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为了促

进社会稳定，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

伤害，缓解一线医务人员、患者及普

通公众等不同人群的心理不适状

况，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

组，由区精神卫生中心、区心理学学

会等具有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

专家及心理咨询师组成，有序开展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和心理疏导工作。

目前，綦江区

心理学学会开通了

24小时全天候心理

援 助 热 线 ——

48482020，及 时 提

供心理支持和援助

服务，累计接线 10

余人；针对医务人

员和非医务人员两

类人群开展心理测

评，微信扫二维码

即可直接测评，目

前 参 与 测 评 的 有

300余人（其中医务

人 员 100 余 人）。

心理援助热线及心

理测评二维码已转

发约1.73万人。

綦江区心理学学会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为群众筑起抗疫心理“防火墙”

已经是2月12日了，回忆起

春节，仍记忆犹新。1 月 25 日，

爸爸接了一个电话，便说：“我们

得回去了。”怎么突然要回去

呢？我沉浸在年味儿里，手里拿

着被我捂得热乎乎的红包，期待

着在爷爷家多玩几天，放烟花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见爸

爸那张焦急的面孔，猜想一定是

出了什么大事。

和爸爸妈妈一起迅速地收

拾好行李，随即奔赴300多公里

外的綦江。终于，爸爸在路上告

诉我回綦江的原因，“因为我们

国家出现了一种名叫'新型冠状

病毒'的东西，这种病毒正从武

汉向全国各地蔓延，爸爸要马上

赶回到镇上，那里的人更需要我

们……”爸爸叽里呱啦地说了半

天，但我只记住了一个词“新型

冠状病毒”，至于它的样子，或者

它是怎样传播的，我都充满了好

奇。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

便用手机搜索了“新型冠状病

毒”的特点给我讲，我这才恍然

大悟。

这已经是爸爸去镇上的第

19 天了。这 19 天里，爸爸只回

家过一次，匆匆地放下一些蔬

菜，连门也没有进就又走了，更

不要说吃饭喝水了。我不知道

这种病毒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

它，爸爸连家都不能回；因为它，

我们连门都不敢出。我每天期

待着和爸爸视频，但是他每次和

我们视频的时间都非常短，总是

匆匆地说几句话，就挂断了，又

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我在想，不是说这个病毒来

了大家都要呆在家里吗？爸爸

你为什么一直在外面不回家

呢？为什么在别人家里“串来串

去”？你又不是医生！妈妈告诉

我，这是爸爸的工作，镇上的老

百姓需要他。我问爸爸：“我们

都害怕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爸

爸难道你每天出去不害怕吗？”

视频里，爸爸告诉我：“宝贝，我

每次下村都要戴口罩的，你放心

吧！你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要

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哟。”

虽然爸爸这么说着，但我心里还

是非常想念他、担心他。爸爸就

像是一名战士，从他接到命令的

那一刻起，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盼着这场疫情早点过

去，爸爸就能早点回来，我们也

能早日回到自己的学校。

我想，等到春暖花开的时

候，爸爸就能回来了，他就能陪

我一起去踏青，一起去游玩了！

我盼望着春暖花开
陵园小学三年级五班 童琳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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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

2020 年 2 月 11-12 日，綦江区

确诊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将

由近到远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公布

如下：

病例21：余某某，男，33 岁（确

诊病例 4 的儿子）。现居住在綦江

区石角镇欧家村2组。行动轨迹如

下：

1 月 21 日早上，患者与其母亲

罗某（我区确诊病例4）、女儿共3人

自驾小汽车从武汉到綦江。途中，1

月21日晚3人在湖北恩施高速出口

附近的城市便捷酒店住宿一晚；

1月22日早上7点左右从湖北

恩施出发到綦江，途中曾在高速服

务区停车休息过，中午12:00左右到

达綦江石角镇欧家村家中，回家后

与其父亲、母亲（我区确诊病例4），

女儿住在一起，之后未外出；

1月28日其母诊断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后, 余某某居家

医学观察；

1月29日自测体温37.2℃；

1 月 31 日 上 午 自 测 体 温

37.6℃，并伴有干咳、胸闷、乏力、呼

吸不畅等症状，遂联系綦江区人民

医院，下午4时由120救护车送到綦

江区人民医院就诊，下午 5 时诊断

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待排，晚上 9

时左右经区级专家会诊后，诊断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之后

一直在区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2 月 1 日、2 月 3 日、2 月 6 日三

