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针指向北京时间晚八点，
到场会员在几番交流过后， 一场
美食慈善宴会拉开帷幕。

“Eighty thousand”“One hun－
dred thousand”“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楼伯礼显然对
拍卖规则已经熟透， 任何时候的
竞拍举牌都能被他力刻转化为数
字金额，作出准确无误的表述，并
最终砸下铿锵有力的一槌。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蘇富比拍
卖行的拍卖官对于这个场合再熟
悉不过了， 今年已是蘇富比拍卖
行第 4 次主持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的慈善酒宴了。

1996 年加盟美国纽约蘇富比
拍卖行担任洋酒部主管的楼伯
礼， 专门管理部门营运及统筹各
场拍卖会， 并同时负责检验及鉴
定蘇富比在北美洲拍卖会推出的
洋酒拍品。 自楼伯礼加盟以来，纽
约蘇富比举行的洋酒拍卖会创下
了高达 2 亿 3000 万美元总成交
额，成绩骄人。 楼伯礼还身兼蘇富
比香港区的首席拍卖官， 自 2009
年起， 于香港的洋酒拍卖会共拍
出总值 14 亿港元的洋酒。

即便有着之前傲人的拍卖成
绩， 但楼伯礼说：“我参加慈善酒
宴拍卖以来， 总会在香港马会迎
来最多的惊喜， 希望我们今天也
能再次见证。 ”

“砰！ ”当晚第一桩拍卖一槌
定音。

当晚首件拍品是来自史密斯
拉菲特庄园顶级年份三升套装（4
瓶）， 楼伯礼报出 8 万的起拍价
后，引得在场会员频频举牌。 8 万、
10 万、15 万，竞拍价格交替上升，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拍卖官，楼
伯礼口中的英文也有些应接不
暇。 终于，一槌落下，首件拍品以
16 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慈善酒
宴除网罗稀有的顶级勃艮第佳酿
拍品外， 还伴有顶级香槟沙龙与
德乐梦套装， 更有收藏家 Monte
James 捐赠的出自毕加索大师笔
下的橡胶版画， 加上宝马酒庄的
美酒，当晚共计珍贵拍品 19 项。

而所有的拍品都是直供，从
法国波尔多勃良第产区飞到北京
香港马会会所， 中间没有停留任
何一个环节。

据《公益时报》记者统计，当
晚， 拍得最高价的两个拍品分别
是来自顶级酒庄伊曼纽尔胡杰佳
酿克罗-帕朗图套装（18 瓶）和杜
加酒庄特级园套装（24 瓶），两个
套装系列分别拍出了 40 万人民
币的高价。

而当天最富竞争力的拍品，
要属由西班牙画家、 雕塑家毕加
索于 1962 年创作并签名的橡胶
版画首版。

作为第 19 件也是最后一件
拍品， 这幅版画一经亮相就引得
众多会员欢呼并竞相举牌， 即便
是同桌之间也竞相加价。 尽管有
着前面几轮“厮杀”，但对于爱心
的付出， 会员没有丝毫懈怠，5 万
元的起拍价格，硬是拍出了 35 万
人民币的高价。

这也成为这届慈善酒宴中拍
价幅度最高的拍品。

19件拍品逐一落拍后，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京、副会长何建民、香港赛马会策划
传讯及会员事务执行总监梁桂芳、
会所及款客事务部主管（营运）帅宏
志、会员款待及业务部总监陈宝山、
各酒庄代表及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总
经理唐小尧纷纷举杯向会员们道
谢。大家都知道，每一次举牌都代表
着一次善意的表达， 而每一次举牌
也是一次爱心行动的接力。

实际上， 香港马会是一家有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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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作为香港
马会的一部分，秉承了“马会惠慈
善”的一贯宗旨，积极促进马会在
内地的善举， 带动会员等具有影
响力的人士参与公益， 让香港马
会在内地的慈善步伐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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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诚心笃定， 这不仅从波
尔多和勃艮第的酿酒方式中呈现
于世， 亦不谋而合地反映了慈善
活动的精神所在， 无论面临多么
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挑战，“慈善”
永远是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和所有
会员不变的理念。

始终如一、 坚持不懈为慈善
事业全情投入、做出贡献，这正是
对“不忘初衷，慈善始终”最好诠
释。

当晚， 香港赛马会策划传讯
及会员事务执行总监梁桂芳还和
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她说：

“目前，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于‘世界慈善指数 2015’位列第六
位。 ”

