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城市养犬管理工作沟通与支持 

 
4月亚洲动物基金走访武汉，了解当地养犬管理工作情况，并资助了多个城市的犬只收容所。 

 拜访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4月15日亚洲动物基金的工作人员拜访了武汉市公安局，与治安支队队长和指导员就武汉市养犬管

理现状和未来规划进行了探讨。此次会面是亚洲动物基金与武汉市公安局的初次直接接触，我们结

合各地养犬管理经验，对武汉市的养犬管理工作提出建议，希望协助政府解决养犬管理执法中存在

的问题。 

 走访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 

 

同日下午我们走访了武汉市小动物保护

协会办公室及收容基地，了解了协会的

运营现状及规划。目前协会主要开展小

动物救助收容工作，并每月定期举办领

养活动，领养率较高；同时协会也与各

大高校联系密切，积极开展公众宣传活

动。感谢协会为小动物们提供一个良好

的收容环境，也希望猫狗们都能找到一

个温暖的家。 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犬舍一角 



 犬只收容所资助 

 

疫苗资助 

资助陕西省宝鸡市王小华犬只救助基地购买狂犬疫苗和基础疫苗。在我们的帮助下，现在基地大部

分狗狗已进行了狂犬病疫苗注射，还有部分狗狗完成了二联和四联疫苗注射。注射疫苗将为这些被

救助的狗狗们提供良好的健康保障。 

幼犬吃上了狗粮 

狗粮到达救助站 一只好奇

的小狗过来查看 

收容所翻新资助 

4月，我们与南昌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签定

犬只救助基地改善资助协议，并预付了

资金，启动了基地的改善工程。本次工

程包括：1，新建6个雨棚，用于犬只遮

阳及方便下雨时工人喂食换水等工作；

2，更换隔离护栏，隔离犬只，保障安

全；3，更换狗舍下水道，防止堵塞；

4，铺两个狗院落的地砖，防止下雨时，

室内脏污难清理，并可以减少犬只皮肤

病。整个工程项目预计2015年8月底完

成。期待救助基地改善后的新面貌，再

也不用担心狗狗淋雨啦：） 

南昌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犬舍修葺前的状况 

狗粮资助 

在去年走访烟台市流浪犬救助站并了解到

其困难后，今年我们启动了对烟台市流浪

犬救助站的改善资助计划。在沟通中我们

了解到救助站的幼犬出现断粮情况，亚洲

动物基金首先为其紧急捐赠了一批幼犬狗

粮，帮助解决燃眉之急。下一步我们也将

为该收容所提供更多的帮助，以改善其收

容所环境，帮助提升被救助动物们的生存

状况和动物福利。未来也希望通过我们的

帮助，更多的国内救助站能得到更良性的

长远发展，也改善救助站内动物们的福

利。 



 
截止到4月，由亚洲动物基金

资 助 的 上 海 流 浪 猫 TNR（捕

捉、绝育、放归）项目已在六

个社区开展，帮助71只猫咪完

成绝育手术，其中25只是志愿

者在拦截猫贩子车辆上救助的

猫咪。这些完成绝育的猫咪已

被放归到社区生活。当地志愿

者按照亚洲动物基金的要求为

每 只 猫咪 建立 档案，保存 照

片，方便日后跟进情况。 

上海流浪猫TNR资助项目 

反对虐待项目 
 
4月亚洲动物基金针对成都两起动物虐待事件进行沟通了解。由于两个事件的性质都比较恶劣，

进一步凸显了在国内加强公众教育，普及尊重生命的理念尤为迫切。 

 

成都市科分院（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家属区虐狗事件 

3月31日晚有市民发现一只受伤非常严重的狗狗，它的头部被严重砍伤数十刀且伤口很深，已经奄奄

一息，随后有好心人把它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抢救。目前小狗已脱离危险期，但仍然在接受治疗。虐

狗的嫌疑人被锁定是一名性格孤僻、独居无业的中年男子，但是未能进一步确定他的具体身份。 

 

4月1日晚成都电视台2频道《深夜快递》对此事也进行了报道。我们联系了科分院社区办公室并和社

区领导进行了沟通。该社区领导表示十分重视这件事，并且认为只是持续关注这件事是不够的，他们

将在社区做一批提示牌，向居民宣传：文明养宠、善待动物等观念。我们已经向科分院社区提供我们

的单张资料协助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两名男学生虐猫事件  

两名川农动物科技学院的学生在温江区天府宠物市场购买了一只幼猫，由于带回寝室发现猫叫声影响

室友休息，于是在3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将猫带回宠物市场要求店主退款，在退款过程中两名学生和店

