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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第 12届马会慈善酒宴落幕
219万元善款成功汇流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11 月 1 日 19 时，北京香港马
会会所（以下简称“北京会所”）第
十二届年度慈善酒宴正式开幕。
本次酒宴依次展出 17 项拍品，共
筹得 219 万元， 所有净收益将悉
数捐赠，为急需援助地区的民生、
教育及疾病救助做出贡献。

传世之珍 行善至尚

北京会所成立于 2008 年，是
香港以外唯一一间香港赛马会
品牌之下的会员制会所。 秉承

“致力建设更美好社会” 的公益
理念，北京会所开展多个公益项
目，不断推进马会在内地的公益
步伐，在会员中广泛传播慈善理
念。 一年一度的年度慈善酒宴便
是会员们行善精神的集中体现。

2008 年，北京会所开业并成
功举办了首届慈善酒宴。 十几年
来， 北京会所共举办了 12 届慈
善酒宴， 共筹善款数千万元，净
收益全部用于内地慈善事业。

今年， 北京会所再度启程，
携手宝尚父子酒庄举办了第十
二届会员年度慈善拍卖酒宴。 活
动现场，宝尚父子酒庄庄主 Gilles
de Larouziere 为大家带来 14 项
酒庄直出的传世珍品，以及七款
搭配晚宴的甄选佳酿，与现场嘉
宾及会员们共享这个慈善之夜。

华灯初上，音乐响起。 晚上
七点，晚宴如约而至。 随着香港
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的开场
致辞，北京会所第十二届慈善酒
宴正式拉开帷幕。

应家柏表示：“这是我们的
第十二届慈善酒宴，离不开在座
的一些会员多年来对慈善酒宴
的支持。 事实上，我们会员所表
现出的关怀和同情，反映了香港
赛马会对改善社会的坚定承诺，
这是香港赛马会的核心，也是我
们的宗旨。 ”

每年都对慈善酒宴给予大
力支持的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副秘书长赵冠军说道：“我国当
代公益服务的领域从单一的助

学、助医到扶贫、助残、救灾、体
育、文化、环保、社区等，筹资的
渠道从企业家的慷慨到不断升
温的凡人善举，‘邂逅相遇, 适我
愿兮’， 公益正在成为一种生活
范式，12 年以来的慈善酒宴，就
是最好的相遇！ ”

现场， 香港赛马会公司策
划、品牌及会员事务执行总监梁
桂芳对在座的会员、爱心人士以
及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表
示了感谢。 回顾这十二年来的公
益实践，她说：“北京会所开业以
来的十二个年头，会员一直不遗
余力与会所同行，共襄善举。 在
此年度盛事相聚是为了共同实
现马会会员‘聚贤策马传贵雅’
的精神，彰显今年主题‘传世之
珍、行善至尚’。 我们会保持透明
的沟通，随时欢迎大家对北京会
所参与的各项公益项目进行实
地考察和监督。 ”

拍卖开始前， 宝尚父子酒庄
庄主 Gilles de Larouziere 为大家
详尽地介绍了来自勃艮第产区稀
有美好的珍稀佳酿。 在大家期待
的心情下，竞拍环节正式开始。

担任本届酒宴拍卖官的苏
富比亚洲区高级董事、营运董事
总经理 Robert Sleigh 已是多次
主持拍卖盛会。 在今年酒宴中，
北京会所甄选了宝尚父子酒庄、
香槟名庄汉诺香槟以及夏布利
顶级酒庄威廉·费尔酒庄的 14
项珍品佳酿，苏富比的私人尊享
晚宴，以及 2 项艺术拍品，共计
拍品 17 项。

第一件拍品是庄主 Gilles de
Larouziere 精心为本次慈善酒宴
提供的精选套装之一。 竞拍开始
后，现场会员们争相举牌，现场
气氛逐渐迎来高潮。

紧随其后的，是一件又一件
珍贵拍品，在慈善精神和骑士风
度的鼓舞下，会员们用一次次热
烈的回应表达出他们的善心和
温暖，拍品的价格也随着现场的
氛围逐渐攀升。

伴随着最后一件展品的拍

出， 第十二届慈善酒宴渐进尾
声。 现场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深深
地被温暖心间的善意所感染着。

传世之珍，行善至尚。 本次
慈善酒宴的展品中包含着几款
不可多得的佳酿。 它们传承着天
地风土的精髓，传承着酿酒师的
匠心手艺，同时也传承着马会乐
行善行的公益精神，以及社会贤
达们的博爱之心。

