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士之夜，传奇筑梦

记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第十一届慈善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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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龙蛟

� � 12 月 14 日晚 7 点， 北京
香港马会会所第十一届慈善
酒宴在北京金宝街 68 号正式
开幕。 本次酒宴共竞拍物品 16
项， 最终筹得善款 313 万元，
拍卖净收益将悉数拨捐至由马
会参与的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
金会“共铸中国心”专项基金，
用于贫苦儿童的疾病救治或助
学经费。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是拥有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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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成立以来一直秉承

“同心同步同进，共创美好未来”
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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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香港赛马会在
内地的慈善步伐向前推进。

今年是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成立的第十个年头。 2008 年，北
京香港马会会所在北京开业，并
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香港马会
会所慈善酒宴，开始了会所“骑
士”们在内地的慈善征途。 十年
来，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共举办了
11 届慈善酒会，共筹善款逾 4000
万元，净收益悉数捐给内地的慈
善事业。

当晚，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
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
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
京，《公益时报》 社总编辑赵冠
军， 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Do－
maines Barons de Rothschild,
Lafite） 首席执行官 Jean -Guil－
laume Prats 及大中华区品牌总
监宋萍，多次为慈善酒宴捐助欧
洲艺术画作的杰姆斯多媒体艺
术工作室总裁 Monte James，为
慈善酒宴捐赠中国传统顶级刺
绣工艺的火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CEO 吴羡， 以及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的爱心会员出席了本次
慈善酒宴。

此外， 香港赛马会公司策
划、品牌及会员事务执行总监梁
桂芳，香港赛马会款客和运营事
务总监韩锡辉，大陆会员事务主
管郑远成，策略项目高级经理汤
池以及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总经
理唐小尧也悉数莅临现场。

不凡珍品引发爱心竞拍

物换星移，几度春秋。 多年
来， 马会的慈善信念始终不渝。
今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继续慈
善征途，携手拉菲罗斯柴尔德集
团带来 2018 年第十一届慈善酒
宴“骑士之夜，传奇筑梦”，邀请
与会者一起“慈善筑梦，爱心联
盟”。 此次盛宴，拉菲罗斯柴尔德
集团首席执行官 Jean-Guillaume
Prats 莅临现场，带来了罕见年代
1982、1986 和 1989 的拉菲珍品，
与热爱葡萄酒文化的人们一起
享受这个不凡的慈善之夜。

唐小尧是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总经理，随着他的致辞，北京
香港马会会所第十一届慈善酒
宴正式开启。

香港赛马会公司策划、品牌
及会员事务执行总监梁桂芳在
现场发表了竞拍前的演说。 梁桂
芳表示，每年会所将酒宴所筹得
的善款悉数拨捐至中社社会工
作发展基金会“共铸中国心”专
项慈善基金，将大家的爱心传递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30 多年
前，一群顶尖的社会领袖和成功
人士因为爱马、骑马和赛马走到
一起，创建了香港赛马会。 那时，
会员本身也是骑士，不久之后会
员就开始慈善活动，也奠基了马
会超过 100 年持续不断的社会
影响力和领导力，以及致力建设
更美好社会的“共赢冠军”精神。
时至今日，马会已是公认的世界
级马运机构，同时拥有世界顶级
的马场娱乐，亦是世界十大慈善
机构之一。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长刘
京随后上台致辞， 他谈道：“站在
这里， 首先想到的是马会的骑士
精神。 马会的会员除了骑士精神
以外， 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和
公益的情感。 ”刘京表示，未来将
会继续支持马会会员广行善事。

晚上 9 点半，慈善酒宴的竞
拍环节正式开始。 今年的竞拍环
节，北京马会甄选了 16 项拍品，
除了拉菲酒庄 10 项珍品佳酿
外，拉菲古堡双人私属参观与晚

宴、香港苏富比洋酒布艮地美酒
六人晚宴、 由亨利·马蒂斯与巴
勃罗·毕加索所创版画以及两款
珍品苏绣亦在拍品之列。

竞拍环节中， 首件拍品是 6
瓶原木箱包装的 2008 年罗斯柴
尔德白中白香槟。 竞拍开始后，
会员们争相举牌，竞拍价格连续
攀升，首件拍品就唤起了会员的
慈善热情， 最终多轮竞价后，这
份拍品被锁定在 11 万元成交。