次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

月11日，第四次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可疑阳性；2月12日第五次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已转送至

市公卫中心集中治疗。

病例20：罗某某，女，86 岁（确

诊病例16、17、19的母亲，确诊病例

18 的婆婆），现居住在綦江区石角

镇白云村3社。行动轨迹如下：

1月23日之前一直居住在石角

镇白云村3社，未外出；

1 月 23 日下午女婿李某（确诊

病例17的丈夫）开三轮车将其接到

三江霍某（确诊病例16、17的哥哥，

确诊病例 19 的弟弟）的家中过年，

在三江街道三渔村餐馆吃晚饭，参

加的有确诊病例16一家人、确诊病

例17一家人等，晚上住在确诊病例

17家中，之后几天未外出；

1 月 27 日女婿李某（确诊病例

17的丈夫）再次开车将其送回石角

白云村家中，之后一直在家未外

出；

2月11日下午由綦江区人民医

院救护车接到綦江区人民医院检

查治疗；

2月12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病例，已转送至市公卫中

心集中治疗。

病例19：霍某某，女，63 岁，确

诊病例 16、17 的大姐，确诊病例 18

的姑姑，现居住在綦江区文龙街道

枫丹小区。行动轨迹如下：

1月12日-15日之前在重庆市

江北区金科 10 年城帮小女儿陈某

带孩子，主要在家中及小区附近活

动，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偶尔在楼

下买菜；

1月16日上午从江北坐公交车

到南坪四公里枢纽，然后坐长途客

车到綦江汽车站，再坐公交车到大

女儿陈某家中（住在綦江枫丹小

区），19:00坐公交车（208或102）到

綦江区人民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

霍某某，之后坐公交车于20:30左右

返回文龙街道枫丹小区。

1月17日到沙溪路农贸市场买

菜，随后带孩子到九龙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接种门诊（半山国际）打预

防针；

1月18日在文龙街道枫丹家里

未外出；

1 月 19 日 10:00 左右和小女儿

陈某一起坐公交车（208 或 102）到

綦江区人民医院看望父亲，帮忙办

理父亲出院手续，12:00左右和小女

儿陈某一起坐公交车返回家中，14:

00 患者一人坐公交车从綦江出发

到三江街道卫生院看望父亲，17:30

左右与丈夫陈某某一起从三江返

回家中；

1 月 20 日 8：00 和丈夫陈某某

一起带孩子到九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接种门诊（半山国际）打预防

针，10:30左右回家中。

1月21-22日均在家里及小区

活动；

1 月 23 日 12:30 左右出发坐公

交车到三江街道卫生院看望父亲，

之后在其哥哥家过年，晚上在三江

街道三渔村吃饭，参加者还有确诊

病例 16 一家人、确诊病例 17 一家

人、确诊病例 20）、患者弟弟一家，

20:00 左右与陈某（患者大女儿）一

家人从三江坐公交车返回家中；

1月24日8:00从家中出发坐公

交车到三江，在三江街道卫生院看

望父亲，与在三江的几家亲属一起

在确诊病例17家中吃饭；

1月25日9:00坐公交车从三江

回到枫丹，15:00坐公交车到三江街

道卫生院看望父亲，与在三江的几

家人一起在确诊病例17家中吃饭，

19:30坐小女儿陈某的车返回家中；

1月26日在枫丹家里及小区活

动；

1 月 27 日上午与丈夫陈某某、

小女儿陈某一家3人开车到老家石

角白云村3社上坟，下午15:30回到

三江，19:00左右回到家中；

1月28—31日均在枫丹家里及

小区活动；

2月1日11:30坐患者侄儿的车

从綦江出发，于13:00左右到达石角

镇白云村 3 社的老家中，与家中兄

弟姐妹一同为父亲办理丧葬事宜；

2月11日下午由綦江区人民医

院救护车接到綦江区人民医院检

查治疗；

2月12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病例，已转送至市公卫中

心集中治疗。

病例18：霍某某（确诊病例 16

之侄女），女，31 岁，现居住在綦江

区三江街道三江大桥桥头凤梧超

市楼上。行动轨迹如下：

2月2号，无外出；

2 月 3 日，17:00 左右从家步行

到凤梧超市（三江店）购物，随后回

家；

2 月 4 日，11:00 左右乘坐自家

车辆从三江街道到石角白云村3社

老家，15:00左右乘坐自家车辆从石

角白云村 3 社回三江，随后在三江

菜市场门口的万家康药房购物，15:

40左右在凤梧超市（三江店）购物，

16:00 左右在新大兴超市（三江店）

购物，16:10在新大兴超市（三江店）

门口水果摊购买小柑橘，16:20左右

到家佳超市（三江店）购物，随后回

到家中；

2月5日，7:00左右乘坐自家车

辆从三江家中到石角白云村3社参

加葬礼，同多位确诊患者有亲密接

触，且共同进餐，12:30 左右从石角

白云村3社回三江家中；

2 月 6 日，12:00 左右步行到凤

梧超市（三江店）购物，随后回家；

2 月 7 日，12:30 左右步行到凤

梧超市（三江店）购物，随后回家；

2月8号-11日，无外出；

2 月 12 日凌晨，乘坐自家车辆

到綦江区人民医院就诊；

2 月 12 日下午，确诊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已转送至市公卫中心

集中治疗。

病例17：霍某某（确诊病例 16

的幺妹），女，48 岁，现居住在重庆

市綦江区三江街道雷园路 126 号。

行动轨迹如下：

1月16日至18日在三江家中；

1 月 19 日 19:00 左右在三江街

道卫生院康复科看望转院父亲，21:

00 左右返回三江家中，往返均步

行；

1 月 20 日至 21 日在自家及三

江街道卫生院往返照看其父亲；

1 月 22 日上午从三江到石角，

14点回到三江，16点半在三江街道

卫生院照看其生病住院的父亲，停

留1小时后回家，20点过又到三江

街道卫生院照看其生病住院的父

亲，停留1小时后回家；

1月23日在确诊病例16、17的

哥哥（住在綦江区三江街道凤梧超

市楼上）家中聚餐，同餐人员包含

其大姐（确诊病例 19）、二姐（确诊

病例16）、母亲（确诊病例20）、侄女

（确诊病例18）。

1月24日上午在綦江修正堂大

药房三江修远店购药（藿香正气口

服液、金银花颗粒、诺氟沙星胶囊、

速效止泻胶囊），并在患者家中聚

餐，同餐人员包含其大姐（确诊病

例 19）、二姐（确诊病例 16）、母亲

（确诊病例 20）、侄女（确诊病例

18）；

1月25日在三江家中；

1月26日上午到三江街道青莲

砖厂背后上坟；

1月27日下午回到綦江区石角

镇白云村3社上坟，中午在白云村3

社綦家沟罗某某家聚餐，同餐人员

有霍某某（患者大哥）、确诊病例

18、确诊病例19、本村村民霍某某、

李某某、冯某某、罗某某、陈某某

等，后回到三江家中，21:00 左右到

医院看望其父亲，逗留约1小时；

1月28日至30日10:00在三江

街道卫生院陪护其父亲；

1 月 30 日上午出现感冒症状，

在綦江修正堂大药房三江修远店

购药（小柴胡颗粒、咽炎片、金银花

颗粒、罗红霉素胶囊、风寒感冒颗

粒、百合固金片、感康），15:00租乘

面包车及自家三轮送其父亲回到

綦江区石角镇白云村3社家中；

1月31日至2月1日19:00左右

在綦江区石角镇白云村3社父亲家

中，其父于2月1日11:25过世，2月

1日20:00左右回到三江家中；

2 月 2 日 11 时至 2 月 6 日中午

在綦江区石角镇白云村3社；

2 月 6 日 15:00 左右回三江家

中；

2月7日8:00左右至2月8日在

綦江区石角镇白云村3社，14:00左

右独自步行回家；

2 月 8 日晚至 2 月 11 日凌晨在

三江家中；

2月10日上午在綦江修正堂大

药房三江修远店购药（皮肤病血毒

片、氯雷他定胶囊、湿清霜剂），后

回家至2月11日凌晨在三江家中；

2月12日凌晨被送至綦江区人

民医院入院排查；

2 月 12 日 16:00 确诊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已转送至市公卫中心

集中治疗。

病例16：霍某某，女，56 岁，现

居住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

嘉陵三村23号，经重庆市红十字医

院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行动轨迹如下：

1 月 17 日 17:00 从重庆四公里

到綦江，当晚住在其侄女陈某家

（住在綦江区文龙街道枫丹小区）；

1月18日8:00到綦江区人民医

院照顾其父，14:00乘坐大巴车从綦

江汽车站返回江北家中；

1月19日-23日均在江北区活

动；

1 月 20 号开始出现咽部不适，

因平时一直有咽炎，以为是咽炎未

理会。

1 月 23 日 14:00 下班后独自从

观音桥坐轻轨 3 号线在四公里下

车，然后从南坪四公里乘坐大巴车

于15：30到达綦江汽车站，16：20坐

公交车到达三江，当天晚上住在其

幺妹（确诊病例17）家中；

1月24日、25日住在三江街道

卫生院陪护其父亲；

1月26日下午独自乘坐公交车

从三江到綦江城区，17:00到侄女陈

某家；

1 月 27 日患者侄女陈某（其大

姐的小女儿，住在江北区金科10年

城）开车送患者于10:00到达三江街

