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感言：冲在抗疫最前线，
作为医护人员，真的感受到就像战士
上战场。国家需要我，我当挺身而出，
心无旁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赢得这
场无硝烟的抗疫战争。在战疫一线工
作，不少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最让我震
撼。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

焦大敏
出生年月：1990年10月
参加工作：2018年
战疫足迹：2020年1月22日至

2月21日，2021年7月23日至今，南
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隔离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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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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
奖池2.25亿元

8 月 20日晚，体彩 7
星彩将迎来新一期开奖，
目前该玩法奖池为 2.25
亿元。虽然7星彩在江苏
上市时间并不长，但已经
拥有了稳定的粉丝群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身边
的体彩网点咨询。 苏缇

第四个“中国医师节”，扬子晚报采访了12位90后医生

90后战疫勇士们

“战疫”感言：7月21日，我作为
第一批医务人员支援江宁区全民核酸
采样。本以为会出现场面混乱的情
况，当我们到达采样点时，居民们已经
自发排起了长队，每个人戴好口罩，安
静地等待。为了提高检测效率，社区
的志愿者自发帮助居民注册。感谢这
些可爱的、配合的南京市民们。只要
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打败病毒！

8月19日是我国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医师节，许多白衣

战士们仍然冲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第一线。在这群无畏逆行的白衣

战士中，有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是90后的年轻医生们，面对困难选

择逆行成长，他们用赤忱守护整个城市。今年的医师节，我们采访了

12位90后医生，循着他们的战疫足迹，倾听他们的心声。

策划 张琳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蔡蕴琦

“战疫”感言：我参加工作是
2018年8月份，却是一名抗疫“老兵”
了。去年支援武汉，今年保卫南京，
冲锋在前线，是我成为医生后最骄傲
的事。在抗疫中，最难忘的是患者病情
突然恶化，我和同事们一起迅速插管，
为患者行ECMO治疗，在那一刻真的
感觉到永不放弃每一条生命的坚持。

“战疫”感言：时隔一年余，再次
踏上抗疫的战场，这一次多了一份从
容和淡定。在今年的出征仪式上，我
院的方祝元书记特地给我们医疗队
起了一个名字叫“本草汤山”，这个名
字不仅彰显了我们的专业特色，也暗
示着我们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作用，贡献中医
智慧和中医力量。

“战疫”感言：在接到医院紧急通
知后，南京鼓楼医院支援南京公共卫
生医疗中心医疗二队迅速组建，其中
一半以上是90后青年党员。我和我
所在的医疗团队负责分管病区患者的
诊疗管理、新冠病毒核酸鼻拭子采集、
患者病情变化记录等工作，这些天里，
我更能体会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的意义和重要性。

“战疫”感言：虽然是第一次来到
战疫最前线，但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在公卫中心踏进病房前，我和小伙伴
说了句“好像又找回了第一天上临床时的
紧张感”。进入红区，熟悉的消毒水气味
让人安心，属于我自己的战斗在监护仪轻
轻的滴答声中悄然打响。不论什么时候，
队友们、老师们都是强大的依靠，不管多么
艰难，这场战疫，我们也将必然获得胜利。

“战疫”感言：虽然已演练过无数
次，但真正的“实战”却是第一回。在
隔离病房工作，看着患者慢慢康复，心
里非常开心。我们接管的病区里有一
个两岁幼儿，没有家长陪伴，我们医护
人员成了他的临时爸爸妈妈。大家分
工合作，全程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包括
喂饭、洗澡、哄睡，像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样悉心照料。

“战疫”感言：写下这段文字时，我
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已经三周有余
了。初进病区的时候，很多患者一起入
院，全队医生都在一起通宵收治，冲在抗
疫最前线，更能感受生命的宝贵，大家守
望相助也是最让人难忘的经历。在各位
前辈和同龄小伙伴的关心和帮助下，我
已经没有了出征时的紧张，大家的心在
一起，希望早日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

“战疫”感言：作为90后的年轻
医生，能奋战在一线是件自豪的事，身
上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坚信大家齐心
协力，必将战胜疫情。适应公卫医疗
中心隔离病区的工作后，发现更需要
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工作和患者，同
时也需要更细致耐心，时刻注意院感
防护。

