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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情报站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福彩“双色球”（第2021082期）
红色球号码：3 6 11 13 26 32
蓝色球号码：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7注 7348639元
二等奖 161注 127643元
三等奖 1482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193期)
中奖号码：1 2 4 7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6注 2458元
二等奖 5214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193期)
中奖号码:0 6 6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448448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11511151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00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155155注注 1010元元
22DD 4242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 268268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7月 21日江苏中奖注数

133464注，中奖金额2659189元。
体彩“7位数”（第21110期）
中奖号码：5 4 2 4 6 2 4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4注 8882元
二等奖 24注 2960元

体彩“排列3”(第21193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99 55 11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152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5863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93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99 55 11 33 00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7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93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44 66 99 1616 2222 2424 2929
3838 4141 4242 4343 4646 4747 4848 5252 5353
6363 7171 7575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
心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大乐透开出6注一等奖

7月21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1083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814
万元。当期全国共开出6
注一等奖，其中 1 注为
1319万元（含追加）；5注
为732万元。目前，大乐
透奖池为7.59亿元，

7 月 24 日将迎来第
21084期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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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麒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仅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
192940人的核酸采样。令人惊
讶的成绩背后蕴藏了怎样的秘
诀？

“我们社区户籍人口 7万多
人，但是社区里的流动人口特别
多，加在一起社区总人口达21万
人左右。”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明
在麒麟社区工作了26年，谈起社
区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这次组织
那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对于我
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李
明告诉记者，自从接到任务后，社
区就开始动员部署，并从社区
130余名工作人员中抽调出了近
100人参与到任务中。“我们每个
点位都配备有一名医生、一名护
士加一名辅助人员，大约分成30
个小队。”

李明说，社区的工作就是要
做好物资联络分配，“只有保障一
线医护人员们‘弹药充足’，物资
到位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

在详细工作方案的指导下，麒麟
社区的采样点，出入口独立分开，
居民分批次进入场地，快捷完成
检测。从早晨7点一直到第二天
凌晨三四点，社区的工作人员忙
而不乱，顺利完成了各自的工作。

“所有医护人员都很辛苦，我
们穿的防护服基本上半天才会一
换，其中的汗水与味道很重，大家
也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李明告诉
记者，社区公共卫生科科长王峥
是胰腺恶性肿瘤患者，不仅负责
筹集物资，统筹安排核酸检测工
作，还在驾驶员忙了一天身体不
适后，自己驾车运送物资往检测
点。“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这种
时刻应该站出来，作为一名党员，
就更应该带好头。”完成的数据背
后，是社区每一位工作者的汗水
与努力。

他们只是万千抗疫勇士中的
平凡一员，向所有辛勤付出的工
作人员致敬，也感谢所有南京人
的支持与配合！

7月 21日下午 1点，南京市
江宁区陶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护人员陈文华正对市民进行核酸
采样，从早上8点开始她已经连
续工作了近5个小时。这时的最
高气温已超过33℃，穿着严严实
实防护服的陈文华热得有些虚
脱，一阵恍惚晕倒在工作岗位
上。一同在岗的同事连忙过来扶
她，并带至对面小店休息，同时把
她的防护服脱掉，喂她口服藿香
正气液。在被送到医院进行输液
后，陈文华的身体状况大为好转，
她又惦记起未完成的采样工作，
一心想着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江宁区进行全员检测的前一
晚，陈文华和同事都没有睡觉，全
部处于待命状态。早上7:30，陈
文华和同事们在医院集合。半个
小时后，她就来到江宁区王家园
核酸采样点工作。

晕倒后，陈文华心急如焚，输
液完毕就立即向医院领导申请继
续工作。考虑到她身体虚弱，她被
安排在了医院室内继续进行核酸
采样，晚上8点终于结束工作回
家，“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大家还在

外面辛苦地工作，我却在房间里
吹着空调，感觉对不起他们。”

