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2 中国慈善排行榜”颁奖典礼上，范冰冰获得年度公益明星奖，当晚她将自己的戛纳“仙鹤袍”拍卖，为自己投
入的慈善项目“爱里的心”募得 100 万元人民币，用来救助先心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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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背后，一场慈善拍卖的始与末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请谁来

“拍卖、拍卖，首先考虑的问题就
是卖给谁。这和开店卖东西是一个道
理，你得有一个预设的目标客户群。 ”
一位经常有机会参与慈善拍卖活动
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那些所谓面
向全社会公开义卖的活动只能在网
上搞搞，线下举办往往会门庭冷清。 ”

红丝带基金是由全国工商联和
20 余家会员企业共同倡议发起筹建
的致力于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
全国性公益基金组织。 早在 2011 年
11 月，第 24 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红
丝带基金举办了首届“水墨丹青绘大
爱”慈善义捐竞买活动。

这家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
商联主席黄孟复任名誉理事长，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任理事长，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许荣茂任执行理事长
的公益机构，将该活动的绝大多数邀
请函发给了全国工商联的会员企业。

红丝带基金的工作人员孙凤仙
认为，工商联的会员企业对基金的熟
悉和认可度较高，企业家参与的积极
性也比较高。如果贸然将邀请函发给
其他企业，效果则很难预料，“只能通
过这些会员企业家再带动他们身边
的朋友，来扩大这个范围”。

“这就是一个对口资源的问题。
你能让哪些人来拍你的东西，哪些人
来接你的盘，在活动举办之前心里应
该是有数的。 ”对此，某公益领域媒体
人分析。

2011 年 10 月 28 日，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举办慈善晚宴， 共筹集款项
608 万元， 买家均是马会会员。 北京
香港马会会所是香港赛马会在香港
本埠之外的第一家会所，2008 年亮相
京城。香港赛马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
了自己是非营利机构的宗旨，每年捐
出 10 亿港元用于慈善。 而北京香港
马会会所显然沿袭了香港赛马会的
慈善传统，从 2008 年 9 月 20 日第一
届慈善晚宴开始，已经举办了四届慈
善拍卖晚宴。

作为一家顶级私人俱乐部，马会
的慈善晚宴只邀请俱乐部会员。

事实上，一些资源丰富的慈善拍
卖活动已依然变成了具有一定高度
的平台，一张某高端慈善夜的邀请函
也已然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卖什么

有了买家，还需有“货源”。 对于
小型或者草根的慈善拍卖活动来讲，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受助儿童
的一幅画、志愿者的一件手工艺品都
可以拿来拍卖。但对于那些大型或者
高端的拍卖会来说，拍品则是主办方
在活动举办之前最需要花费人力、精
力准备的。

此前提到的“水墨丹青绘大爱”
慈善义捐竞买活动， 最后筹集善款
403 万元。 成交了包括书画、紫砂、红
木、玉石作品近百件。

该活动的执行秘书长顾学谦告

诉记者，这些拍品主要依靠工商联会
员企业面向全社会征集，以字画和艺
术品为主。 此外，也会有一些针对性
的推荐， 机构会根据推荐联系艺术
家，争取获得支持。“有一个凉山的画
家，我们联系以后，了解到我们的帮
扶对象是凉山孤儿，就特别热心地捐
了他的两幅作品。 ”

顾学谦介绍，对于红丝带基金来
讲，拍品以捐赠为主，不需要付出成
本。去年流拍或其他原因剩下来的作
品，会到今年继续拍卖或根据作者意
愿做出相应处理。

而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的慈善拍
卖拍品则以“红酒”为主，均是顶级佳
酿。 马会晚宴筹办的相关负责人对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马会会员是一
个强大的红酒消费群体，与法国各大
酒庄的联系都很深入，所以在拍品来
源和品质上很有保证。

2008 年，马会选择与玛歌酒庄合
作，该酒庄捐赠了 7 款红酒给马会以
供拍卖。 此后三年，马会不断扩大拍
品的供应范围，2011 年， 波尔多六大
酒庄庄主现身拍卖会现场。2009 年以
后的拍品则是马会通过一个很低的
价格从酒庄购入，远低于市场交易价
格，所以在拍卖时只要能保证拍到一
个市场正常价格就会有盈余。这部分
盈余就是马会捐赠出来做慈善的部
分。

而对于艺术品拍卖，马会相关负
责人则建议，主办方不应该付出拍品
成本。“艺术品评估下来是有风险的，
还是应该尽量联系艺术家捐赠，来消
除成本风险。 ”

在拍品的选择上，马会一直强调
品质。拍品一定都是在中国市场很难
买到的顶级红酒，否则买家会觉得拍
到手很没意思。 来拍卖的人都很懂
酒，所以即便是慈善拍卖，买家也很
在意酒的质量， 会在心里有一个衡
量，谨慎地出手，来保证物有所值。

