，他
又量了一次，指数定格在38.4℃。这一

次，他直接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号码，就像

是黑夜里的灯盏。”李自强此前单位里
有同事确诊，而他作为接触者，被石柱
县防指安排专门的医生上门检查，并
留下了电话号码。

“才半个小时，当看到一群穿着防
护服的人出现在门口，我就一个念头：
我有救了！”李自强深吸了一口气，口
罩上显出一个大凹陷。

当晚11点，胸部CT显示双肺下叶
片状高密度影，考虑感染性病变，石柱
县人民医院立即安排李自强进入隔离
病房治疗。次日，咽拭子提示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2月1日转入重
庆三峡中心医院集中救治。

“本来大脑一片空白，但是看到那
些白花花的身影比我还紧张忙碌，我
就放下心了。”李自强感慨医院的反应
速度，还有那眼花缭乱的治疗手段。

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李自强常
常感动于自己睡着了，都有医护人员
来量体温，“那是至亲的亲人之间才会
有的温暖动作啊！”

李自强回忆，自己非常清楚医生
护士有多累，但即便是“累得眼睛都睁
不开”的时候，只要他们稍有一丝空
闲，就会问“要不要开水？有没有谁饿
了？”

“说心里话，我隔离治疗时胃口很
不好，但每次我都尽力把饭菜吃完。
为啥？因为我观察过，只要我们病人
吃得多，那些医生护士眼睛都是亮晶
晶的。一旦吃不下，他们就眉头紧
锁。”李自强说，作为一个病人，啥都帮
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只能“宽宽医护
人员的心”。

记不得是哪一天，李自强忽然听
到主治医生大声宣布一名重症患者治
愈出院时，自己“吊着好久的心一下子
落了地”。

“出院的是重症患者，我一轻症患
者怕哪样？”此后，李自强心态大为不
同，不仅自己不郁闷了，还开始去开导
其他病友。

“我敢肯定，整个重庆市所有的医
疗专家都在为治疗我们想办法，根本
不用怕！”当李自强对病友不自觉地从

嘴里说出来这些话时，“感觉自己都是
半个医疗专家了”。

李自强愈发开朗，甚至总结出了
一个自认为的治疗名言——治疗是根
本，信心比黄金！

经过12天的治疗，李自强终于治
愈出院了！

李 自 强 的 网 名 很 特 别 ，叫
“52Hz”。记者恰好知道，这源于一只
被科学家发现的极为特别的鲸鱼。这
只鲸鱼叫Alice，它发出信号频率为
52Hz，而正常鲸鱼发出信号频率只有
15-25Hz，因此这只鲸鱼的声音永远
没有同类可以听到，无论悲喜。

李自强在自比那条名为Alice的
鲸鱼。当记者向他证实这一点时，他
异常平静地说：“我曾经有抑郁症。”

面对面采访结束后，记者给李自
强发去微信问了一句话：“现在的你还
觉得自己是一只孤独的鲸鱼吗？”

李自强秒回两个字：“不了。”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句话：

“我感谢这些医护人员，感谢我的
祖国。”

“这是我的一次新生，感谢医护人员！”
——石柱县首批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后与重庆日报记者面对面

本 报 讯 （记 者 彭 瑜 通 讯
员 周志华 何洪泽）抗“疫”一线又
有捷报传来！2月11日，经市、区两级
专家综合评估，11名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患者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治
愈出院。截至目前，累计共有52名确
诊患者在该医院治愈出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是全市4个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集中救治
定点医院之一，承担着渝东北10个区
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收

治任务。医院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
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科学
施策，精心救治。广大医务工作者冲
锋在前、连续作战，争分夺秒、科学施
治，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最大限度提
高患者治愈率、出院率。

市、区两级专家组表示，疫情发生以
来，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给了他们很大
的支持。目前，整个病区运行非常有序。
随着这些患者的治愈出院，他们的信心也
越来越足，深信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已治愈52名确诊患者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 月 11
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市
新冠肺炎咨询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汇
聚了全市39家医疗机构，向市民集中
提供线上新冠肺炎及常见医疗问题的
义务问诊咨询服务。

市民只需关注“健康巴渝12320”
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疫情
防控”，就能看到“新冠肺炎咨询平
台”。该平台现已接入39家医院，分别

为38家公立医院和重庆铭博互联网医
院。公立医院中，包括重医附一院、重
医附二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西南医
院、新桥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科室涉
及普内、呼吸内科、感染科等，市民可以
图文免费咨询。

此外，该平台还向市民普及相关知
识、防治措施、就诊信息等，并提供全市
发热门诊一览服务，市民可通过该平台
查询离家最近的发热门诊。

重庆市新冠肺炎咨询平台正式上线

沈鹏出院前，与周柳吟（左二）等医护人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