道卫生院。当天下午一家3人乘坐

公交车于16:50到其侄女陈某家中,

18:00 一家 3 人乘坐陈某的私家车

到四公里公交枢纽站，之后一家 3

人乘坐3号线回到江北家中；

1月31日早上在重庆市全兴药

品有限公司观音桥 3 分店购药，八

点多从家走路出发到朗琴广场坐

108 路公交到南坪，在南坪四小区

站下车，在南坪和平药房购买板南

根，莲花清瘟胶囊，抗病毒颗粒等

药物，后再次坐 108 路车返回观音

桥后回江北家中。

2 月 1 日 11:00 上午陈某（其大

姐的小女儿）一家 3 人到江北接霍

某某及其儿子返回綦江，13:20分接

陈某（其大姐的大女儿）一起于14:

00到达石角镇白云村3社；

2月1日14:00到2月7日6:00，

一直在綦江区石角镇白云村3社参

加其父霍某某的葬礼。期间患者

与参加葬礼的多名亲友密切接触；2

月1日患者的大姐（确诊病例19）因

感冒曾到白云村卫生站购买感冒

药自服；

2月4日开始出现咳嗽；

2月1-6日在石角镇白云村参

加其父亲的葬礼；

2月7日上午，患者与其丈夫王

某某一起步行前往三江街道卫生

院就诊，但未遵医嘱进行检查；12:

00，患者及其丈夫租赁田某某的车

从三江出发，于14:00时返回江北家

中；

2月7日，到重庆市红十字医院

就诊；

2 月 11 日，重庆市红十字医院

诊断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1. 为了您和他人身体健康，无

论您有无症状，与病例同一地点就

餐、同一场所聚集等有可能接触的

人员，请尽快与綦江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电话：023-48662086）联

系，并向所在村（社区）登记，配合

当地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流调工作。

2.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时限14

天），选择通风较好的房间隔离，多

开窗通风，避免使用中央空调，尽

量减少与家庭成员的接触，避免共

用生活用品，不要共同进餐，避免

交叉感染。对家中的物品及表面

每日进行消毒，每日上午下午测量

体温，期间如出现发热、咳嗽、气促

等急性呼吸道症状时，及时到发热

门诊就诊。

3.疫情高发期间，不聚会，不聚

餐，如果你身边有举办任何形式的

群体性聚餐活动，请你向辖区市场

监管局、公安局（派出所）举报。

重庆市綦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13日

重庆市綦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寻找可能接触者的公告

2 月 12 日下午，綦江区余某某

（确诊病例21）的第五次PCR 检测

结果显示为阳性，这距1月31日入

院隔离治疗已经过去了13天，距患

者离开武汉已经过去了23天。

据了解，余某某是綦江区第四

例确诊病例的直系亲属，长期居住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1月21日自行

开车从武汉到重庆市綦江区。自第

四例确诊病例出现后，綦江区第一

时间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并全覆

盖进行PCR检测，确保“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虽然余某某首次检测的结果为

阴性，但是因其流行病学史高度疑

似，其临床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及

其相似，綦江区秉着对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

度，宁多检测，也绝不放过一例疑

似！后续又对余某某进行了4次核

酸检测，该病例最终在2月12日确

诊。

在持续进行核酸检测的同时，

綦江区按照“四个集中”原则（“集中

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

治”），将余某某安排在区人民医院

进行精心救治，邀请市级专家现场

会诊1次，集中区级专家会诊7次。

目前，余某某已经被转送至重

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集中隔

离治疗，病情稳定。

生命重于泰山。綦江区集中医

疗资源，坚持谨慎诊断、精心救治，

全力以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总体战、阻击战。

通讯员 苏晓霜

重庆綦江：

13天5次核酸检测，最终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