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狗医生”、“狗教授”大事记 

 

广州 

 

狗医生大事记 

 

2011.12.23 广州"狗医生"不辞辛劳跨区进行探访，这次是受香港永恒教育基金的邀

请，前往佛山市南海区南庄镇的南庄颐养院。当天还有来自香港的 120

名中学生和南庄吉利中学的 40名中学生一起慰问那里的老人。 

2011.12.18 一年一度的亚洲动物基金志愿者聚会又举行了。这次，"狗医生"、义工和

工作人员带上亲朋好友，先聚餐后游玩，在冬日暖阳下共聚一堂，乐也融

融。 

2011.12.16 应埃克森化工有限公司的邀请，四位"狗医生"和它们的主人与该公司的员

工一起前往南沙区的黄阁敬老院慰问那里的爷爷奶奶们。老人们和埃克森

公司的员工都是第一次认识温顺的"狗医生"。 

2011.12.11 由南方都市报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和广州市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责任中国 2011公益盛典”颁奖礼在广州举行。经

过竞争激烈的网络投票以及专家学者评选，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项



 

目，唯一一个关注动物保护的公益项目，获得“公益行动奖”提名。 

2011.11.21 广州残疾者英语培训中心首次迎来了可爱的"狗医生"们。这是全国唯一的

一所免费为有志残疾青年提供高等教育学校，我们希望这里的学生将来不

仅是"狗医生"的探访对象，还能成为志愿者跟"狗医生"们一起合作，去探

访其他福利机构的老人和孩子。 

2011.11.20 "狗医生"参加了在番禺比比宠物俱乐部举行的"庆祝 2011 世界动物日，

金秋爱宠同游"活动。除了向狗友们介绍了"狗医生"和"狗教授"项目，我

们还把今年庆祝世界动物日"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带到了

活动现场展示。 

2011.11.06 21 位广州"狗医生"在主人、义工的带领下与 4 所特殊学校的孩子和他们

的家长们近 300 人一起齐聚高德美居购物中心，参加第二届"亲亲狗医生

"同乐日活动，共庆世界动物日。活动现场，本年度的 4 位优秀"狗医生"

和 5名"优秀义工"受到嘉奖。 

2011.10.16 "狗医生"团队与广州 YMCA 首度合作开展探访。这次，YMCA 阳光组的

义工们将我们广州的"狗医生"介绍给广东省残联脑瘫智障部的孩子们认

识，广州"狗医生"们又多了一群新"粉丝"啦！ 

2011.8.28 "狗医生"团队与来自广州汇丰环球客户服务有限公司的志愿者合作，进行

了一次公益探访活动。我们的探访对象是来自慧灵智障青年庇护工场的学

员们，虽然学员们是第一次接触"狗医生"，但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他们很

快就喜欢上了可爱的"狗医生"。 



 

2011.06.03 作为神秘嘉宾，四位"狗医生"在主人、志愿者的带领下参加了广州汇丰环

球客户服务有限公司英文书信小组的生日会。这是广州"狗医生"团队在办

公室减压方面做的首次尝试。 

2011.05.15 受佛山星儿特殊教育培训中心邀请，广州"狗医生"团队参加了在佛山市南

海区千灯湖公园举行的" 关爱特殊儿童、构造和谐社会" 公益慢跑助残活

动。我们的"狗医生"主人和志愿者用行动表示出对特殊儿童的关心和支

持。 

2011.04.20 "狗医生"们又去白云区康泰养老院看望爷爷奶奶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

次还有来自广州市缙捷服装有限公司的年轻人同行。 

2011.03.31 广州海珠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特殊孩子们又迎来了"狗医生"探访，这

是他们搬迁到新址后"狗医生"第一次去看望他们。看到新地方宽敞明亮、

设备齐全，狗医生的主人和志愿者们都为孩子们感到高兴。 

2011.03.20 广州第七次狗医生考试顺利举行。在参加考试的 19 只狗狗中，5 只狗狗

成功通过，意味着广州的"狗医生"总数达到了 61只。 

2011.02.28 狗医生们参加了佛山星儿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的生日会。这次生日会是在雷