主发生分歧后两人现场将幼猫虐杀泄愤。该过程被市民拍下放到网上，在短时间内引起极大关注，川

农随即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找到了肇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事件说明和处理方法并

且贴出了学生的致歉信。 

 

 

猫咪的档案 接受手术的猫咪 



我们联系了该学院的院长书记李先生并向他表示了我们对此事的顾虑：作为动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学生

今后会成为管理动物、照顾动物的专业人士，本身应该比普通学生更认识动物的需求和了解基本的动物

福利。类似事件的发生多是因为学生严重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和动物福利概念造成的，我们对此深表遗

憾。我们强烈建议学校除了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以外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基础动物福利理念的教育工

作，最起码应该学会善待动物，这样日后学生才能更加发挥自己的专长正确管理照顾动物，并且传递动

物福利的观念。李书记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将于近期举行相关的班级主题活动来教育学生，我们

寄送了一批相关资料到学校以协助开展活动。 另外，我们也在联系川农的学生社团，希望可以通过学生

组织的力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狗医生”、“狗教授”4月活动精彩回顾 
 

亚洲动物基金于4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四地共开展了26次“狗医生”探访活动，探访人

数接近1700人；18次“狗教授”课程和7次公众教育活动，受惠人数接近1500人。现和大家分享

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狗教授”作客深圳安乐小学 

4月13日深圳宝安区安乐小学的周一升国旗仪式上，有个特别的环节。这一天，来自五年（4）班的冯

斯琪同学要在国旗下发表一篇演讲：《爱护动物，从身边做起》。冯同学说道： 

 

“在历史上，很多狗狗都以它们无私的奉献而获得人类的美誉和认可。它们不在乎勋章，更不会做

秀，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闲暇时片刻的依偎，已经让它心满意足……生命是宝贵的，在动物的世界

里，拥有着无数条小小的生命，它们是如此的宝贵。是如此的娇小，我们应该爱护保护它们，与它们

做最真诚的好朋友。”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响起了如雷

般的掌声。冯同学发自内心的一番话，获得了全校师生的

赞同。 

 

在升旗仪式后，安乐小学1700多名师生在班会课上观看了

亚洲动物基金精心制作的《与猫狗相处知识学堂》公益短

片，片中不但介绍了如何与小动物正确相处以及猫狗福利

的概念，更向大家普及了关爱生命、善待动物的理念。学

校德育主任连声称赞：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对于学生是很

好的关爱动物教育课程，希望能长期开展。26日，“狗教

授”康康，泰勒，摩根再次来到安乐小学与学生们互动。

自从观看完公益片后，同学们都认识到了怎样淡定和狗狗

交朋友，三位“教授”对同学们的表现相当满意，纷纷露

出“笑脸”！ 孩子们牵着“狗教授”摩根散步 



广州“狗医生”探访现场卖萌“高歌” 

4月19日广州两位“狗医生”汉汉和Dee与一群

小朋友相约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特殊教育中

心。这 是 我 们“狗 医 生”第 二 次 来 到 中 心 探

访。两位“医生”到达后马上就被热情的家长

和孩子们簇拥了起来。由于当天的活动场地是

音乐室，因此现场摆放了一台钢琴。一位多才

多艺的义工立即打开琴盖为大家弹奏了一曲，

而“狗 医 生”们 则 站 在 琴 上 有 模 有 样 地“高

歌”起 来，现 场 马 上 变 为“明 星 粉 丝 见 面

会”，小粉丝们都排着队与狗狗们合照留念以

及互动，而狗狗们也明星范儿十足地淡定面对

镜头！当天广东羊城狮子会的志愿者们也一同

参与了探访，还给孩子们送了礼物呢！ “狗医生”Dee：跟我合照要签名的麻烦排队谢谢！ 

成都“狗医生”考试 

4月19日成都第14届“狗医生”考试完满落幕，当天共有2只狗狗通过了考试。其中一只狗狗牛牛是被

主人救助回来的。牛牛的主人希望通过“狗医生“项目告诉大家，请用行动支持领养代替购买！ 

考试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测试一只狗狗的性情 通过考试的牛牛和主人 

 

成都关爱动物主题沙龙 

4月26日亚洲动物基金联合爱心企业途家在

成都宽窄巷子的逸美时光咖啡馆开展了一次

关爱动物为主题的沙龙讲座。讲座上我们播

放了公益短片《与猫狗相处知识学堂》，向

大家讲解了什么是猫狗福利，并呼吁大家关

爱小动物。在此我们感谢各位志愿者和参与

者的支持，还要感谢途家对本次活动的赞

助！ 

大家在认真观看《与猫狗相处知识学堂》 



香港协康会庆华中心–“今个复活节我和狗医生有个约会” 

