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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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大乐透
开出1注1000万

8月23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9824万元。当期
全国共开出1注基本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
元。目前，大乐透奖池为
9.75亿元。

8 月 25 日将迎来第
21098期开奖。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8月 23日江苏中奖注数

133051注，中奖金额2664222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26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7 9 15 16 17 21
22 25 35 37 38 40 45 48
49 55 65 66 72 75

福彩“双色球”（第2021096期）
红色球号码：1 7 11 14 15 26
蓝色球号码：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3注 5640531元
二等奖 91注 114380元
三等奖 2458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4916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226期）
中奖号码：6 8 10 12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87注 938元
二等奖 4513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2万元。
福彩3D（第2021226期）
中奖号码：4 8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89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5778注 173元
1D 176注 10元
2D 18注 104元

本期投注总额 260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129期）
中奖号码：0 2 5 4 2 1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9注 2936元

体彩“排列3”（第21226期）
中奖号码：5 0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95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38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26期）
中奖号码：5 0 9 4 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6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098期）
中奖号码：1 0 7 7 9 6 +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注 5000000元
二等奖 6注 57017元
三等奖 30注 3000元

因为疫情两次更改婚期

张俊杰是武进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的
主治医师，詹若颖则是该院党政办科员，
同在2018年入职该院。詹若颖告诉扬
子晚报记者，有一次，张俊杰所在的科室
给医院微信公众号投稿，“撰稿人是他，
当值小编正巧是我”。因为要交流稿件
内容，两人互加了微信。“一聊天才发现，
我们竟然都是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
现在是同事，曾经是校友，面对突然降临
的缘分，张俊杰开始了漫漫追妻路。

“本来我们打算2021年年初举办婚
礼，因为春节前后疫情防控形式比较严
峻，我们决定响应上级号召，缓办婚礼，减
少聚集。”詹若颖表示，两人同为医务工作
者，最能理解同事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的艰辛付出，他们选择坚守岗位不添乱。

“春节过后我们将婚礼延期至9月
初，夏末秋初时气候适宜，说不定还能挤
时间错峰出游度个蜜月。”张俊杰表示，但
计划总赶不上变化，7月底，江苏多地拉响
疫情防控警报。本该为筹备婚礼忙碌的
两个年轻人，各自奔赴发热门诊、高速卡
口等防控一线。“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抗
击疫情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已经更
改了一次婚期的两人决定二度更改婚期。

瞒着新郎筹备了一场特殊婚礼

8月3日，张俊杰进驻发热门诊。“和
其他门诊不同，发热门诊的医生在岗期间
必须集中隔离，没办法天天回家。”据介
绍，结束发热门诊后，还需要进行隔离。

“按照目前排班情况，最快也要9月中旬
才能解除隔离，婚期肯定又得推迟了。”

8月23日是张俊杰30岁的生日，然
而，他并不知道，詹若颖悄悄地准备着一
份令他终身难忘的惊喜。

“生日那天他正好休息，我打算办一
场特殊的婚礼。”詹若颖将自己的想法说
给同事们听了之后，大家都表示要一起
加入“筹备组”。詹若颖和小伙伴们策划
起这场特殊婚礼的所有环节。“他在隔离
区里面，我站在外面，主要是要留出足够
的安全防护距离，拥抱、交换戒指以及喝
交杯酒之类的环节肯定要进行调整。”采
访中，她坦言，医院的同事们一边为自己
出谋划策，一边帮自己保守着秘密。

生日当天婚礼惊喜登场

“今天是我陪你度过的第
三个生日，我猜你上辈子一定是
拯救了银河系，才会遇到我这个善
解人意的小可爱。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肉你长……别人
都祝你生日快乐，那我祝你年年有我，永
远爱我！”8月23日，张俊杰站在隔离区
内，看着詹若颖和身边的同事，着实又惊
又喜，新娘的这番话则让他感动不已。还
没等张俊杰反应过来，精美的蛋糕华丽
登场，新娘和同事们一起唱起了生日歌。

张俊杰坦言，在接到此次发热门诊的
任务时，曾有过顾虑，两人的婚礼因疫情的
缘故已经推迟过一次，而这次距离婚期只
剩下一月有余。“或许因为詹若颖是党员，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她沟通时，她稍加思
索，便表示支持我去发热门诊，还让我不要
有后顾之忧，后方有她。”张俊杰表示，等顺
利完成此次发热门诊任务，且隔离结束后，
一定要给詹若颖一场圆满的婚礼。

隔空示爱创意感人

生日祝福后，大家苦心策划的特殊
婚礼开始了。在现场所有人的见证下，
张俊杰和詹若颖望着对方的眼睛郑重宣
誓。随后，一台载着戒指的无人机缓缓
飞向两人，他们为自己戴上戒指，守住终
身不悔的誓言。

