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狗医生”、“狗教授”大事记 

 

广州 

 

狗医生大事记 

 

2012.12.22 四位“狗医生”参加了由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童声童戏组举办的“Dr 

Dog 与我玩尽圣诞嘉年华”活动，与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 50

多位家长与孩子提前共度圣诞节，为他们送上了诚挚的圣诞祝福。 

2012.12.16 在冬日暖阳下，一年一度的亚洲动物基金志愿者聚会在广州国际生物岛

举行。当天，“狗医生”、志愿者、亚洲动物基金职员及其亲朋好友们

合共 80 多人共聚一堂，聚餐加游玩，其乐无穷。 

2012.11.18 “狗医生邀您看摄影展”活动在广州红专厂创意园 A6 展馆举行。当天，

广州“狗医生”团队与前来参观“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作品巡展

的市民亲密接触。本次微摄影大赛作品巡展是由亚洲动物基金与广州红

专厂艺术机构共同举办，展览将持续至 2013 年 1 月 5 日。 

2012.10.28 2012“亲亲狗医生”同乐日暨“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颁奖典礼在

广州高德汇购物中心举行。当天，广州 17 只“狗医生”在主人及义工的

陪 伴下，与来自不同机构的近 100 名特殊儿童一起共庆世界动物日。颁



 

奖典礼上，微摄影大赛广州地区的 7 位获奖者莅临现场，本年度的五只

“优秀狗医生”和五位 “优秀义工”也得到嘉奖，另外还有 7 只狗狗晋

升“资深狗医生”。 

2012.09.15 广州“狗医生”团队首次与广州狮子会盛德服务队合作开展探访。这天，

我们来到了白云区高泉托养院，为院内的老人家和小朋友送去中秋祝贺。 

2012.08.10 广州“狗医生”为广州慧灵夏令营的营员带去了四位同龄伙伴——来自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社会实践部的同学，为他们的夏令营增添了一份额外

的欢乐。 

2012.08.03-04 广州“狗医生”团队现身广州首届爱猫嘉年华引轰动。我们带去的与猫

狗有关的游戏和贴纸很受市民的欢迎。大家还纷纷在脸上或手上画猫咪

或狗爪印做留念。 

2012.07.24 广州市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来了四位特殊的营员：“狗医生”珠珠、毛

毛、苏苏和 Miki。当天的活动是应香港爱护动物协会邀请的，“狗医生”

让现场 400 多名孩子感受到了狗狗的可爱和忠诚。 

2012.06.10 “狗医生”再次参加了由广州市公安局主办的文明养犬社区宣传活动。

这次活动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场举行。 

2012.06.02 亚洲动物基金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笑口组”共同邀请广东省残联康复

中心失聪部的失聪小朋友到二沙岛的传祺公园游玩，和六位温顺的“狗

医生”一起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2012.05.15 荔湾区康迪学校首次开展“狗医生”探访。这所学校是一所向特殊孩子

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 

2012.05.13 广州“狗医生”变身特别嘉宾，陪老人院的奶奶们过母亲节。当天的探

访活动是应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义工团队“春风社”邀请，在荔湾

区穗康颐养院进行的，老人们是首次接触“狗医生”。 

2012.04.29-30 广州“狗医生”团队参加了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

主办，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广州白云时尚音乐节暨亲青汇公益嘉年华。

我们除了把“狗医生”带到现场，还准备了有趣的狗狗知识猜谜、填色

和画脸游戏。 

2012.04.14 受腾讯公益、腾讯游戏邀请，广州“狗医生”团队参加了在天河区维多

利广场进行的公众宣传活动。10 位“狗医生”的齐齐亮相吸引了众多市

民的关注。 

2012.03.18 广州第八次“狗医生”考试在高德美居购物中心（珠江新城店）顺利举

行。参加考试的 19 只狗狗中，7 只狗狗成功通过，意味着广州的“狗医

生”总数达到了 68 只。 

2012.03.15 安捷达（北京）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三位员工跟广州“狗医生”

一起参加了荔湾致爱学校的探访，这是该公司首次参加我们的活动，期

待以后更多的合作。 

2012.02.05 元宵节前一天，广州的“狗医生”团队联合星巴克及佛山市武术协会珠

江咏春拳会的朋友们，来到海珠区社会福利院，跟老人们一起包汤圆迎



 

