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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成立

� � 6 月 2 日，北京师范大学国
家彩票发展研究院在京揭牌成
立。 据悉，这是国内首个彩票事
业发展的科研、 教学和服务的
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
长史培军宣读了国家彩票发展
研究院成立文件， 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
艾买提、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
等出席仪式。

记者从成立仪式上了解到，
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将以开展
彩票发展和管理研究、培养彩票
发展和管理专业人才、传播彩票
公益理念、提供公益服务和引导
彩票行业发展为宗旨，以打造国
内彩票领域最高水平，国际一流
的研究、教学和政策咨询机构为
目标，促进中国彩票事业健康发
展。 今后，该研究院将在人才体
系建设、管理体系建设、政府法
规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为我国
彩票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据介

绍， 该研究院将招收彩票硕士
生。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社会
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出任院长。

据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
了进一步弥补公益事业，尤其是
福利事业的资金短缺问题，我国
开始探索有奖募捐（即发行彩
票）。目前，我国彩票事业从业者
约 110 万人，但是国内还没有相
关的学科建设，在教育体系中属
于空白；没有能够给彩票行业提
供系统服务的大专院校和科研
院所， 在科研体系中也属于空
白。 现状与需求形成突出矛盾。

徐瑞新指出， 北京师范大
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
立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 研究
院作为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
其基本职能是科学研究、 理论
创新和人才培养， 创建具有我
国特色的彩票理论， 形成新的
科学优势和科学特色， 引领中
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据悉， 我国彩票事业发展
20 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近两年来，我国
彩票业更是以超过 25%的速度
增长。 去年，福利彩票在多年连
续增长的基础上又一次实现历
史性跨越， 发行量突破一千亿
元，达到 1277.97 亿元，筹集福
利彩票公益金 390 亿元。 目前，
福利彩票历年发行总量已突破
6000 亿元， 公益金累计数量超
过 2000 亿元，资助养老、助残、
救孤、济困等社会福利项目和社
会公益项目 24 万多个， 受益人
群超过 2 亿人，为维护社会和谐
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指
出， 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的成
立是彩票事业研究领域的一件
盛事， 对于进一步深化彩票理
论和实践研究， 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彩票理论体系， 促进彩票
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 研究中国彩票的重要性
几何？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
问题 。 中彩中心刚刚公布了
2011 年中国福利彩票的销售
数据， 仅福利彩票 2011 年销
量便达到了 1277.97 亿元。 保
守估算，中国彩民的数量超过
2 亿人。 这么大的家底，成立
专门的研究机构来进行全方
位科学研究很有必要。

研究课题也是大量存在
的。比如问题彩民深度成瘾问
题， 引导彩民理性购彩问题，
彩票收入如何服务于公益事
业问题，以及如何回应社会质
疑问题。如何协调社会公益与

人们的心态也是需要重点研
究的。

彩票除了给彩民带来回
报，还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
许多贡献 ,比如我们身边的健
身器、社会中的星光老年之家
……

全国彩票从业者超百万
人， 但行业专业人才匮乏、从
业者素质偏低，势必成为彩票
业未来长远发展的制约。而目
前培养此类专业人才的高等
教育和科研机构几乎为零。北
师大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的
出现似乎也是众望所归。

（据《每日新报》）

� � “这件新衣服真漂亮，喜欢
这个颜色， 这学期又有新校服
了。 ”胡加西·阿克巴义说。

“6.1 儿童节礼物，真高兴，
长大就想和你们一样当记者，能
到处拍照。 ”阿思沽丽·买买提说
完迅速穿上了刚发到他手中的
校服。

胡加西·阿克巴义和阿思
沽丽·买买提分别是新疆喀什
塔县塔吉克阿巴提镇学校和英
吉沙县乌恰乡中心小学的学
生，6 月 1 日儿童节当天他们
俩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爱心礼
物，由 TCL 集团通过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爱心衣橱”捐赠
的爱心校服， 当天和这两名孩
子一样幸运的还有新疆喀什、
阿勒泰两地的七所学校的 4363
名孩子。

当地教育资源不均衡

在喀什英吉沙乌恰乡中心
小学， 记者巧遇一位生于 1987
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汉族
特岗教师司佳园。

