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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1日，中国体育彩票通过
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这是
对中国体育彩票践行责任理念、坚持合规
运营的肯定，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在承担社
会责任方面得到的世界认可。自此，中国
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建设开启了新征程。

积极接轨世界 亮点荣获赞赏

世界彩票协会（WLA）是一个旨在促
进国家授权彩票机构发展的会员制组织，
其会员涉及五大洲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9 家彩票机构和公司。为指导彩票行业
安全合规运营，倡导责任理念，营造健康

良好的行业环境，世界彩票协会制定了完
善的责任彩票体系，其中包括四个等级认
证。中国体育彩票分别于2012年、2016年
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一级、二级
认证。

2017年，中国体育彩票明确了“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中国体育彩
票 责 任 彩 票 工 作 三 年 实 施 纲 要
（2018-2020）》，大力加强责任彩票体系
建设。2018年以树立责任意识、明确合规
红线、建立责任底线为目标，完善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责任彩票内容体系，积极稳妥
推动责任彩票建设工作，并于12月21日正
式通过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

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独立评审委
员会对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工作做出了全
面、客观的评价，在肯定中国体育彩票责
任彩票整体建设的同时，还从开展多样化
调查研究、全面实施员工培训、严格审批
游戏产品、严格制定广告宣传制度、清晰
划分利益相关者、有效推进报告和衡量等
方面高度赞赏了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彩票
工作实施亮点和成就。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三级认证不仅是
中国体育彩票积极与世界彩票接轨的标
志，也是中国彩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更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彩票履行
社会责任的有力证明。

履行社会责任 保障公益属性

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

地区彩票机构的普遍共识与工作重点。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顺应彩票
发展规律，经过25年持续健康发展，担当
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成为推动社会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1994年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
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4500亿元。这些公
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全民健身、扶贫、农村医疗救助、教育助
学、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残疾人事业、抗震
救灾、红十字事业、文化、法律援助、农村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在
服务民生、建设体育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虽然近年来彩票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但仍然存在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大
额投注等非理性购彩现象。面对这些问
题，中国体育彩票以责任彩票建设为切入
点，倡导责任彩票理念，强化彩票责任担
当，积极推进依法治彩，保障国家彩票的
公益属性，以负责任的方式筹集更多公益
金。

坚持规范管理 推动行业发展

为净化行业生态，推动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打造安全健
康的彩票游戏，持续规范并优化渠道管
理，践行“多人少买”的理性购彩理念，提
升购彩服务体验,赢得公众信赖。

尤其在保护购彩者方面，国家体彩中
心制定并发布《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公众手
册（理性购彩篇）》，要求实体店在显著位

置张贴“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
“快乐购彩 理性投注”等警示标语，加大
对理性购彩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坚决杜绝
虚假宣传、过度营销和诱导宣传、夸大宣
传，营造“多人少买、参与公益、理性购彩”
的健康购彩环境。建立可疑资金报告制度
和相关干预措施，要求代销者对大额购彩
者进行风险提示和劝阻，开展非理性购彩
干预机制。

在维护代销者方面，通过规范代销证
管理机制，调整代销合同范本，完善实体
店巡检系统等方式，确保实体店合规运营
的同时，依法严查网络售彩。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责任彩票省市自
评估，全面客观了解自身差距，合理制定
责任彩票工作计划，有效指导省市有序推
进责任彩票工作，不断完善体彩责任彩票
建设，缩小与世界彩票行业标杆的差距。
联动全国31个省（区、市）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强化责任履职担当，彰显负责任的社
会形象，以“钉钉子”的精神，正稳步有序
地向责任彩票建设目标纵深迈进。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走过25年的中
国体育彩票已经开启责任彩票建设新征
程。放眼未来，初心不忘，信念更强。中国
体育彩票将牢记并践行“责任、诚信、团
结、创新”的体彩精神，开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体彩生态，奋力走好体育彩
票新征程，为国家公益事业和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王红亮）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
责任彩票建设开启新征程

27年，近10000个日日
夜夜。“草原最美姐姐”斯
琴的故事在乌审旗流传。

斯琴13岁时，父亲因
病离世；20岁时，母亲劳累
过度导致心肌缺血去世，
留下18岁的智残大妹妹和
16岁的小妹妹……

面对变故，斯琴勇敢
地担负起照顾两个妹妹的
责任，以大爱和担当支撑起
这个不完整的家，被当地人
誉为“草原最美姐姐”。

20岁成为家里顶梁柱

斯琴，1971年出生于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一个普
通牧民家庭，家里有两个
妹妹。