最终，香港赛马会款客事务
及运营总监韩锡辉宣布北京会
所第 12 届慈善晚宴筹得善款
219 万元。在举牌和落锤之间，一
颗颗爱心逐渐汇聚，将慈善的光
照进了深秋的夜。

乐善好施 精神长存

一年一度的慈善酒宴是北
京会所最具代表性的筹款活动，
也是影响会员乐善好施精神的
关键之举。

多年来，北京会所一直积极
开展多项活动，为会员搭建公益
平台，不断推进香港赛马会在内
地的公益步伐，为全国各地的教
育和儿童福利等项目贡献力量。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
结合祖国 70 周年大庆， 北京会
所紧紧围绕党中央脱贫攻坚总
规划，联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捐资百万，开启了援助建设江西
莲花县坊楼镇屋场村“八石里洲
上”生态湿地修复和休闲观光旅
游项目。 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
2019 年 9 月 23 日举行， 全部工
程将于年底落成。

该项目包括修筑堤岸、水流
围堰、水坝建设、河床清理、道路
建设、桥梁修建等多项工程。 在
有效治理洪涝灾害的同时发展
渔业和旅游业，让屋场村百姓过
上更美好的生活。

此外，北京会所紧紧跟随国
家精准扶贫政策，捐款 210 万元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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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宽敞明亮
的教室， 还有少先队活动室、科
学实验室、营养餐室等，为孩子
们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及多样
的学习体验。

目前，教学楼已经于 2019 年
春季投入使用。 项目实施以后基
本解决全村适龄儿童安全就学
的问题， 从根本上消除了隐患，
保证了义务教育的顺利开展。

2011 年，北京会所开始与真
爱梦想合作， 累积捐赠 314 万
元， 已在全国范围内捐建 20 所
梦想中心，帮助近万名孩子享受
到优质的素养教育课程。 2017 年
起，以梦想中心为依托，北京会
所与真爱梦想开始举办亲子公
益夏令营活动， 以家庭为单位，
以梦想课程和亲子体验活动为
载体，让营员们一起走入梦想中
心，了解公益项目及一线基础教
育的现状。

这种与孩子共同体验公益
的活动， 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
培养了孩子们的公益意识，同时
也使会员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香
港赛马会和北京会所的公益理
念。 目前，亲子公益夏令营已进
行三届，先后走过长白山、江西
的上饶与南昌以及甘肃敦煌。

我国中西部地区因地理位
置欠佳以及发展基础薄弱的问
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北京
会所将视线锁定了青藏高原以
及湖北西部山区。

为支持高原教育，北京会所
联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
益时报》社共同开展百人公益行
活动， 在近 2000 公里的行程中，
北京会所先后走访西宁、 海南、
果洛、黄南、海北等一线地区，为
青海省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捐建价值 39 万元的可移动并可
重复使用的彩钢板材宿舍以及
价值 343 万元占地 980 平方米的
教学楼。

2016 年起，北京会所还为该
学校设立马会奖学金，持续支持
和鼓励在校学生，同时还帮助代
售学校自产品牌雪域珍宝牦牛
奶酪，销售收入除税后全部捐予
学校。

在湖北西部山区，北京会所
继续携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公益时报》社，联合发起“鄂西
巴楚风情公益行”活动。 项目启
动以来，马会会员及义工队累计
为湖北长阳山区的 5 所学校近
千名学生以及百名教职员工送
去了价值数百万的爱心物品。

同心同步同进
共创更美好社会

香港赛马会于 1884 年成立，
是致力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世界级
赛马机构， 也是全球十大慈善捐
助机构之一。一百多年来，香港赛
马会通过自己的综合营运， 创造
出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香
港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今年，香港赛马会推出了全
新的会员价值———“聚贤策马传
贵雅”，并佐以“伯乐群英”“至尊
社交”及“社会贤达”三大主题，
蕴含了对世界级马运的热爱、对
精致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回馈社
会的热忱。

回馈社会是至高无上的荣
耀，也是北京会所会员独特价值
观的体现。 围绕“社会贤达”的主
题，秉承马会“致力建设更美好
社会”的理念，北京会所昂首迈
入第二个十年。

第二个十年，北京会所仍然
会在公益之路上坚实地迈出步
伐。 这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爱
心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

伴随着芬芳馥郁的葡萄香
气， 第十二届慈善酒宴落下帷
幕； 承载着乐行善行的公益理
念，北京会所再度出发。 光阴荏
苒，岁月如梭。 北京会所将颗颗
爱心紧紧相连，留下了说不尽的
慈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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