九年间，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慈善酒宴现场拍卖总额累计已超
过人民币 3 千万， 这些均来自会
员的慷慨解囊。 去年，慈善酒宴在
各位会员的爱心支持下， 筹得善
款人民币 620 多万元。

“我们相信，涓涓细流汇聚汪
洋大海， 每一份善举将集聚强大
的力量， 这也是我们坚持每年举
办慈善酒宴的初衷， 将用更多的
善举回馈社会。 ”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总经理唐小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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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从享受舌尖到温暖心间的慈善酒宴
———记第九届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年度慈善酒宴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6 年 11 月 4 日，北京的气温持续走低、寒气逼人，人们时不时会
打几个寒颤。 晚 7 点后，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8 号的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内却暖意浓浓，四位小提琴手拉出的优美旋律余音缭绕，这里正
准备迎接当天最重要的来客。

逐渐，68 号里的人多了起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盛装出席的人们
快步踏入其中。 每入一位， 等候在这里的摄影机都会为其留下唯美影
像。 如此庄重的场面预示着一场盛大的宴会已蓄势待发。

八时整，谜底揭晓，一场 90 分钟的慈善酒宴正式启航。 这是第九
届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的年度慈善酒宴，今年的主题为“不忘初衷，慈善
始终”。

459 万元人民币，这是当晚酒宴的拍卖成绩。 香港赛马会会员款待
及业务部总监陈宝山宣布， 所拍善款将一如既往全部捐赠给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共铸中国心”专项基金。

“举牌”与“善举”

秉承着马会乐行善行的精
神，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一直不
遗余力地推动着慈善公益活动
发展。

2008 年 9 月 20 日， 会所开
幕不到半年，便举行了第一次慈
善拍卖酒宴，为汶川地震灾区的
孤残儿童筹得人民币 170 万元。
之后，会所便将年度慈善酒宴办
得有声有色，让会员在选购优质
葡萄酒之余，更为慈善出力。

自 1991 年起， 香港马会屡
次捐款赈济中国大陆、台湾及东
南亚地区灾民， 在 2008 年汶川
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马会拨
款数十亿港元给受灾最严重的
地区，开展重建项目。

同时，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在
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时报》社
联合共同倡导发起“共铸中国
心”慈善爱心项目，历年来已走
进陕西、西藏、内蒙古、吉林、河
北等地，为近十万人次进行了诊
疗、筛查和救治，捐款捐药 2000
多万元，先后为近千名儿童实施
了免费的先心病手术。

2013 年，由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
时报》社共同发起“鄂西巴楚风
情公益行”。 活动启动三年来，马
会会员已累计为湖北省长阳山
区的 5 所学校的 1000 学生以及
100 教职员工送去了价值数百万

的教学物品。
2015 年，三方联合开展“百

人青海公益行” 活动， 行程近
2000 公里，先后抵达西宁、果洛
等市、州，在青海省民政厅、青海
省社会工作协会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 针对当地孤残儿童照
护、养老、教育等多个公益领域
进行了深入探访和交流分享，并
特别走访了由藏族僧人创办的
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同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联合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为帮助学校
解决校舍紧缺问题，在马会会员中
展开爱心募捐活动，10月入冬前，
为学校捐建的价值 39万元的可移
动彩钢板材宿舍就告落成。

2016 年 9 月 5 日，每年一度
的国际慈善日，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捐建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教学楼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新的
教学楼占地 981 平方米，所需总
建筑费用人民币 300 多万元，此
方案的设计同年前为学校捐建
的宿舍一样，也出自马会会员专
业设计团队之手。 经过多次亲自
赴实地考察和与吉美坚赞学校
校长的深入讨论，目前，学校设
计方案已经正式确定，该教学楼
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落成。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还将为
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孩子
们设立奖学金项目，帮助孩子们
更好地完成学业，回报社会。

时间过得很快，
几十分钟内，19 件拍
品以频频举牌和落
槌的方式被会员们
高价拍得。 在会员们
离场时，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的服务团队
们没有忘记感恩与
回赠，将“ZEALONG
杰境礼品茶”、“美和
居两味养生礼盒”以及来自吉美
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奶酪作为
伴手礼， 特意送给各位会员纪
念，以感谢会员的慷慨解囊。

之所以伴手礼会选择吉美
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奶酪，这是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的慈善创新。