比斯琴小四岁的大妹
妹乌兰格日乐，在几个月大
的时候出现麻疹高烧不退，
导致智力一级残疾，致使生
活不能自理。小妹妹敖特根
苏都，出生于1977年。

斯琴家有草场一千余
亩，但沙漠化非常严重，可
利用面积不足20%，家庭生

活比较困难。不幸的是，
1984年她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一下子没有了劳动
力。当时，13岁的斯琴只好
离开心爱的校园，开始了
沉重繁琐的劳动并照顾妹
妹们的生活。

1991年，经过几年的
辛勤劳动，就在一家人的
生活刚有起色时，斯琴的
母亲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肌
缺血去世。从此，家里的一
切重担都压在了20岁的斯
琴一个人身上。既要照顾
智残妹妹又要进行生产劳

动，没办法，斯琴只好让正
读初一的小妹妹敖特根苏
都辍学回家帮忙。

姐妹三人相依为命，
艰难生活……

往返40多公里的就医

路

1992年，斯琴经邻居介
绍和当地的小伙子巴音孟
克结婚。斯琴结婚的唯一条
件就是男方入赘，和她一起
照顾妹妹乌兰格日乐。

乌兰格日乐平时的吃
饭、穿衣、洗漱、如厕，都要
靠别人帮助才能完成，且时
常发病。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发病次数也不断增多，经
常需要住院治疗，病情严重
时还需要抢救性治疗。

因家里没有交通工
具，每次就医，斯琴都是背
着妹妹去医院。往返40多
公里的就医路上，斯琴不
知道流了多少汗，摔了多
少跤，一次次从死神手里
夺回妹妹的生命。

乌兰格日乐每年住院

一至两次，每两三年就要
进行一次抢救性治疗，每
年的医药费高达两万多
元。因乌兰格日乐常年不
能运动，身体各项功能不
断衰退。斯琴从一位蒙医
那里学习按摩技能，每天
为乌兰格日乐按摩两次，
防止她肌肉萎缩。

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
方法，斯琴经常带着妹妹
外出看病。多年来，斯琴辗
转于青海、甘肃等地求取
良方，给妹妹洗衣喂饭按
摩、打扫卫生、寻医问药占
据了斯琴生活的一大半。

2005年春季，乌兰格日
乐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病时，
医生说“没希望了，回去准
备后事吧。”斯琴只好拿着
药品带着妹妹回家治疗。

两个多月中，乌兰格日
乐一口饭都没吃，斯琴只能
每天用输液管喂她十几次
牛奶。为了让乌兰格日乐干
爽舒适，斯琴每天帮她清洗
全身两次，晚上贴身睡在身
边。晚上只要乌兰格日乐有
动静，斯琴就起来给她喂牛

奶换纸尿裤。
在斯琴的精心护理下，

卧床几十天的乌兰格日乐
又一次脱离危险，而且身上
没有一点异味和褥疮。

用行动诠释长姐如母

因乌兰格日乐经常发
病，需要及时送往医院，为
了便于住院治疗，斯琴变卖
了家里的牲畜，于2006年搬
到乌审旗嘎鲁图镇租房居
住，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
是打零工收入和乌兰格日
乐的残疾人困难补贴。

乌兰格日乐需要照
料，家里便离不开人。每年
春天，巴音孟克外出打工，
斯琴留在家里照顾妹妹。
冬天因工地停工，斯琴让
巴音孟克在家照顾妹妹，
她去饭店洗碗打扫卫生。

斯琴总是把乌兰格日
乐照顾得干干净净，她不
嫌脏、不嫌累，没有任何抱
怨，这一坚持就是27年。

27载寒来暑往，斯琴
就周而复始地照顾着乌兰

格日乐。
“我们都知道残疾人

给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
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在
这么长的时间里，你有没
有抱怨过？有没有想过要
放弃？”记者问。“妹妹是父
母留给我们的一个艰巨的
任务，我们必须毫无怨言去
完成，这样才能让两位老人
安心，才能让我们这个不完
整的家庭变得完整。”斯琴
语气坚定地回答记者。

“我们夫妇一定会尽
心尽力照顾好乌兰格日乐
的。不论以后还有多少困
难，我们绝不放弃，因为她
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份
子。”巴音孟克说。

斯琴27年用爱坚守着
一个信念，在父母离世后不
仅没有嫌弃残疾妹妹，更没
有遗弃妹妹，而是以长姐如
母的气度和大爱，让妹妹的
生命得到延续。相扶相持，
她们演绎了人间最温暖的
姐妹情，她们的故事在乌审
大地上流传……

草原最美姐姐斯琴：照顾智残妹妹27年！
文·摄影/本报记者 范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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