岗公园进行的，在大草坪上，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和狗医生交朋友并玩游

戏，渡过了一个特别的下午。 

2011.01.20 春节将至，广州的狗医生团队联合新宽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去到海珠区

社会福利院，给老人家们拜早年！志愿者们表演了歌舞节目，送上了食品

礼物，还给老人院的每个房间贴上了春联。 



 

 

狗教授大事记 

 

2011.12.19 "狗教授"课程再次在海珠区工业大道中小学的四年级开展。经过上一学年

的首次尝试，该校领导决定把该课程列为学校的常规课程，今后每届四年

级学生都将开展这个由亚洲动物基金提供的"生命教育"—"狗教授"公益

课程。 

2011.06.26 "狗教授"又来到广州市第二少年宫的 613 课室，给情商班的孩子们上课

了。这些摇晃着尾巴、吐着舌头的"教授"，再次征服了孩子们，在孩子们

内心播下了爱护动物的种子。 

2011.05.31 亚洲动物基金和广州荔湾区乐贤坊小学联合举办了迎"六一"狗教授同乐

日。6 名"狗教授"与全校约 800 名师生通过"人狗接力赛"、"人狗和谐绘

画比赛"、"狗狗知识大比拼"这些活动，亲密互动，热热闹闹地欢庆"六一

"儿童节。 

2011.05.17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小学也成为了"狗教授"项目的合作学校。该校四

年级 3 个班的学生通过讲座、知识竞猜和"狗教授"同乐堂，进一步加深了

"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理解。 

 

 

深圳 

 



 

狗医生大事记 

 

2011.12.28 2011.12.28 狗医生来到开展新年探访活动，为南山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的孩子们带去新年的祝福。 

2011.12.25 圣诞节来临之际，狗医生和金海燕社区的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探访了南山社

会福利中心的老人们，给老人们带去狗狗特别的问候，还给老人们派发了

圣诞礼物。 

2011.11.15 应腾讯公益邀请，10位狗医生来到腾讯大厦开展探访活动，为白领减压，

也为在腾讯公司举办的"我和它 共享爱"全国公益摄影大赛的巡展摇旗呐

喊。 

2011.11.13 狗医生来到福田和康之家家长资源中心开展探访活动，这是首次开展探访

活动，从而使深圳狗医生探访合作机构增加到 15家。 

2011.10.30 为庆祝世界动物日，16 位狗医生和来自 8 家探访机构的特殊儿童及其家

长近 200人，齐聚上沙中学，一起参加"亲亲狗医生"游园会。一同举 行

的还有"我和它 共享爱"2011世界动物日公益摄影大赛颁奖典礼，该摄影

大赛由亚洲动物基金、腾讯公益和腾讯微博联合主办，当天为深圳 9位优

秀获奖作品送上了精美丰富的 大奖。现场也为优秀、资深的狗医生和义

工们颁奖。 

2011.09.21 狗医生来到金色年华特殊儿童干预中心和这里的孩子们一起开展游戏，这

也是狗医生首次对该机构的探访。 



 

2011.09.03 狗医生和狗教授来到深圳电视台参加公益节目"益呼百应"，通过电视向大

家介绍狗医生项目，向公众宣传关爱动物的理念。 

2011.08.17 狗医生们来到深圳市龙岗区华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首次对这里的脑瘫儿

进行探访。狗医生的到来给孩子们带来一片笑声。 

2011.07.08 狗医生们来到深圳市福田区园东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首次对这里的老

