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6 日， 深秋的北京凉意
十足，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内却暖意
融融。从傍晚 6 点半开始就陆陆续
续来到这里的人们，手中都拿着第
5 次会员年度慈善酒宴的邀请卡。

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会员
活动，因为这个一年一度的晚宴已
经成为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富代
表性的慈善筹款活动之一。之前已
经筹集善款过千万，并全部汇入救
助先心病患儿的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共铸中国心”专项慈善基金。

当晚，几乎是毫无意外地，661
万元总拍卖款再创历年来募款新
高。 而这背后，绵延开来的是香港
马会历久弥新的慈善传统，以及从
香港到北京， 一路北上的慈善决
心。

从香港到北京之善的延续

做善事的席位竟也一票难
求———价值不菲的一席座位早在
10 天前就已售罄，前后仅仅用了不
到一周的时间。

2008 年开业的北京香港马会
会所，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香港
马会在本土以外开设的会所，共斥
资 9 亿元人民币打造会所硬件。当
然，并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舍得用能
造 3 家五星级酒店的钱来建筑一
个会所。

然而，对于内地大众而言，“马
会”还是个陌生的词汇。即便提起，
也往往联系到“赌马”。 实际上，香
港赛马会是一家有 100 多年历史
的慈善机构，其独有之处，在于通
过娱乐方式拉近财富阶层与普通
市民的距离 ， 并通向共同的终
点———行善。

这个目前香港最大的、年收入
达千亿港币的“非牟利机构”，除了
每年为香港政府贡献占总税收额
10%左右的税款外， 所有盈余亦支

撑其同时跻身于全球最大的慈善
捐款机构之列———十年累计超过
百亿港币的捐款金额，几乎覆盖和
参与了全港大部分的大型慈善项
目。 香港第一座主题公园“海洋公
园”以及香港第三所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全部由马会慈善基金独
资兴建完成。作为香港最大的兼职
雇主机构，没有股东，没有股份，没
有盈利概念是赛马会的特点。

在香港，拥有马匹是一种身份
象征，成为马会会员是一件很体面
的事情，正因如此，此甚至曾发现

有人伪造马会停车标志。
马会会员事务执行总监陈锦

程曾透露， 马会共有 12000 名会
员，其中 200 名资深会员，这些数
字维持动态的稳定。一名资深会员
一个季度才能提名一位成员加入，
而且他还要联手另一位资深会员
才可以共同推荐， 通常约有 1000
多名申请者在排队等候入会，而每
个月获批的幸运儿只有 25 名。

马会在吸收新会员时，除了要
求新会员收入不菲，还需拥有相当
高的社会地位。申请加入马会的新

人， 必须由一位遴选会员提名，并
获得另一位遴选会员附议，再列举
三位支持其加入马会的会员，才可
能被接纳。 除此之外，会员在入会
时， 还要缴纳高达 25 万元的入会
费， 即使以香港收入标准来看，马
会会员所需支付的费用都非常高。

事实上， 人们之所以心生向
往，甚至不惜等待数年，一方面在
于一旦成为马会会员，就等于拥有
了一个相当高素质的社交圈子；另
一方面是因为马会会员能够拥有
最优质的设施与服务。每年马会都
会举行近 40 次左右的迎新活动，
帮助新人融入这个精英团体，每位
新会员在加入马会的前三个月内，
还会得到指定的会员协助来熟悉
马会情况。

而从 2008年开始，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的会员年度慈善酒宴也成为
了精英们的又一重要交流场合。

行善的决心与基石

晚宴开始前，嘉宾们在鸡尾酒
会中自由交流。早已经搭建好的旧
上海情调影棚中，摄影师会为每位
到来的嘉宾拍照。展示在宴会厅外
刚刚从法国飞抵北京的美酒格外
吸引眼球，而作为慈善晚宴最后一
件拍品的水晶巴卡拉———猛龙，让
嘉宾们忍不住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留念。

时针指向 19 点， 深远的钟声
响起，提醒着嘉宾入席，也预示着
爱的启程。“醇香典藏时代流芳，时
光沉淀意味更浓。 最不可替代的历

史，最不可错过的佳酿。 ”坐在座位
上的嘉宾翻看着拍卖手册，透过上
面美好的文字，仿佛已经闻到法国
顶级酒庄极品佳酿的酒香。 的确，
美好的红酒会跨越时间与空间，就
如同超赞的音乐，让人着迷且欲罢
不能。 并且今晚，佳酿将架起爱心
的桥梁。

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晚宴的
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为大
家讲述了马会行善的决心。

“作为香港赛马会的一部分，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一直致力成为
对社会有担当的机构，并在我们的
会员中推广慈善。马会一直肩负着
乐道善行的使命。 自 1990 年起，马
会已经屡次捐款赈济中国大陆、台
湾及东南亚天灾的灾民。 在 2008
年的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马
会更是拨备十亿港元，给受灾最严
重的地区开展重建项目。 时至今
日，七项援建工程已经展开，并相
继落成或接近竣工阶段。除硬件设
施外，马会更为灾区筹划康复及灾
后救援人才的软件培训。透过七项
援建工程，马会不仅协助四川持续
发展， 更希望为全国发展立下楷
模。希望马会关爱为怀的行善决心
长流不息，泽及四海。 ”

然而，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北
京， 马会的慈善模式之所以成功，
不仅在于行善的决心，也得益于它
的 独 特 ———没 有 薪 水 的 董 事
局。

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博彩政策
的执行人与伙伴，将博彩纳入唯一
合法的渠道， 马会却没有股东，所

