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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颠球901个 岳思瑶不得了
“女足后继有人”“学

校的足球氛围太好了”“基

本 功 这 么 好 ，好 好 培

养”……日前，鄂尔多斯市

东方实验小学六年级女生

岳思瑶连续颠球 901 个的

视频在网络上火了，网友

们纷纷发表评论并点赞，

称岳思瑶为“颠球达人”。

视频中，岳思瑶颠球

动作熟练稳定，周围都是

师 生 ，并 不 断 地 加 油 助

威。1 月 14 日，记者联系

到了岳思瑶和她的父亲

岳喜才，岳喜才表示，没

想到女儿颠球的视频能

这么火，其实“901”并不

是她的最好成绩，她曾最

多连续颠球 1200 多个，只

因当时天气太冷，影响了

发挥。

原来，颠球的视频拍

摄于去年 12 月份，当时学

校举办了一个“校园吉尼

斯颠球达人”挑战赛，在比

赛现场，岳思瑶的颠球引

发 全 校 师 生 关 注 ，并 以

901 个的成绩遥遥领先，

获得“校园吉尼斯颠球达

人”。

岳喜才告诉记者，女

儿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

足球，当时只是因为小区

里的同龄玩伴太少，他才

和女儿一起踢足球玩耍消

遣，没想到女儿对足球的

喜 爱 一 发 不 可 收 拾 。在

2016 年时，作为国家级校

园足球示范校的东方实验

小学组建校足球队，岳思

瑶踊跃报名成为校足球队

的一员，借助速度和球技

的优势踢起前锋位置。自

此，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早

上6点，岳思瑶都会去学校

跟着学校教练进行足球训

练。周末也不闲着，在校外

找了一个足球俱乐部进行

训练。4 年多的足球训练，

让她拥有了扎实稳定的基

本功。

“疫情期间，我爸爸经

常带着我去楼下颠球，寻

找球感。踢足球不仅锻炼

了身体，还让我学会了敢

于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

通过足球我认识了很多好

朋友。”岳思瑶说。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 马丽侠

1 月 18 日，走失近十

年的聋哑女高家慧，终于

和女儿及家人团聚。一家

人特意送来写着“寻亲解

困，情暖人心”的锦旗。对

包头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人员表示感谢。

包头市救助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1

年 5 月 28 日，东河区公安

分局将一名聋哑人护送到

站里，因无法沟通，工作人

员未能获取她的有效身份

信息。为了能顺利沟通，工

作人员先后三次带女子到

东河区、昆都仑区聋哑学

校，想通过与专业的手语

老师沟通来获得有效信

息。但女子好像从未学过

手语，也无法与老师们正

常交流。随后工作人员带

着她在市区主要街道走

访，想通过认路的方式帮

助她找回家，仍未果。2012

年7月3日，包头市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将女子送

至福利院托养，并临时取

名“党福美”。托养期间，寻

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直

未放弃帮助她寻找家人，

通过内蒙古寻亲网、今日

头条、抖音、快手、全国寻

亲网、微信朋友圈等方式，

发布寻亲公告，仍没有线

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

多年来不懈的努力，2021

年1月8日，工作人员终于

在内蒙古寻亲网上查到，

这名聋哑女子叫高家慧，

湖北户籍。与此同时，工作

人员来到包头市公安局通

过相片比对查到，高家慧

是湖北省恩施市白杨坪乡

白杨坪村人。很快工作人

员与当地救助站和乡政府

取得联系，终于联系到高

家慧的女儿。经了解，高家

慧之前一直与女儿在包头

市居住。当年高家慧在女

儿家居住时与家人发生冲

突，独自离家导致走失。1

月 18 日，高家慧的女儿带

着家人来到包头市救助管

理站，接母亲回家，分别近

十年的母女终于团聚。临

别时，他们给救助站工作

人员送上锦旗，并一再表

示感谢。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 周 蕾

走失近十年 聋哑女与家人团聚

1月17日12时至15时

许，正值周末客流高峰期。

包头车站出行的旅客络绎

不绝，两小时内有两名粗心

的旅客把行李遗失。包头火

车站派出所民警及时帮助

他们找回遗失行李。

当日 12 时许，旅客王

女士急匆匆地跑进候车

室，就在她准备检票上车

时，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

紫色双肩包不见了。情急

之下赶紧向执勤民警求

助，王女士告诉民警，她来

包头出差后乘车返回北

京，由于路上耽误时间，在

安检口又接到同事电话匆

忙间把紫色双肩包遗失。

民警跑到安检处查找果然

发现一个紫色双肩包。王

女士激动地说：“很感谢你

们帮我找到包，包里有现

金 2700 元，笔记本电脑里

还有公司重要的文件。”