人们进行探访。狗医生的到来让老人们特别的开心。 

2011.05.22 狗医生们和腾讯公司的志愿者以及深圳慈善网的社工，共同探访了特殊儿

童和罗湖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里的残疾人，让大家感受来自动物朋友的

特别的关爱。 

2011.05.21 狗医生主人和志愿者组成拜客行小组—"爱动物，我行动"小组参加亚洲动

物基金发起的"爱动物，拜客行"活动以步行的方式，穿越深圳市区内几个

活动点，沿途散发宣传单张，邀请路人签名，进行关爱动物的宣传。 

2011.04.19 狗医生和星巴克公司的志愿者一起探访了紫飞语特殊儿童训练中心，这也

是首次同企业开展合作探访。 

2011.04.10 在彩田学校，举办了第七期深圳狗医生考试。经过一番角逐，又有三位狗

狗成为狗医生，从而使深圳的狗医生数量达到 32位。在考试前，老一辈 

的狗医生还和该校的学生及其家长开展了亲子活动，人狗游戏、亲密接触

外，狗医生还充当小模特，让孩子们通过画笔表达他们对动物的关爱和喜

欢。 



 

2011.03.27 狗医生们来到南山社会福利中心探访这里的老人家，一起开展探访的还有

深信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志愿者们。小表演，歌舞，派发礼物，和

狗医生一起活动。这也是狗医生首次和学校一起开展联合探访活动。 

2011.02.27 狗医生们来到宝安区心星园儿童训练中心，探访特殊儿童们，这是又一家

新机构接受狗医生探访。 

 

狗教授大事记 

 

2011.12.16 亚洲动物基金到深圳小学，向四年级的同学梦进行关爱动物的讲座，开展

动物知识竞猜活动，传播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理念。 

2011.11.2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分院在西丽留仙居社区举行了"我和它 共享

爱"全国公益摄影大赛的巡展活动，狗教授和社区的孩子开展关爱动物的

讲座，同社区居民一起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 

2011.11.17 亚洲动物基金主办的"我和它 共享爱"全国公益摄影大赛巡展在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分院举行，狗教授应邀来到校园，和大学生们一起开展

关爱动物的活动。 

2011.10.22 亚洲动物基金主办的"我和它 共享爱"全国微摄影大赛巡展在蛇口花园城

中心举行，狗教授走进商场，和市民一起开展关爱动物的讲座，向公众进

行宣传。 

2011.10.16 狗教授来到深圳市杨梅红国际少儿美术教育基地，和动漫班的孩子一起开



 

展关爱动物的讲座，还当起了小模特。 

2011.09.18 狗教授们来到深圳南山区金地社区，和社区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开展关爱动

物的宣传，还和大家一起开展了亲子游戏。 

2011.07.29 狗教授来到罗湖区莲塘街道仙湖枫景社区的四点半学校，和正在放暑假的

孩子一起学习关爱动物的课程，这也是狗教授们首次走进社区开展活动。 

2011.01.19 深圳狗教授走进俊峰丽舍幼儿园，同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如何关爱小

动物，如何同他们友好相处。这也是深圳狗教授启动后，首次到幼儿园开

展狗教授生命教育课程。 

 

 

成都 

 

狗医生大事记 

 

2011.12.09 应成都市残联的邀请，成都狗医生首次来到这里探访智障儿童，虽然是第

一次接触狗医生孩子们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鼓励下都积极地和我们狗医生

玩耍，而狗医生也成为了我们孩子们的好朋友。 

2011.11.05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狗医生们来到心萌特殊儿童学校看望可爱的孩子

们，狗医生们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志愿者们鼓励孩子们和狗医生交流互

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闭症的孩子能早日走出病症的阴影，获得属于他



 

们的快乐。 

2011.08.11 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认识了西部老年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听了他们丰富多