2015年，马会会员通过“百人
青海公益行” 公益活动了解到吉
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校长为了学
校发展自筹资金生产雪域珍宝牦
牛奶酪后， 会员们纷纷通过各自
资源帮助校长推广奶酪， 并将代
售奶酪产品的收入除税后全部捐
给学校， 通过奶酪厂的产品帮助
学校打造造血功能， 实现学校的
自给自足， 让吉美坚赞民族职业
学校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推进吉美坚赞民族职业
学校慈善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2016 年，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还有更多慈善活动正在开展。

由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会员
捐建 15 万元建成的教学梦想中

心已投入使用，并为自闭症儿童
筹集绘画等艺术课程善款，还通
过慈善公益平台捐赠价值 12.5
万元的校车一辆，让孩子外出学
习、写生更加安全、便捷。 北京会
所义工队还常年举办义卖活动，
赴京郊农村看望服刑人员子女，
参与蔬菜大棚劳作等。

孟子说：“爱人者， 人恒爱
之。 ”

在当天慈善酒宴的爱心拍
卖背后，还有一股力量源源不断
地提供着支持，即来自于马会员
工们的精心构思，他们让一场美
食慈善的风味和意境都“飘”得
更香、更远。 作为慈善酒宴的操
持者，马会员工们没有被一张食
品清单所征服，而是伴随着浓浓
的爱意，呈现着一场从享受舌尖
到温暖心间的慈善酒宴，留下说
不尽的动人故事。

每年一度的慈善酒宴，让慈
善的脚步与美酒的芳香相伴，将
颗颗爱心紧紧相连。

2008 年 4 月 10 日，北京金宝
街，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开业。 作为
金宝街在奥运年的杰作之一，北
京香港马会会所成为了金宝街高
端商业地产集群的又一崭新亮
点。

当年， 这座气势磅礴的中国
古典围合式建筑也因作为第 29
届奥运会香港马术赛区的驻京联
络机构， 而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
高度重视， 其正式开业可谓政商
文体各界的焦点交织所在。

作为拥有 130 多年历史积淀
的香港赛马会于香港之外开设的
唯一一家会员制会所， 北京香港
马会会所自 2008 年开幕以来，秉
承香港赛马会“马会惠慈善”的理
念积极行善， 而年度慈善酒宴就
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筹款活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京是北京香港马会的
老朋友，每届慈善酒宴他基本都不
会落下，2016年已是第 9届慈善酒
宴，走过 9年，刘京感触颇深。

致辞中，他举出了一个“盲人
挑灯”的故事激励着在场会员。

从前， 有个盲人在晚上走路
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灯笼。 人们
感到好奇， 便上去询问：“你又看
不见，为什么还要打灯笼？ ”盲人
答道：“我虽然看不见， 但别人能
看见，晚上出门打灯笼，别人老远
就能看到我， 他就不会往我身上
撞了，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 ”

“这个故事说明，你在帮助别
人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 我们应
该学习盲人，为别人照亮道路，也

照亮了自己， 只有热情地帮助和
关心别人， 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
和关心。 ”刘京这样阐释这个故事
的道理。

刘京觉得， 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慈善公益
发展，而且，并不以权利、财富高
低作为会员入会唯一标准， 而是
有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每个人的
善念。

刘京说：“马会会员有着严谨
的审核程序， 每个人都经过严格
筛选，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每
个人都注重自我修炼， 每个人都
能影响到很多的人。 ”

正如刘京所说， 在北京香港
马会会所做善事的席位竟也一票
难求。

据了解，会所当前共有 12000
多会员，其中 200 多名遴选会员，
这些数字维持着动态的稳定。 一
名遴选会员一年只能推荐少数几
名会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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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获批的幸运儿只
有少数。

除此之外，会员在入会时，还
要缴纳几十万的入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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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们之所以心生向往，也
不惜等待数年。 因为一旦成为马
会会员， 就拥有了一个相当高素
质的社交圈子；另一方面，则是因
为马会会员能够拥有最优质的设
施与服务。

“一票难求”的善念

不忘初衷，慈善始终

九年“善”的接力赛

感恩与回赠

九年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慈善酒宴现场拍卖总额累计已超过人民币 3 千万

参与竞拍的部分会员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总经理唐小尧（左一）与会员及当晚主持人一道
为酒宴助拍

会员们纷纷在此难得的场合合影 象征着香港马会精神的赛马铜像

蘇富比香港区首席拍卖官楼伯礼（左） 当晚作为拍品的法国葡萄酒佳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