“狗医生”Dr Vitasoy，Dr Bon Bon，Dr BB和Dr Chiu B应邀参加由协康会庆华中心举办的复活节

活动「我和“狗医生”有个约会」，是次活动共有23名有不同发展障碍的儿童参加。透过狗医生的探

访，让儿童学习如何与小狗接触和相处，并增加他们的生活经验。这次活动的游戏是请儿童带狗医生

一起散步及运送复活节蛋，透过竞技赛让儿童享受当中的比赛气氛，学习社交礼仪、游戏规则、胜负

概念和体育精神。 

“在初期的狗医生探访中，有部分学童都比

较害怕小狗，只能在远距离观察，未曾能与

小狗接触。经过狗医生多次探访，学童经验

的累积，以及有趣的游戏配合之下，让害怕

小狗的儿童能循序渐进地尝试与小狗接触。

狗医生探访给予学童有着宝贵的学习经验，

而义工们亦充满爱心和耐性，所以中心的学

童及同事都十分期待每月与狗医生的聚

会。”游凤诗姑娘，高级糼儿教师说道。 

“每一次当狗医生来到我们中心时，大部份

的学童都很愉快地与牠们接触，特别感谢义

工们的亲切态度，他们十分体谅有部份特殊

需要的学童未懂与狗医生相处，令我们感受

到狗医生及义工们对我们的关爱。动物与人

的互动接触，令学童感到很开心欢乐，这个

活动具有爱心及喜悦！我们衷心感激亚洲动

物基金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度身定做这个富有

意义的节目！“中心主任霍慧美主任感谢我

们的狗狗。 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狗医生”和小朋友互动 

香港“狗医生”助阵匡智张玉琼晨辉学校“伤健展能耀社群嘉年

华” 

4月26日，“狗医生”十分荣幸被邀请到匡智张玉琼晨辉学校为其

“伤健展能耀社群嘉年华”作狗狗大使, 藉此将尊重与包容和关爱的

信息传递给予大众◦ 

 

我们除了向大众示范正确接触狗狗的方法，还有透过游戏向他们讲

解一些基本的狗只护理知识，当我们请他们展示所学的东西，很高

兴地看见他们学习得如此快速! 气氛热闹之余又别具意义◦ 

 

特别感谢Dr Max，Dr Woodstock, Dr Chubby, Dr Bon Bon, Dr 

Donna, Dr Oscar,  和Dr Bo Bo, 以及义工Jeno’s family为大约

280位人士带来了一个欢乐下午◦ 



莫文蔚公益广告现身成都闹市 

4月，莫文蔚的公益广告系列：“做负责任猫狗主

人”、“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以及“如何与狗

狗友好相处”出现在成都339广场以及银石广场上的

LED大屏幕。339广场位于成都东门坐标电视台楼

下；而银石广场位于春熙路地铁口。两个地方都是人

流和车流相对密集的地方。截止到4月底，银石广场

预计观看人数达363000多人；339广场预计观看人数

达176000人。商家还会长期支持我们的视频播放。

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 

公益广告与媒体报道 

成都339广场播放公益广告  成都银石广场播放公益广告  

多家媒体报道广州“狗医生”探访“星星的孩子“ 

 

4月2日是国际自闭症日，广州三位“狗医生”肥狮、黑妹和豆豆探访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孩

子们。本次探访也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报道： 

 

《广州日报》：只靠爱不能治愈自闭症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4/03/content_2896680.htm  

《信息时报》：广州塔为星星的孩子披蓝衣 http://www.xxsb.com/findArticle/5229.html  

《南方日报》：狗狗“医生”为自闭症孩子送欢乐 http://www.kaixian.tv/gd/2015/0403/127165.html 

“狗医生”黑妹与主人和孩子在一起 《广州日报》报道版面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4/03/content_2896680.htm
http://www.xxsb.com/findArticle/5229.html
http://www.kaixian.tv/gd/2015/0403/127165.html


广州“狗医生”喜获国际大奖 

 
今年8岁的广州“狗医生”阿迪曾经在早年被遗弃在动物医院。幸得好心人相助，阿迪在辗转易主之

后被单小姐领养。阿迪初到单小姐家时既消瘦又有皮肤病，还有严重的分离焦虑症。单小姐以自己的

爱心和耐心将阿迪的身子调理好之后，更治愈了它的心理问题。2014年单小姐为阿迪报名参加亚洲动

物基金的“狗医生”考试。当年抑郁憔悴的小伙子如今英姿飒爽地出现在考场，并以友善亲人的个性

赢得了考官的赞誉。在成为“狗医生”后，阿迪探访了多所老人院以及特殊儿童中心，成为小朋友和

老人家们的开心果。它的事迹感动了英国老牌动物慈善机构PDSA（People’s Dispensary for Sick 

Animals），为此PDSA给阿迪颁发了“杰出贡献奖”，表彰它在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中的突出表现。