元宵。大家玩游戏，看咏春拳表演，吃汤圆，乐也融融。 

2012.01.28 龙年正月初六，三位广州“狗医生”去到寿星大厦给老人们拜年，这次，

广州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学的三年级的三名小同学也做了一回小小义

工，给爷爷奶奶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狗教授大事记 

 

2012.12.18 广州“狗教授”担任安利阳光绘画小社团 “冬日暖阳·绘出你未来”活

动的特别嘉宾，与外来工子女同游陈家祠，并让孩子们学会了如何与小动

物友好相处。 

2012.12.24 由亚洲动物基金与《现代中小学生报》报社共同组织的“关爱动物，善待

生命”小记者亲子狗教授课堂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举行。 

2012.10.16 广州八位“狗教授”走进越秀区环市路小学，为六年级的同学们带去了

“关爱动物，善待生命”课程。学校领导对“狗教授”课程表示热烈欢迎，

并计划为三至五年级的学生都开展这门课程。 

2012.09.20 广州“狗教授”与越秀区麓景路幼儿园的 50 多名孩子一起上“狗教授”

生命教育课程。这是麓景路幼儿园首次开展的“狗教授”课程。参加课程

的孩子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却对小动物有着共同的喜爱之情。 

2012.06.15 由广州市公安局和亚洲动物基金共同组织的“羊城满宠爱，校园扬文

明”——“文明养犬”进校园主题宣教活动在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举



 

行。这是把“狗教授”生命教育课程与公安局“文明养犬”校园宣教活动

相融合的首次尝试。 

2012.06.03 在越秀区东风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青少年部社工的协助下，“亲亲狗教

授”课堂正式在该中心开班。这是继天河区石牌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之

后，“狗教授”课程走进的又一个社区。 

2012.05.06 “狗教授”们来到海珠区光大花园，跟宝玉直实验小学三年 5 班的 22 名

学生及他们的家长进行了一次亲子活动。在此之前，该班的学生已学习了

“狗教授”生命教育课程。 

2012.03.19 “狗教授”生命教育课程在海珠区红棉小学三年级开展。这是广州“狗教

授”课程又一所新合作学校。 

2012.02.04 “狗教授”亲子小课堂的铃声在广州天河区的石牌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第一次敲响。14 名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报名参加，大人孩子一起学习关爱

动物，一起感受“狗教授”的魅力。 

2012.01.15 应《辅导员》杂志广东工作站邀请，广州 4 位“狗教授”来到番禺区东悦

欢乐园，给 70 多位来自广东各地的小记者们上了一次“关爱动物生命教

育课程”。 

 

 

深圳 

 



 

狗医生大事记 

 

2012.12.09 一年一度的“狗医生”聚会又来了。大家来到东莞的松山湖，狗狗们在草

地上跑啊，跳啊，游泳啊。还有狗狗们之间的游戏，现场加油声、笑声不

断。冬日的暖阳下，人狗同乐。 

2012.11.27 “狗医生”来到福田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探访这里的爷爷奶奶，可爱的狗医

生让爷爷奶奶们很开心，有位奶奶想起了她家里养的狗狗，潸然泪下，她

告诉大家，狗狗很乖的，不要吃他们。 

2012.11.06 “狗医生进银行了！”渣打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迎来了几位可爱的“狗医

生”，为工作忙碌的白领们减压。银行里的职员看到狗医生都高兴得变成

了孩子，活动中，我们也向大家讲解了拒吃猫狗，爱护动物的理念。 

2012.11.04 18 位“狗医生”以及近百位新老朋友齐聚深圳市福田区第三高级中学，

一同参加“亲亲狗医生”同乐日活动，共庆世界动物日。现场气氛热闹，

来自 第三高级中学、深职院艺术分院以及渣打银行的义工陪同 60 多位

小朋友与温顺可爱的“狗医生”亲密接触，合影，玩游戏。大家以这种特

别的方式共同庆祝动物们 的节日。 

2012.10.18 重阳节前夕深圳狗医生们带上鲜花来看望南山福利中心的老人家们，虽然

大家有段时间没见面，老人家们依旧记得这些可爱的狗医生们，一见面就

叫出了狗医生的名字。 

2012.09.09 狗医生们来到宝安区社会福利院和这里小朋友们一起活动，这也是狗医生



 