因为两人无法接触，喝交杯酒的环
节要怎么解决呢？在前期策划过程中，
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一根长长的
红绳系住两个酒杯，新郎新娘各自举杯，
隔空碰杯，共饮佳酿。“不能爱的抱抱，无
法爱的亲亲，新郎新娘就彼此隔空比
心。”采访中，“筹备组”的一位同事表示，

“婚礼中，新娘詹若颖几度感动地落泪，
我们也都深受感染，湿润了眼睛。”

“为减少人员聚集，参加这场特殊婚
礼的都是两人同科室的同事，双方的亲属
并没有来到现场。但男女方家属发言的
环节可不能省。”武进医院党委书记奚剑
波、院长金建华分别作为男女方家属代表
进行发言，共同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

“看到大家精心准备的仪式，我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温暖，谢谢你们！”新郎张
俊杰激动地说。

因为使命在肩，所以勇往直前。
8月9日凌晨三点，按中医学上的睡
眠时间表，这时候肺经“当值”，是呼
吸运作，肺排毒的时间，需要熟睡。
然而闹铃准时响起，15分钟后，所有
人列队集合完毕。我们即将出发前
往美丽的扬州市杭集镇。

常州医疗队抵达杭集时，杭集镇
正在大规模开展第五次全员核酸检
测，从上午6点半到下午2点半，短短8
小时内，我们在杭集镇的36个采样点
完成采样超过5.4万人次。第一天就
能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这是我们常
州驰援扬州医疗团队、1000多名一线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淳朴的老支书

在杭集的这段日子，虽然有太多
的汗水，但是村民的淳朴却无时无刻
不深深感动着我们。因为住的远，每
天我们需要驱车将近两小时才能到
达杭集。但每天在我们到达前，志愿
者们就会开着私家车早早地在集合
点等候我们，接送我们去采样点。

其中有一位杭集村村委快退休的
老支书，每次看到我们都要说“你们辛
苦了”。好几次我们发现他的主驾驶座
位是放平的，闲聊中才知道，因为不知
道我们具体几点到达，怕错过，下午四
点他就在集合点等候，太困了就在车里
眯一会。而疫情发生以来，老支书已
经20几天不曾回家，吃住在村委会，每
天奔波于各个卡口和核酸采样点安排
工作。我们心疼老支书，让他注意休
息，他揉揉布满血丝的双眼，说了句无
比朴实的话：我是共产党员，我是“一
家之父”，我要为村民的安危负责！

可爱的“宝马”哥

这一位志愿者，因为总是开着宝

马车接送我们，我们都亲切地叫他
“宝马哥”。“宝马哥”在杭集镇有一家
数百人的企业，因疫情停工，便带爱
人一起加入了抗疫志愿者行列。每
次接送我们的路上，“宝马哥”都会给
我们讲解杭集镇蓬勃发展的历史。
他说这些时，我们的眼前却是冷清的
工业区、空无一人的商业街，心里总
是难以抑制地涌起莫名的酸楚，但

“宝马哥”反而乐观地给我们加油鼓
劲，他说：有你们这些白衣天使在，病
毒一定会被驱散，杭集的明天也会更
加美好。他的鼓励，让我们干劲更足
了，即便烈日酷暑，刮风下雨，都挡不
住我们战胜疫情的脚步。我们与他
约定，待疫情过后，扬州再见。

孩子们，你们辛苦了

同样让我们落泪的，还有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结束一天的采
集任务，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准备
去集合点乘车，一位老太太在我们
背后大声地用扬州话叫着“孩子、孩
子……”我们停下脚步，老太太对我
们深深鞠了一躬：“孩子们，你们辛
苦了，多亏有你们，我真的太喜欢你
们了，看到你们这么辛苦我就想哭，
我这么大年纪不能为你们做什么，
只能对你们说声谢谢了！”这么一段
简短的“真情流露”，让我们所有人
的眼眶都红了，一刹那，一天的疲
惫、全身的酸痛，都烟消云散了。

支援扬州，将成为我们所有人
永不磨灭的记忆。常扬一家亲，“常
州大麻糕”与“扬州炒饭”从陌生到
熟悉，从熟悉到不舍，正因为这些默
默付出的最可爱的人，让我们爱上
了这座城市。

——常州驰援扬州医疗队
高波 杨羚/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斌/整理

因疫情两次更改婚期，未婚妻送上惊喜——

常州这家医院医院上演了一场特殊婚礼

常州驰援扬州医疗队员的战“疫”日记：

杭集的战疫，涌动的民心

8月 23日，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里，遥控无人机腾空而起，将两枚结婚戒
指分别送到了隔离区的新郎和与之遥
遥相望的新娘手中。在这场特殊的婚
礼中，这对新人不仅远程交换戒指，喝交
杯酒，还隔空给彼此爱的抱抱。武进医
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分别作为男女方的
家人进行了发言，为新人送上祝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郭靖宇

隔空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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