“战疫”感言：在战疫一线，有的
志愿者脱下隔离服后可以从里面倒出
水来，就算这样很多女生依然坚持了
下来。这是我在这次战疫中最受震撼
的画面。我支援的是挹江门社区南师
附中核酸采集点，队友即战友，无论有
多大风险、多苦多累、无论白天黑夜，所
有志愿者们都彼此信赖、守望相助，希
望大家能早日取得这场抗疫的胜利！

“战疫”感言：尽管曾经在网络上
看到过类似的照片，但亲眼看到采样
结束后队员们脸上被口罩印出的印
子，双手被汗水浸得发肿，衣服被汗水
完全浸透，一口气喝下一整瓶矿泉水
时，当看到这些真真切切发生在身边
的战友身上时，内心还是有震撼的，医
护是一个不畏困难艰险、勇于奉献自
我的团体。

“战疫”感言：冲在抗疫最前线，
有紧张感，也会担心，但是这是我们医
生的职责所在，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民共同抗疫。在疫情面前，大家凝
聚成团，医生、护士、医学生都很积极
地报名去一线。我们在采样时，老人、
小孩都很配合，听到他们说“辛苦了”

“谢谢”，感觉很欣慰。

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ICU

李响
出生年月：1991年12月
参加工作：2018年8月
战疫足迹：2020年 2月13日-

2020年4月13日援助武汉市第一医
院及武汉金银潭医院；2021年7月28
日至今支援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江苏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冯凡超
出生年月：1990年6月
参加工作：2019年8月
战疫足迹：2020年2月21日至

2020年3月17日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
参加抗疫工作，2021年7月29日赴南
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参加抗疫工作

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

焦子宸
出生年月：1994年7月
参加工作：2020年12月
战疫足迹：2021年支援南京玄

武区、建邺区核酸检测工作；支援南
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患者救治工作。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赵苑
出生年月：1994年2月
参加工作：2019年8月
战疫足迹：2021年7月30日至

二院汤山院区ICU

南京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沈骁
出生年月：1990年3月
参加工作：2016年7月
战疫足迹：2021年支援南京公

共卫生医疗中心患者救治工作。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全科医学科 戴昕妤
出生年月：1994年9月
参加工作：2019年8月
战疫足迹：支援南京鼓楼区，栖

霞区，江北新区核酸采集，支援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新冠患者救治

南京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甘聪
出生年月：1992年4月
参加工作：2019年8月
战疫足迹：2021年7月27日

随团队进入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
中心开展支援工作至今。

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周昊
出生年月：1992年8月10日
参加工作：2020年10月
战疫足迹：挹江门社区南师

附中核酸采集点

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

寇任重
出生年月：1991年10月
参加工作：2018年7月
战疫足迹：南京市中医院驻

江宁禄口街道核酸采样队成员，
参与群力社区集采，及永兴社
区、曹村、黄桥村上门采样工作。

南京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

黎景景
出生年月：1990年6月
参加工作：2014年8月
战疫足迹：2021年7月21日

起支援南京核酸检测工作。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呼吸内科

李亚洲
出生年月：1990年1月
参加工作：2011年7月
战疫足迹：2021年7月21日

起支援南京各区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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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第21220期）
中奖号码：1 2 7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763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4152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20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1 22 77 00 2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189189注注 100000元
福彩“七乐彩”（第2021095期）
中奖号码：1 4 5 6 16 24 30
特别号码：2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注 948238元
二等奖 10注 13546元
三等奖 138注 1963元
福彩“15选5”（第2021220期）
中奖号码：1 2 11 12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89注 1792元
二等奖 3268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220期）
中奖号码：0 2 3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单选单选 393393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11781178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225225注注 1010元元
22DD 1414注注 104104元元
福彩“东方6+1”（第20210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0 5 2 1 1 6+虎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每注奖额
一等奖一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00注注 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00注注 1000010000元元
福彩“刮刮乐”

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1717 日江苏中奖注数日江苏中奖注数
138964138964注注，，中奖金额中奖金额27931532793153元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心
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1220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 3 8 21 23 34
42 44 47 48 49 51 54 58
71 72 74 77 79 80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95期）
开奖结果：前区：10 15 19 20 30

后区：11 12
奖等 级别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基本 2注 10000000元
追加 1注 8000000元

二等奖 基本 116注 114636元
追加 37注 91708元

三等奖 422注 10000元
四等奖 848注 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