今年 25 岁的司佳园毕业于
黑龙江鸡西大学，从她的家乡齐
齐哈尔来英吉沙已经 2 年，是学
校招考的 3 个特岗教师中的一
员，当地生活习性和语言习惯上
的差别使她略微显得不适应。

据英吉沙县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阿依努尔·买买提向记者表
示， 当地正在努力改善教师、学
生生活质量，乡政府周边已经建
起了 64 户周转房供老师和乡政
府官员周转使用，国家营养餐计
划、两免一补、特困生标准等政

策在当地得到很好执行，但教师
资源的缺乏还是拦在当地教育
发展前的一道坎。

距离喀什英吉沙县乌恰乡
中心小学不远的塔吉克县阿巴
提镇中学的情况稍好。

塔吉克阿巴提镇学校是当
地一所重点中学，是这次爱心校
服发放的七所学校之一，居住在
当地的大多都为塔吉克民族，由
于塔吉克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当地政府为适应边疆地区国语
教育要求，统一从学前班开始就
进行汉语教育。

将公益进行到底

爱心校服团成员在进行捐
赠外，还走访了当地 5 户学生家
庭，这几户家庭的孩子都穿着新

校服向记者一一展示着自己的
梦想。

在阿思沽丽·买买提的家，穿
上新校服的阿思沽丽在记者面前
摆起了姿势， 让在场的众多乡亲
笑开怀。 记者给他各拍了几张
pose 照后， 阿思沽丽对记者说，
“长大想当一名记者，因为记者可
以到处拍照写作， 去很多很多的
地方，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

六年级的古丽米热·阿木都
热合曼和妹妹都是英吉沙县乌
恰乡中心小学学生，“穿校服在
举办运动会时会特别精神，今后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我想帮助更
多的人。 ”古丽米热说。

此次 TCL 集团联合“爱心衣
橱”为新疆“喀什、阿勒泰两地七
所学校的 4363 名孩子捐赠价值
65 万元的定制爱心校服。

TCL 集团全国品牌总监凌
笛对记者表示，“企业自身发展
壮大同时不能忘记回报社会，企
业公益应该具有很好的延续性
和针对性， 项目要实实在在，这
也和回报社会目的有关系”。

据了解，2008年开始 TCL集
团就做过西藏学子走出雪域看内
地、希望小学爱心捐赠活动、同时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夫妇还成
立了首个企业家个人公益基
金———华盟基金帮助家境贫困师
生，本月还将成立 TCL 公益基金
会(筹)，来更好回报社会”。

据“爱心衣橱”基金执行总
监乔颖介绍，“从去年 10 月份

‘爱心衣橱’ 走进甘肃会宁首次
发放开始，截至目前已经发放新
校服 13371 套， 今年计划将走进
湖南、宁夏等贫困地区”。

大学成立彩票研究院 ,新
闻甫出便招来质疑和非议。

事实上 ,彩票研究院不过
是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在彩
票研究院刚刚成立它的社会
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时 ,
我们应该冷静客观评价它 ,不
能对这所学术机构及相关学
术研究进行道德上的 “性恶
论 ”审判和法律上的 “有罪推
定”。

彩票发行是一种合法且
普遍存在的社会事业。数据显
示 ,彩票已成为世界第六大产
业。 从分配角度讲 ,彩票的发
行 ,也是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
配形式 ,重新分配社会的闲散

资金 ,协调社会的矛盾和关系 ,
使彩票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
位和价值。

在法律制度方面 ,我国有
《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
理办法》等。 2009 年 7 月,国务
院发布并施行 《彩票管理条
例》。

客观地讲 ,彩票作为一种
普通的社会事业 ,需要学术方
面支持。 但是 ,我国彩票事业
的科研 、教学 、服务等相关学
术配套内容并没有成形 ,那么 ,
北师大成立彩票研究院 ,也应
该算是 “填补空白 ”的一件好
事。

（据《法制日报》）

声音

彩票发展研究院大有作为

彩票硕士生,无需“性恶论”的审判

儿童节新疆 4363名孩子喜领新校服

� �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左四），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左五），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左三），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右三），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主任鲍学全（右
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右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王柏泉（左二），北京师范大
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