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36个农民工子女
的妈妈；她是龚双金父子
的救命恩人；她不要名利，
只希望社会关注这些孩
子，给他们一个“家”。她就
是包结子，今年52岁，她
在包头市青山区赵家营
子村开了一个辅导班。12
月初，记者走进了她的辅
导班。

包结子从小品学兼
优，母亲很重视对她们的
教育。“当年，村里没什么
娱乐活动。小学三年级
时，我经常到村民家里讲
书———《隋唐演义》、《红
楼梦》、《水浒传》等。每天
3个小时，可以赚到2毛
钱，贴补家用，当时的2毛
钱能买1斤红糖，或者买2
个本子和2支铅笔，也可
以买一尺布。”包结子回
忆起童年的生活。

包结子从小的愿望
是当老师，1986年，她拿
到了梦寐以求的内蒙古
大学录取通知书。同年9

月3日，她的三妹心脏病
复发。包结子毅然放弃了
上大学的机会，开始照顾
三妹的生活起居。“三妹
13岁时被查出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当时需要4万
元手术费，我们家穷，根
本没钱医治。”包结子说
到妹妹时眼泪流了下来。
她说，三妹的身体一直不
好，1986年病情复发后，
她照顾了三妹4年，每次
看到妹妹病情有所好转，
她就抓紧时间看书复习，
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圆大
学梦。坚持了4年，妹妹还
是走了，包结子也未能圆
了大学梦。

1990年，包结子成为
兴安盟扎赉特旗一民办学
校的老师，教孩子们蒙古
语、汉语和数学，一干就是
12年，2001年，包结子下岗
了。

2005年，包结子一家
三口来到包头市。那年她
的儿子10岁，在包头蒙古

族小学就读，她和丈夫则
四处打工。因为照顾孩子
与上班时间冲突，她没法
好好照顾孩子。2007年，她
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校长写
了封信。校长了解到她曾
经是老师，便把她聘为学
校的晚自习老师。离儿子
近了，又重回到讲台，包结
子感受到从未有的幸福。

这段期间，包结子发
现，一些孩子因为家长在
外打工，无法得到照顾，尤
其许多孩子无法上幼儿
园，即便有托管班，也由于

收费高，一些农民工家长
根本承担不起。于是，她萌
生了办辅导班的念头，她
要让这些孩子有个方便吃
住还能学习的环境。

2010年，她借钱在赵
家营子村花了3.3万元租
了一处上下楼，上面是孩
子的卧室，下面是学习的
教室。辅导班办起来了，一
个月只收500元。许多农民
工得知后，便把孩子送了
过来。“看到很多孩子是单
亲家庭，有些家庭穷的连
500元也拿不出来，我就不
收了。我爱人打工的钱贴
补给孩子，我全心全意给
他们做饭，做好辅导工
作。”包结子说。

8年辅导了近200个孩
子，包结子用了最大的努
力让这些孩子吃上饭、睡
暖和，给予他们妈妈般的
关爱。在采访当日，包头最
低气温零下23度，包结子
只穿着49元的棉衣、10元
的棉鞋，却给孩子喝着干
净的桶装纯净水。

包结子的辅导班给许
多农民工了却了后顾之
忧。“我这里单亲孩子多，
还有孤儿。他们刚来时眼
神中都是恐惧———本身是
农民工的孩子，又是单亲，
自卑感很强烈。我就是他
们的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有些孩子被欺负了，我就
找欺负人的孩子家人讨说
法。”说起这些，包结子脸
上洋溢着母亲般的坚毅神
情。

2014年，单亲家庭的
伊拉特进入了包结子的辅
导班。伊拉特的父亲龚双
金在一家饭店打工，一天
早上来看伊拉特时突然晕
倒在地。原来，2011年，龚
双金出了交通事故，因为
没钱，他换的塑料头骨，
大夫说只能维持4年，如
果想继续活下去，需要换
金属头骨，手术费大概8
万元。那一年，伊拉特的

母亲弃他们父子而去。
包结子了解到这些

情况后，不仅免除了伊拉
特的费用，还决定帮助这
对父子。她开始四处奔
波，联系统战部、慈善组
织、医院。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5年11月16日，包
头义工联合会开始发动
捐助，在10天时间里，共
有2000人捐款10万元。还
有人要捐钱，包结子全部
拒绝了，她说：“手术费够
了就不能再要捐助了。”