首次到该福利院开展探访活动，可爱的狗医生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2012.09.02 狗医生们再次来到宝安区前进路的 U 站，向市民宣讲爱护动物，文明养

犬。 

2012.07.28 “狗医生”首次参加由鹏星社工组织的特殊儿童夏令营，和孩子们一起互

动，共同度过一个有趣的假期。 

2012.05.28 “狗医生”来到福田区紫飞语儿童康复中心和这里的小朋友共同庆祝六

一儿童节。 

2012.05.06 “狗医生”和东湖中学的学生义工一起来到和康之家，探访这里的特殊儿

童。 

2012.04.28 “狗医生”和星巴克公司的志愿者一起探访了福田园东社区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狗医生”的到来给老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2012.03.11 第八期深圳“狗医生”考试在上沙中学顺利举行。经过一番角逐，又有五

位狗狗成为“狗医生”，从而使深圳的“狗医生”数量达到 37 位。在考

试前，前辈“狗医生”还和该校的学生开展了人狗游戏，与狗狗亲密接触，

学生们在心意卡上写出他们对狗狗的关爱之情。 

2012.03.06 “狗医生”首次来到罗湖区文锦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和这里残疾人一起

活动，“狗医生”还给大家派发礼物。 

2012.02.18 “狗医生”作为特邀嘉宾首次来到宝安区前进路的 U 站，和特殊儿童们

一起互动，向人们展示狗狗的温顺可爱，呼吁大家爱护动物。 



 

 

狗教授大事记 

 

2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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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举行，

除了现场的巡展外，狗教授们还亲临巡展现场和和闻讯而来的市民、大学

生、小朋友一起开展关爱动物的讲座，与公众互动。狗教授们走进渣打银

行南山分行、罗湖喜荟城中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展示狗狗可爱的一面的同时，也向公众传播爱护动物的信息。 

2012.6.16 狗教授课程走进派特森英语培训机构，外教用英语向学子们讲授关爱动物

的知识和讲座，而可爱的狗教授更向大家展示狗狗们友好可爱的一面。 

2012.6.03 狗教授首次进入万科城社区开展文明养犬的活动。 

2012.5.23 狗教授来到舒曼音乐幼儿园，和来自几个国家的孩子一起开展关爱动物的

讲座。 

2012.4.22 狗教授们来到深圳南山区杨梅红国际少儿美术教育基地与学画画的孩子

和家长一起开展关爱动物的宣传，还当起了小模特，让孩子们领略狗教授

的风采。 

2012.4.12 狗教授来到罗湖区向西小学，学校三年级的 120 位学生与狗教授共同学

习关爱动物的课程。 

2012.3.12 深圳狗教授走进文锦中学，同中学生们一起学习如何关爱小动物，如何跟

动物朋友们友好相处。 



 

 

 

成都 

 

狗医生大事记 

 

2012.12.11 成都资深狗医生“妞妞”因病去世。妞妞是成都第一批狗医生，从 2004

年开始定期探访老人和特殊孩子，带去阳光和欢笑；512 地震后，妞妞和

“狗医生”队伍作为狗狗界的爱心大使，探望灾区的孩子；妞妞同时也担

任“狗教授”，到学校教孩子们关爱生命，爱护身边的动物。 

2012.12.01 由亚洲动物基金、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和红星路创意园共同举办的“它

们”小动物摄影展在创意园兔脚展厅举行，本次活动还特别展出了微摄影

大赛的部分优秀获奖作品，吸引大家的眼球。当天更有狗医生现场谋杀菲

林无数。 

2012.10.28 120 只狗狗和近 200 名爱犬人士齐聚保利 198 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成

都“2012 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亲亲狗狗步行日”活动，

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为来自成都的“一家四

口”颁发今年摄影大赛的“我们齐欢笑”全国金奖。 

2012.09.28 时值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狗医生王小黑、雪糕、哈尼和维尼一起到西蜀瑞

苑小区与孤寡老人们过上一个温馨的中秋，狗医生们还特别送上月饼表达



 

我们的关怀。 

2012.09.08 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谢罗便臣女士和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的亚洲动物基金

的支持者们一起参加了在铁佛村养老院的狗医生探访。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外国朋友和狗医生一起，爷爷奶奶们倍感高兴。 