有收入都用于贡献社会。香港赛马
会通过董事制度进行管理。董事局
成员一共 12 名， 是 200 名资深会
员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些董事每年
开会汇报自己的工作，但他们都不
领薪水。他们一般每年一次改选其
中四名董事，每次任期三年。 保证
既稳定，又有新鲜血液。 马会的董
事可以连任， 但是 70 岁时要硬性
退休。 董事局成员产生后，通过互
选产生主席和副主席。

在董事局之外，政府有不同的
部门来监管马会：赛马政策由民政
事务局监管，财政方面由财政司来
监管，赛马的赛期改变需要很多部
门来确认。马会的方方面面事务需
要行政、法律各方面的机构来参与
监管。

香港马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由
董事局精心挑选出来的行政总裁
以及他所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
责执行。由于马会的一切运作皆实
行公开化，每年发布年报，涉及财
政、拨款等信息，因此，所有的项目
请专门机构来进行。

除此之外，作为香港惟一一家
获得政府授权经营管理赛马事务、
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奖券的会员制
非牟利机构，马会的主要业务为会
所经营、速度马营运、六合彩彩票
事务和足彩管理，其中，后三项投
注业务是主要营收来源。而所有已
获盈余、 受捐善款的管理与拨放，
则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专
职负责。

所有这一切，都是马会慈善传
统不可撼动的基石。

慈善脚步的全新刻度

悠扬的小提琴声中，茶熏香椿
龙虾球、 法国孔泰奶酪苏芙里、白
松露蜂蜜燕窝……香港赛马会跑
马地会所的行政总厨 Chris Suter
和他的团队为晚宴到场的来宾奉
上令人胃口大开的佳肴美馔。

但所有的欢歌笑语与精致美
好都是为了即将开始的慈善拍卖
环节酝酿力量。 拍卖开始前，许多
嘉宾甚至已经在拍卖手册上标好
了目标拍品，带着志在必得的表情
与同桌的嘉宾互相调侃着。

当担任当晚慈善酒宴拍卖的
拍卖官，来自佳士得中国区名酒部
主管谭业明走上台时， 掌声响起，
空气中却开始弥漫着小小的紧张
气息。

拍品红酒是来自法国七大顶
级酒庄的极品佳酿，北京香港马会
会所搜罗了最好的酒庄中最上佳
年份的酒品来参与此次慈善拍卖，
其中的金钟酒庄更是在今年 9 月
升级为一级特等酒庄 A 级。除此之
外，还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巴卡拉专
为慈善晚宴而赞助的限量版水晶
龙雕塑。这些世间难得一见的美酒
就是善心的机缘。

第一件拍品来自迪仙庄园，10
万元起价迅速飙升到 26 万成交，
这让在晚宴开始前 3 个小时才赶
到的庄主 Emmanuel Cruse 非常
高兴，尽管拍卖结束他就要赶回波
尔多，但“为了慈善，我愿意。 ”

气氛就这样迅速地热烈起来，

第二件拍品来自克莱蒙教皇庄园，庄
园的代表 Benoit Thomas一上台就
秀了句正宗中国话：“我的中文马马
虎虎。 ”台下笑声一片，一位嘉宾打
趣：“会说马马虎虎， 肯定不马马虎
虎。”这一件拍品最终以 18万元被太
阳雨太阳能董事长徐新建拍得。

来 自 伊 甘 庄 园 的 Damien
Grelat 说自己很害羞， 果不其然地
在介绍自己庄园的佳酿时非常腼
腆，急得拍卖师看到嘉宾举牌就喝
上一口红酒，引得台下嘉宾笑声不
断，连连举牌。

拍得价格最高也是竞争最为
激烈的佳酿是来自柏翠庄园的
1970-2009 年份收藏，一共 39 瓶，
全部是原装木盒。 起价 90 万，一路
从 130 万、150 万、160 万、200 万、
210 万、230 万叫到最终的 260 万。
落锤一刻，拍得佳酿的富华国际集
团总裁赵勇起身与同桌嘉宾举杯
庆贺，笑意盈盈。

晚宴最终拍卖总收入 661 万
善款，创下 5 年来新高。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赵篷奇和副会长兼《公益时
报》社社长刘京是马会晚宴的老朋
友，刘京代表协会致辞中说：“衡量
一个公益项目是否成功只有一个
标准，就是接受帮助的人是否因为
受助，命运发生积极改变。 北京香
港马会会所慈善酒宴举办的宗旨
是，关注贫困家庭病残儿童的健康
和教育。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利用自
身民政系统的组织优势和完善的
监管体系，把每一分善款投入都到
了帮助贫困地区孩子医疗救助和

改善基本生活学习条件中去。 目
前，已经救助了超过 500 名贫困家
庭的病残儿童，捐赠了一批教育设
施。我们的目标是，救助一个孩子，
帮助一个家庭， 带动周围一片，促
进社会和谐。 ”

这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慈善晚
宴， 不仅因为担当晚宴拍卖品主角
的是世界顶级酒庄中伟大年份的佳
酿，还因为晚宴的参与者们，———他
们的人生辉煌、志向高远，难得是岁
月流转之中累积财富的同时积攒着

善念。在他们心中，财富的积累是企
业家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 慈善是
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当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在同时
经历伟大的变革，慈善的力量将成
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对社会责任的
认知与担当需要发动全社会所有
的层面，北京香港马会秉承香港赛
马会的慈善基因，身体力行地推动
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的脚
步，并不回避与美酒的芳香相伴。

（本版图片由刘建民、郑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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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弢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慈善晚宴筹款创新高

美酒竞拍背后的慈善传统

� � 北京香港马会秉承
香港赛马会的慈善基
因， 身体力行地推动着
慈善的中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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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拍品得主、法国酒庄庄主、嘉宾合影
图二 香港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右二）与嘉宾
图三 2012 年北京马会会所慈善晚宴现场
图四 现场拍品均为顶级佳酿
图五 来自巴卡拉等法国著名酒庄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