7月22日下午，临近采访结
束，陈文华告诉记者，她今天上午
刚结束在医院的核酸采样工作，
下午5点半后又要去值夜班。

和陈文华一样，江宁区陶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事科的陆松
艳在核酸采样期间也发生了中暑
晕倒的情况，她被主任接回医院
进行简单休息，下午一点多又主
动回到了工作岗位。“现在各个岗
位人手都紧张，害怕同事们忙不
过来，就想着赶快回去。”

陆松艳说，同事们看到自己
有些体力不支，就让她去旁边歇
一会，社区工作人员则为他们搬
来了电风扇，还去附近便利店买
了袋装的冰棍为他们降温，“虽然
穿着防护服吃不着，但放在一边，
立马凉快了很多！”陆松艳告诉记
者，下午检测点还搬来了为他们
降温解暑的盆装大冰块，看到同
样在默默付出的社区工作人员，
她感叹在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顺
利推进的背后是所有岗位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21日，一张双手褶皱发白

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让很多人心
疼不已，记者找到了它的主人
——江宁街道陆郎医院95后医
生王禹鹏。从21日上午十时开
始，他戴着防护手套在大庙社区
核酸检测采样点持续工作了12
个小时，双手早已被汗水浸湿，
却根本顾不上。直到休息间隙
脱下手套后才发现自己双手已
褶皱不堪，这一幕被身旁的工作
人员捕捉了下来，之后在网上流
传开了。

“我也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
关注，其实大家和我是一样的情
况，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比我还要
辛苦。”王禹鹏介绍道，在街道大
庙村检测点，医务人员被分为三
人一组，分别轮流担任采样、登
记和维持秩序的工作，从上午十
点左右开始，到晚上快七点结束
时，他们一共给近1000名居民
完成了采样工作。33摄氏度的
天气，闷热的防护服，马不停蹄
进行检测工作的王禹鹏和同事
们早已大汗淋漓，“7点完成检
测点的工作后，脱下防护服和手
套，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变得皱
巴巴的了。”王禹鹏说。

晚上八点，吃完晚饭短暂休
息后，王禹鹏和同事又跟着社区

书记进村挨家挨户地给身体不
便的居民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大庙社区位于丘陵山区，乡间的
道路很崎岖，百姓居住得也比较
分散，很多居民都是缺失行动能
力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不能自行
到社区采集点进行核酸检测，所
以王禹鹏和同事一起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主动到住户家
里进行核酸采样。他表示，“非
常感谢社区干部对我们工作的
积极配合，他们不仅能够准确地
找到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还
帮我们向村民们解释问题，说服
他们做核酸检测。”

“还有很多户村民都是老年
人独自在家，听不懂我们说的
话，认为我们是陌生人，他们家
人就会陪着我们在一旁不断解
释，这样我们才能和老人们正常
沟通，顺利完成检测工作。”在采
访中，王禹鹏一直强调，他特别
感谢那些全力配合的市民们，他
们的配合为自己的工作助力很
多。等到20多户人家全部采样
结束后，他们才回去，这时已是
深夜11点了，脱下防护服，王禹
鹏的衣服已经被汗浸透了，他笑
着跟记者打趣道：“真的出了特
别多汗，感觉衣服都不能再穿
了，可能一天下来得瘦5斤。”

12小时连续工作，
汗水泡出一双皱巴巴发白的手

7月21日，南京市全城总动员开启全员核酸检测，930
万人以极大的热情共同守护南京，夜以继日，跑出火热的南
京战疫加速度。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感谢辛苦的医护人员”

“感谢积极配合的南京市民”这样让人温暖的话语。
江宁区在南京最先进行全员检测，到7月21日24

时，全区采样超200万人，这一速度引起了人们的惊叹。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连续两天来到南京市江宁

区，走近这群与时间赛跑的人，他们的故事很平凡，却让
人忍不住落泪。他们中有中暑倒下稍事休息后立即重
返岗位的医护人员，有一天检测19万人的最强“采样天
团”，还有一位帅气的95后医生，他的双手在南京人朋
友圈中刷屏……

通讯员 王栩 紫牛新闻记者 刘浏

见习记者 笪越 闫春旭 陈燃 (受访者供图)

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天采样19万人

一夜未睡，中暑恢复后她们重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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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来自采样点的“热图”
白衣姐妹们

“采样天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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