恭喜阿迪！也感谢阿迪主人单小姐的付出。 

 

 

 

 

 

 

 

 

 

 

 

 

相关媒体报道： 

 

《广州日报》：“狗医生”夺动物慈善贡献奖http://newsapp.gzdaily.com/jsp/share.jsp?

code=MDAwMDA2MDQ2N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大洋新闻：广州“狗医生”夺大奖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4/21/content_2908125.htm 

 

华龙网：广州“狗医生”夺大奖http://news.cqnews.net/html/2015-04/21/content_34018248.htm 

 

阿迪与主人单小姐在探访活动中 

全国公众教育活动 

 
4月我们为多个团体免费寄送单张资料，支持其开展文明养犬、反对虐待动物、拒吃猫狗等多种形式的教育

活动。 

 寄送资料给厦门市爱护动物教育协会于5月1日开展主题为“关爱动物，文明养犬，共建美丽家

园”的活动。 

 寄送资料给唐山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他们计划于年中开展“唐山动物日”活动。 

 寄送资料给成都动保志愿者团体，他们计划开展主题为“关爱生命 文明养犬 建设美丽成都”的

宣传活动。 

颁给阿迪的奖状 

http://newsapp.gzdaily.com/jsp/share.jsp?code=MDAwMDA2MDQ2N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app.gzdaily.com/jsp/share.jsp?code=MDAwMDA2MDQ2Ng==&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4/21/content_2908125.htm
http://news.cqnews.net/html/2015-04/21/content_34018248.htm


 

感谢社会各界支持 
 

感谢以下机构和团体协助我们开展“狗医生”、“狗教授”活动： 

 

深圳：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罗芳小学、坪洲小学、心康乐儿童训练中心，紫飞语特殊儿童中心，尚

德社会工作服务社，安乐小学，暂停艺术文化馆 

 

广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第二少年宫特殊教育中心、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海珠中

路小学、广东狮子会 

 

成都：途家、四川传媒学院义工团、金泉摄影协会、龙江路小学、339欢乐颂、银石广场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动： 

 

成都： 狗医生、狗教授：豆豆、爱熙、雪糕。 

    义工：钟铁锋、尹砚敏、邓晓辉、陈晓梅、谢国超、金燕、刘岑、卢婷婷、张琳、李媚、陈耀。 

 

深圳： 狗医生、狗教授：milu、smile、登登、高高、小Q、哈林、巴弟、环环、康康、wasabi、大

熊、默默、辣椒、摩根、泰勒。 

义工：李妙霞、门庭，甘辉，彭东红、ivy、周凯苏、张宇和王霞、吴欣荣、陈立飞、吴莉莉、

杨粟、徐斌、冯岚、宋牧怡、陶洁、胡小露、李畅、翟天琪、马铭迈、孙涛、李柳丹、林琳、

钟雨晨、Ares、雷虹、林黎爽、范婷婷、沈雪梅、胡雪梅、叶小亮、张丹青 （实习义工）邓瑞

莹、黄斐、杨圣虹、胡容、蔡蕖、兰茜、庄雨诗、干璐、黄瑜。 

 

广州： 狗医生、狗教授：黑妹，豆豆，肥狮，汉汉，Dee，Snowy,几米，小美，巴迪，多宝，

money，仔仔。 

义工：肖欣婷，钟子殷，张琳，梁洁华，胡健宁，黄小莹，张佳燚，黄洁贤，邹颖，深吉，梁

佩颐，杜佩莲，汪羽，胡健宁，张丽甜，陈素茹，刘嘉铭，陈盼，曾莹婷，陈绮君，许芳，黄

晓方，郑穗阳，周碧霞，方雄，张梦琪，陈雯毅。 

亚洲动物基金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介绍视频： http://v.qq.com/boke/page/f/0/x/f 0124zu1mwx.html  

亚洲动物基金《与猫狗相处知识学堂》视频连接：http://v.qq.com/boke/page/u/0/w/u0134vcklzw.html 

新浪微博：@亚洲动物基金AAF  

腾讯微博：@亚洲动物基金  

微信：AAF1998 

欢迎大家转发此通讯到各大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客。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  

亚洲动物基金香港“狗医生”、“狗教授”项目  

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