记者和包结子聊天
时，伊拉特拿出马头琴拉
了起来。伊拉特在日记里
写到：“今天我好想大声
哭，老师问谁报马头琴
班，我站起来说我想报，但
是爸爸没有钱，老师说，以
后再说吧！我长大了想当
老师，当马头琴老师，拉给
在病床上的奶奶听。”包结
子看到日记后，觉得“不能
让穷阻碍了孩子的梦想”，
便开始找学校联系买旧
琴，团结路第三小学的高
老师得知情况后，帮她联
系到马头琴厂家，以出厂
价买到两把新琴，高老师
又自掏腰包的垫付了几百
元。

包头义工联合会的爱
心人士又帮忙寻找到内蒙
古科技大学志愿者队长范
湿帅，范湿帅很快联系了
包结子，了解完情况，他带

来9个同学，有教马头琴
的，有教英语的，有教舞蹈
的，每个星期六，志愿者们
都给孩子上课。

2016年，包结子接收
了一名孤儿，名叫敖日格
勒。包结子毫不犹豫地开
始照顾他。

2017年，敖日格勒初
中毕业，面对高中生活的
学习和生活费用，包结子
有些为难了，为了给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她四处
为敖日格勒找爱心妈妈。
终于，她找到了呼和浩特
爱心女士哈斯，她愿意成
为敖日格勒的“妈妈”，提
供他学习生活费用。“18岁
的敖日格勒自从有了新妈
妈，变得开朗阳光，每天都
是自信满满，经常来我这
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对
于我给他找的新妈妈，他
喜欢的不得了。”

为这么多孩子圆梦，
包结子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希望有爱心的企业能
够盖一所好房子，让这些
孩子有个温暖的‘家’，我
负责孩子们的学习与教
育，负责给他们缺失的那
份爱，让每个生活穷困的
孩子都能和那些正常家庭
的孩子一样成长。”

包结子说：“物质上我
是贫穷的，但是能够让这
些孩子健康成长，我是最
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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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2018年行将结束，2019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接连为我
区彩民奉上超值大礼！继12月23日，鄂尔多斯市彩民喜中双色球大奖629万元后，仅仅时隔4
日，12月27日，双色球游戏第2018152期开奖，包头市彩民承接好运，一举中得大奖549万元！
这是包头市彩民2018年中得的首注双色球大奖，相信这注姗姗而至的大奖也将为包头市彩
民开启幸运之门，在接下来的双色球游戏旅程中收获更多超值好礼！

大奖出自包头市固阳县建设西路15026782号福彩销售站，一彩民凭借复式“7+1”的投
注方式，一举中得1注一等奖及6注三等奖！该注大奖是我区彩民2018年中得的第26注双色
球一等奖，12月30日双色球游戏即将迎来2018年最后一期开奖，这期开奖我区彩民将以怎
样表现为2018年画上圆满句号？敬请期待！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2.47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广
大双色球游戏的忠实拥趸们，精彩不容错过，惊喜就在眼前，请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站，尽
情徜徉在双色球游戏的旖旎旅程中吧！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力而行，理
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请您在当期游戏开
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双色球游戏惊喜巨献！
包头市彩民终迎大奖549万元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期 号
2018015
2018017
2018028
2018031
2018043
2018043
2018044
2018065
2018070
2018072
2018073
2018078
2018084
2018116
2018125
2018127
2018128
2018137
2018143
2018150
2018152

日 期
2月5日
2月8日
3月13日
3月20日
4月17日
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7月22日
10月4日
10月25日
10月30日
11月1日
11月22日
12月6日
12月23日
12月27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复式10+3
复式7+1倍投
单式
复式14+3
复式6+3
复式7+2
单式5注
复式8+1
复式7+1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
阿拉善盟
呼和浩特市
满洲里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鄂尔多斯
包头

中奖总金额（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647.7126
2663.2365
1000
1136.8006
1028.7588
1141.7308
648.0336
629.4214
549.7653

伊拉特拉马头琴 包结子正在辅导孩子

爱心人士送来的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