所以， 在马会的拍卖会现场，常
出现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市值是 18
万的酒， 拍到 20 万左右便很少有人
再加价。 而实际上，甚至出现过成交
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显然买
者都是行家。

“这种拍卖活动实际上是几方

受益的过程， 它和一些公益项目的
设计很类似。 好比你买手机，市场价
格是 5 千，生产商为了做善事，把它
2 千块钱卖给某个机构，你在这家机
构里 4 千块钱就买到手， 机构再把
挣的 2 千块钱捐出来。 这样生产商
做了广告，机构有了捐赠收入，你赚
了便宜，大家都很高兴。 ”一位公益
媒体人分析说。

而孙凤仙也认为，企业家的捐赠
越来越呈理性的趋势。“他虽然知道
这个钱是捐给孩子们的，这个钱他愿
意捐，也肯定会捐。 但东西拿到手里
以后，还是会揣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价值。 ”

“从另外的角度说，拍品的品质
太次， 对主办方的名誉度也有影响。
现在国人的水准都很高， 很认货的，
十年前， 芭莎随便拿一款 Dior 的东
西都可以来拍， 现在 Gucci、Hermes

这些已经不能吸引大家，必须是限量
款、金色、鳄鱼皮之类。 ”一位补充说。

怎么卖

当然，有了“货源”，下一步就是
怎么摆货、怎么卖货。

对此，拍卖会除了要保证拍品品
质外，还可以通过一些特定主题的设
计来提升拍卖会档次。“2009 年，建国
60 周年，马会这一年拍卖的红酒均是
1949 年生产的。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很
有意义，拍一瓶酒放在家里，在某个
重要的场合把它打开，酒里面饱含着
故事。 ”马会相关负责人说。

而对于品质不是很高的拍品，贺
俐宾则认为，活动前期的策划非常关
键。贺俐宾是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首席拍卖师，主持过多次慈善拍
卖活动。“一次拍卖会上有这样的环
节， 一件拍品的价格已经达到瓶颈，
这时，邓亚萍亲自上台现场将签名球
拍作为这件拍品的附加赠品。最后这
件东西拍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当
然，邓亚萍上台的环节就是提前策划
的。 ”他坦言如果单独拍出这两件拍
品，价格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除此之外，贺俐宾还认为，晚会
现场的许多细节设计也关系到拍卖
效果。“如何安排桌次、将什么样的拍
品放到最先或者最后、在哪个环节穿
插文艺表演、甚至拍品目录和宣传手
册的摆放等等都非常重要。 ”他告诉
记者，细节的巧妙设计会帮助主办方
发掘并调动更多的潜在买家。“而对
于一些艺术品来说，展览区的灯光设
计都可能影响拍品的最后价格。 ”

有过一年举办慈善拍卖活动经
验的孙凤仙则强调，在持续举办的拍

卖活动中，一定要根据此前的拍卖效
果及时调整本年预案。“去年的拍品
数量很多，拍卖的时间特别长，几乎
持续了一个下午，很影响企业家参与
的热情度，今年就会压缩时间，降低
拍品数量，提高拍品质量。 ”另外，孙
凤仙还表示，去年紫砂壶的拍卖比较
顺利，今年则会重点考虑多争取一些
这方面的捐赠。

据了解，在中华红丝带基金 2011
年的竞买成交作品中，由上海紫壶锦
礼品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蝶女
士捐赠的十六把紫砂壶受到热捧，最
终以五十七万元的价格成交。

“适当增加一些现场其他环节的
设计，比如穿插一些明星出场、受助
人表演之类的，让氛围轻松一些。 ”孙
凤仙补充道。

拍卖师的角色

慈善拍卖就是一个操盘手将各
方资源整合聚拢的过程。 而拍卖本
身，则更像是一场接力赛，准备拍品、
邀请嘉宾、活动现场、起拍，每一个环
节都是接力跑中的一棒。 无疑，拍卖
师跑的就是最后一棒，起着冲刺的关
键作用。

贺俐宾认为，拍卖师需要有良好
的语言能力、反应能力和控制全场的
能力。控制全场的能力包括关注全场
的每一位买家， 确认重点买家的位
置，区别不同手势的意思。“比如，有
些人举手是表示对价格认可，而有些
人举手是表示要追加，这些都需要拍
卖师在现场即时判断。 ”

而孙凤仙则建议，拍卖师可以适
当打破普通拍卖会的规则：“不用那
么严肃，多说点话，鼓动一下气氛，别

上来就两万、四万、八万结束了。因为
专业的拍卖师规定不可以过多讲话，
一旦喊几次之后就必须落锤。 ”

马会相关负责人也认为，小范围
的慈善拍卖活动更像是一场老朋友
聚会。“在这样一个热闹、自在、放松
的氛围里， 拍卖师甚至可以插科打
诨，让氛围更活跃一些，特别严肃的
拍卖师反而不适合主持慈善拍卖。比
如我遇到一个拍卖师，他会在几次报
价以后开玩笑，说张先生你就要放弃
了么？ 你要被女士吓到了么？ 这样就
很有意思， 大家听起来也很开心，氛
围就又上来了。 ”