13 时20 分，执勤民警

乔石在二楼候车室巡查

时，在座椅缝隙中发现一

个男士黑色双肩包。“哪位

旅客的双肩包遗落在座椅

上？请速来认领。”乔石举

起黑色双肩包在候车室里

让旅客进行辨认。很快一

位中年男子从检票队伍中

慌张地跑来认领包，经过

核对，包内装有现金 2300

余元。失主马先生告诉民

警，他在候车时睡着了，突

然听到广播检票了，急忙

起身跑去检票口，遗落了

随身携带的包。马先生拿

回包后，对执勤民警表示

感谢。

包头火车站派出所民

警提示广大旅客，外出时

切勿匆忙，保管好自己的

随身行李，以防丢失。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 周 蕾

车站频现“马大哈” 急坏失主忙坏民警

谁都没注意，
4岁女童跟随父亲出了门……

父亲出门办事，母亲看护不力，4岁女童跟随父亲出

了门，父母亲谁也没有注意到，女童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

幸运的是好心市民发现女童，并及时报警，在民警的帮助

下，女童重回家人怀抱。

日前，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的街道上，有市民发现一

个年龄4岁左右的女童无人看管独自在马路中央徘徊，立

即上前询问，因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楚自己在哪里居

住，随即请求警察帮助，新宝拉格镇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

后，考虑到孩子的父母亲一定很着急，民警迅速在周边开

展排查寻找工作，并同时在工作群内寻求同事支援，经过

多方努力民警找到了孩子的母亲。

心急如焚的孩子母亲来到派出所看到走失的孩子在

民警身边安然无恙后，连连对民警表示感谢。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农户家里发生火灾，
现场还有个煤气罐……

1月18日11时39分，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花镇

东风村一农户家发生火灾，着火的房屋内还有一个煤气

罐，情况非常紧急。危急时刻，消防员及时赶到，一个多小

时将火成功扑灭。

“接到群众报警后，我们立即出动一辆水罐消防车及

6名指战员火速赶赴现场。”1月19日，据当日出警的赤峰

市消防救援支队阿鲁科尔沁旗政法南巷消防救援站一名

消防员回忆，由于路程较远，加上道路积雪，消防员赶到农

户家里已经是12时29分，经过侦查，现场浓烟滚滚，无被

困人员，已实施断电。指挥员随即根据现场情况果断下达

作战命令：首先疏散周围群众，将着火房屋中煤气罐转移

至室外安全区域，关闭煤气罐并出水枪降温，同时出一支

水枪控制火势蔓延，堵截火势。13时55分，火势得到有效

控制，14时45分经全力扑救，火灾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发

生复燃，指挥员对火场进行彻底清查，在确认现场无复燃

迹象后，移交现场，清点人员，收整器材返回消防站。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民警同志太感谢你

们了，有你们在我们就感

觉安心多了。”1 月 19 日，

包头市达茂旗达尔罕苏木

牧民那木吉拉踩着积雪走

进包头边境管理

支队达尔罕边境

派出所，将一面印

着“警民一家亲，

遇难见真情”的锦

旗送给民警。

1 月 17 日 17

时，那木吉拉与弟

弟一同驾车返回百灵庙镇，

由于晚上视线较差，且此处

坡度较大，车辆陷入积雪中

无法动弹，兄弟俩急忙拨打

达尔罕边境派出所电话求

救。接警后，民警们带好救

援物资赶往事发地，由于草

原上没有遮蔽物，下午刮起

大风，吹得积雪覆盖在土地

上分不清地势高低，民警们

只能按平日下乡走访的经

验摸索前进，经过近一小时

才到达现场。民警们将准备

好的热水和棉大衣递给兄

弟俩，同时展开救援。在零

下 35 摄氏度的冬夜里，民

警们用铁锹和双手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将积

雪挖开，将被困车辆拖到安

全区域。

据介绍，进入冬季以

来，包头边境管理支队共

救助雪中被困群众 32 人。

民警提示冬季草原积雪较

厚，无法分辨路况，牧民群

众尽量减少出行、谨慎慢

行，车中常备自救器材，遇

有情况及时联系派出所，

确保自身和车辆安全。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 周 蕾

兄弟俩寒夜驾车陷入积雪被困 幸遇民警救援

颠球的岳思瑶颠球的岳思瑶

火灾现场火灾现场

零下零下3535摄氏度的草原上摄氏度的草原上，，民民

警救助被困的兄弟俩警救助被困的兄弟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