彩的志愿者活动，非常希望和他们合作一起探访老人。这次，我们终于和

西部 老年联合会一起走进社区活动室，跟老年人们一起唱歌、一起和狗

医生互动。社区活动室中的特殊儿童也加入我们，为爷爷奶奶表演，和狗

医生们一起给老年人带去 了无限快乐。 

2011.07.06 应拜耳（四川）动物保健公司再次邀请，成都狗医生再次来到拜耳公司探

访白领工作人员，给大家减压。有了第一次的探访，这次探访我们受到了

更多 拜耳员工的欢迎。狗医生们在大草坪和大家玩耍后，挨个走进每间

办公室，探访每一位辛苦工作的朋友，缓解大家的工作压力，在大家繁忙

的工作间隙带去快乐。 

2011.06.11 这是成都狗医生值得骄傲的一次探访，我们参加了亚洲动物大会的开幕

式，同参与大会的全球动保团体人士一起互动，展示了狗医生的风采，通

过大会，向大家证明狗狗可以帮助我们人类，是我们的好朋友。 

2011.06.23 成都狗医生同青少年空间合作，同青少年空间的孩子们一起探访养老院。

孩子们表演节目，狗医生们和老人互动，其乐融融。老人开心的告诉我们，

狗狗和孩子们一样是他们的乖孙儿。 

2011.04.17 成都狗医生第十届狗医生考试在龙江路小学开展，本次参考的狗狗共计

26只，最终 16只狗狗通过考试。本次考试通过率创下历史之最，到目前

为止，成都狗医生考试共计通过 77只。考试的同时，狗医生的前辈们还



 

和该校的孩子们互动，学习关爱动物，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的知识。 

2011.03.03 成都狗医生走进成都电视台《有一说一》节目组，向观众介绍狗医生的来

历、狗医生考试以及狗医生的所做的工作。让大家认识到狗狗们通过狗医

生的工作帮助了很多需要关爱的人，呼吁大家关爱动物、善待生命。 

2011.01.26 成都狗医生给老人过新年！狗医生为老人过一个特殊的新年，我们将准备

好的饺子皮、饺子馅带到颐乐村养老院，请老人来和我们一起包饺子过新

年。 愿者们和老人一起欢快的包饺子的同时，狗医生们走进每间房间和

卧床的老人送上新年的祝福，最后我们将和老人一起包好的饺子下锅煮好

后，和狗医生们一起将热 腾腾的饺子送到老人们的手中。 

  

狗教授大事记 

 

2011.11.24 龙祥路小学的狗教授活动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热情欢迎，家长们老早

就在门口迎接我们的狗教授，而同学们也期盼地在教室等待我们狗教

授的到来。经过第 一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开始与狗教授亲密接触，在

游戏环节获胜的同学们还获得了奖品。结束后家长和孩子们还为我们

亚洲动物基金捐款，我们感到非常感动。 

2011.11.16 此次狗教授活动在成都名校七中开展，受到了广泛关注。七中同学们

活学活用的本领十分厉害，在与狗教授互动的环节中能够熟练运用所

学知识，和狗教授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1.10.27 -11.03 经过上次的探访，棕北小学的同学们已经对我们狗教授非常熟悉了，

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同样首先给同学们进行"生命教育课程"的知

识讲座，在接下来的狗教授同乐日课程里，同学们充分运用到了上节

课所学知识，在实践中学习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 

2011.06.03 关爱动物，善待生命，和谐文明庆"六一" ——"狗教授"与少先队员同

乐日在成都桐梓林小学开展，这是在成都开展的首次同乐日活动，我

们的狗教授同桐梓林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做游戏，一起上课。让同学们

认识到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也学习了如何与小动物相

处的知识。 

2011.05.20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狗教授活动，成都狗教授和国际学校的孩子们一

起来到琉璃中心校，狗教授和志愿者一起除了教导所有孩子们如何关

爱动物，如何与小动物相处外，还和国际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教琉璃中

心校的孩子们学习英语。大家一起开心地完成了狗教授课程。 

2011.05.07 狗教授第二次来到青少年空间，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社区里 40

多位孩子都积极参与，一些孩子还带来了他们的家长。大家一起上课，

一起做游戏，一起互动，纷纷邀请我们下次再来。 

2011.04.24 成都狗教授第一次走进青少年空间，开展了狗教授活动。第一次自愿

参与活动的孩子不多，但是参与后的孩子们都表示下次要带自己的朋

友，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活动。我们相信孩子们的承诺，我们也相信

狗教授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2011.03.11 在和老师多次沟通后，我们的狗教授终于走进了琉璃中心校，虽然学

校设施比较简陋，但是我们被孩子们的热忱所感动。我们带去的小礼

物不多，但是却收 到孩子们自己制作的的许多礼物。活动得到校长和

老师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有一天能让每一位琉璃中心校的孩子们都

完成狗教授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