托底和催款

虽然拍卖师在现场起到了关键
作用，为了保证现场效果，活动之前
主办方一定要与买方沟通。“一般在
拍卖会正式举办之前，主办方都会做
这个工作，甚至会找到一些熟悉的客
户托底，来防止拍品流拍。 拍卖会现
场冷场会特别难看。 ”一位慈善晚宴
的运作者如是说。

马会的慈善晚宴范围很小，只针
对会员，五六十个人左右。“马会的会
员服务部对这些会员的情况都很了
解，谁爱喝酒，谁不爱喝酒，谁爱什么
样的酒，工作人员心里都有数。 而在
拍卖之前，这些酒的资料就已经发到
会员手上，一共那么几组拍品，谁冲
哪款酒来的，拍卖之前就有了大概的
掌握。 ”马会相关负责人说。

马会并不担心流拍现象的发生，
因为除了酒以外，买家还将得到更多
超值的服务：“实际上买家是非常划
算的，红酒的进关、报税一系列手续
办起来很繁琐，马会日常有偿向会员
提供这些服务， 但在慈善拍卖会上，
这些服务都是附赠的。 ”

到此为止， 一场拍卖会看似结
束。 而实际上，拍卖会的结束并不意
味着拍卖活动的正式终止， 还有更
为重要的环节留给主办方———催
款。“比较大额的拍卖不能立即拨
款， 一般都是购买方现场在协议上
签字，之后再走账。 如果购买方是企
业，那么企业内部审批、拨款都需要
一定的流程， 信誉好的买方到账的
速度就比较快， 信誉差一点的可能
就会一直拖。 ”某慈善晚宴运作者这
样告诉记者， 有些买方在拍卖会现
场情绪受到鼓舞， 事后冷静下来并
不情愿支付， 半年一年不到账的情
况时有发生。

孙凤仙也表示， 由于各种原因，
拍卖款的到账时间参差不齐，机构的
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催了几个月。她
告诉记者，今年，机构将吸取上一年
的教训，在企业家现场签订的拍卖协
议里会把到账时间标注清楚。

但催款这种事情在马会绝对不
会发生， 因为会员们大都是现场刷
卡完成交易。“会员在入会时都经过
财务和个人诚信的调查， 他们有这
样的实力。 并且也都很好面子，刷卡
付账上不会啰嗦。 ”马会相关负责人
说。

� � 10 月中旬，在距离活动还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各大媒体负责慈善公益领域报道的记
者们就早早收到了来自主办方中国光彩事
业基金会中华红丝带基金（以下简称红丝带
基金）的邀请函。 11 月末，红丝带基金第二届
“水墨丹青绘大爱”慈善义捐竞买活动将在北
京举行。

从下半年开始， 类似的邀请就如雪片般
纷至沓来。 从有着十年历史的 “芭莎明星慈
善夜”到刚刚由邓飞牵头成立的“大病医保”
慈善拍卖；从“中国关爱基金会”举办的成交
金额高达三千多万元的义卖活动、再到由草
根机构组织———现场募款仅数万元规模的
“慧灵慈善晚宴”。

通过举办慈善晚宴或拍卖， 以竞买的方
式募集善款已经成为当今各组织机构经常
采用的一种善款募集方式。

一位采访了很多类似活动的媒体人这样
看，“慈善拍卖这种模式之所以被普遍应用，
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比较直观有效。 芭莎慈善
夜一个晚上就能募集四千六百多万，这甚至
比某些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一年的捐赠收
入还要高。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成立时间并不
长，一个晚上就筹到了八百多万，这些数字是
很吸引人的”。

而实际上， 自慈善拍卖活动陆续在国内
的慈善公益领域盛行开来，活动举办的形式
不断创新，但严格来说操作水准和募款效率
还是参差不齐，最后能具备高知名度并能够
一举完成满意筹款额度的项目屈指可数。 目
前，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慈善拍卖募款活
动 ，如芭莎慈善夜 、北京香港马会红酒拍卖
晚宴、嫣然天使慈善晚宴等活动，都有着它们
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操作模式。 同时，在
那些看似吸引人的数字背后，各机构都有着
难以想象和复制的努力与创意，以及难以借
鉴和企及的多方资源。

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募款手段， 一场慈
善拍卖晚宴要成功举办究竟需要那些具体
环节来保障？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
些慈善拍卖晚宴的策划者、操盘者、参与者，
请他们就他们各自的角度阐述经验。

2011 年马会慈善晚宴的红酒拍卖筹款 608 万元，用于救助先心病儿童

芭莎慈善夜是众多慈善晚宴中星光最闪耀的，也是一场汇聚众明星的时尚秀

部分慈善晚宴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