本次拍卖中，落槌最高价的
属于第 10 项拉菲酒庄珍品佳
酿， 即单瓶原木箱 3 升包装的
1986 年拉菲古堡。该项拍品 1 万
元起拍价被主持人叫响后，多人
应声加价，拍品的价格也随之扶
摇直上，多轮竞价后，价格最终
被锁定在 50 万元。 这是本届慈
善酒宴中出现的拍品高潮。

现场，16 项珍品依次竞价起
拍，最终筹得善款 313 万元。 据
了解，本次拍卖的净收益随后会
悉数拨捐至由马会参与的中社
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共铸中国
心”专项基金，用于贫苦儿童的
疾病救治或助学经费。

慈善之夜带动行善日常

一年一度的慈善酒宴是北
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具代表性的
筹款活动，在慈善酒宴珍品葡萄
酒文化与骑士精神的感召下，一
批爱心会员聚会于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并在会所带领下，共同
开启行善日常。

2008 年， 汶川地震之际，北
京香港马会会所刚开业不久。 秉
承马会乐行善行的精神，北京会
所旋即投入救灾相关的慈善项
目， 并于 2008 年 9 月 20 日举办
首届慈善拍卖酒宴，汇聚会员的
爱心，为地震灾区的孤残儿童筹
得 170 万元善款。

2011 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开始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合作。 7 年来，在爱心会员的支
持下， 捐赠人民币 274 万元，现

已建成 18 所梦想中心， 分布于
北京、河北、陕西、山西、湖北、海
南、吉林、贵州、江西等 9 个省
市，帮助 14546 名儿童享受到优
质的素养教育课程。

2013 年 6 月至 7 月，北京香
港马会会所举办闲置物品回收
活动，通过会员，筹集学习用品、
衣服、书籍等，捐赠给湖北省宜
昌土家族自治县山区儿童。

2014 年 5 月，北京香港马会
会所组织义工队，赴湖北山区开
展“共铸中国心鄂西巴楚风情公
益行”活动，为当地带去全新定
做的校服、鞋子，以及打印机、照
相机、 图书、 体育器材等物品。

“共铸中国心鄂西巴楚风情公益
行” 活动由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时
报》社于 2013 年共同发起。 活动
启动后 3 年中，马会会员已累计
为湖北长阳山区的 5 所学校近
千名学生以及百位教职员工送
去了价值数百万元的爱心物品。

2017 年 7 月和 2018 年 6
月，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开展两届
亲子公益夏令营活动，先后赴长
白山和江西的上饶与南昌进行
亲子旅行。 会所会员以家庭为单
位，以梦想课程和亲子体验活动
为载体， 一起走入梦想中心，了
解公益项目与一线基础教育的
现状，与孩子们共同体验公益活

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2018 年，在广大会员的支持

下，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捐款 210
万元为石家庄市赞皇县白壁小
学重建综合教学楼。 新建综合教
学楼为三层，总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设有标准教室 9 间、教办室 6
间、功能室 6间，为孩子们提供安
全的学习环境及多样的学习体
验。目前，综合教学楼的主体工程
已完工， 正在进行最后的整理和
绿化。预计在这个冬天，孩子们就
可以在温暖舒适的教室里上课，
在宽敞明亮的实验室里互动。

除上述行善活动外，在爱心
会员的支持下，北京香港马会会
所还帮助了金羽翼残障儿童艺
术康复服务中心的自闭症儿童
在会所开展了复活节彩蛋慈善
义卖活动，为孩子们开展绘画等
艺术课程募集善款；与蒲公英中
学及荷风艺术团的孩子们欢庆
佳节，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才艺
的平台；为天使之家的孤残儿童
举办爱心义卖活动，带领天使之
家的孩子们游览鲜花港。 此外，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还继续支持
了端村小学的风雨操场项目，支
持学校全面开展德育教育；持续
帮助北京顺义太阳村，除了定期
看望服刑人员子女，还为太阳村
捐建了蔬菜大棚，并发动会所义
工队参与劳动。“共铸中国心鄂西巴楚风情公益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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