2012.08.03 受月熊志愿者夏令营的邀请，“狗医生”作为活动神秘嘉宾出现立刻引起

营员们的兴趣，大家和我们“狗医生”亲密互动成为活动的亮点。 

2012.06.25 著名摇滚乐队“麦田守望者”主唱萧玮和鼓手苏阳参加“狗医生”探访

老人院活动，萧玮更是亲自当起志愿者，抱着“狗医生”和老人亲切互动。 

2012.06.16 新晋“狗医生”及志愿者培训在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开展，大家一起学习志

愿者探访的技巧并参观中心。 

2012.06.10 首届猫狗福利优秀志愿者夏令营正式开幕。成都“狗医生”志愿者代表们

一起赴深圳香港交流学习，与此同时广州深圳志愿者也到成都龙桥黑熊救

护中心参观并听取动物福利知识讲座。 

2012.04.22 第 11 届“狗医生”考试在龙江路小学顺利进行。本届考试共有 27 只狗

狗报名参考，其中 10 只狗狗通过了考试，3 只在试用期。其中一只澳洲

牧羊犬 Keno 还曾经在美国探访过自闭症儿童，成为“狗医生”队伍里第

一只海归狗狗。 

2012.03.23 资深“狗医生”肚肚皮去世。 

2012.03.05 是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日，这天成都“狗医生”联合川大锦城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颐乐村养老院探访，为了增加节日气氛“狗医

生”主人们背上雷锋包，戴上雷锋帽把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发扬光大。 

2012.02.28 新年假期刚刚过去，成都“狗医生”安吉拉、大黑应邀参加四川电视台亲

亲美人娱节目录制向大家展示成都“狗医生”的风采。 

2012.01.15 成都“狗医生”志愿者来到三圣花乡幸福梅林欢聚一堂，除了茶歇聚餐外

我们还特别开展了丰富有趣的小游戏抽奖等活动，奖励一年来辛勤工作的

“狗医生”和志愿者们。 

2012.01.12 成都“狗医生”来到水井坊社区进行新年探访。期间“狗医生”志愿者们

分成两个小分队，分别为社区老人做上一桌香喷喷的年夜饭，并陪老人们

度过温馨欢乐的一天。 

  

狗教授大事记 

 

2012.12.08 “2012 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巡展”在保利 198 售楼中心举行，当天

我们还特别邀请锦馨小学的同学和家长参观巡展并开展一堂生动的狗教

授户外课堂。 

2012.12.03 “狗教授”兔兔、一九和亨利来到锦馨小学和这里的师生一起上特别的关

爱生命的讲座，狗教授们和同学们一起聆听有关动物福利的知识。 

2012.11 “狗教授第二课堂”正式在七中育才中学开展，关爱生命爱护动物的知识



 

得到传播。 

2012.09.21 成都“狗教授”雪糕、一九和猪油第一次应邀来到宋庆龄国际幼儿园和这

里的师生家长一起上关爱生命亲子课堂，我们的狗教授深受大家喜爱。 

2012.07-08 暑假期间“狗教授”也没闲着，再次来到青少年空间给同学们上《狗教授

课程》，通过三堂课的学习同学们不仅和“狗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

且也度过了充实有意义的暑假，学习到不一样的知识。 

2012.07.29 “狗教授”亲子课堂受到了众多家长的亲睐。成都“狗教授”来到小种子

绘本馆开展一堂亲子课堂。不少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平时都是从书本上了解

到关于狗狗的知识，这次能有机会和狗狗亲密接触非常兴奋，大家在一起

度过难忘的一天。 

2012.07.06 “狗教授”再次开展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的亲子课堂，第一次来到美乐幼

稚园，家长和小朋友们就被这新奇的课堂形式所吸引，其中一位家长说应

该多鼓励开展这种关爱生命的课程。 

2012.06.04 “狗教授”再次和非公办学校合作。这次是来到成都一家美术创意学校，

小朋友们除了聆听关爱生命课程和“狗教授”互动外，还拿出画笔施展自

己的特长为狗狗画像，其中几为小朋友还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狗教授”主

人和我们作为礼物。 

2012.05 “狗教授”再次来到成都名校七中育才开展狗教授课程，以课外兴趣小组

的形式分三堂课进行。七中育才的同学们对如何与狗狗友好相处的知识学

习得非常深入，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非常强，并和“狗教授”交上



 

了好朋友。 

2012.04.01 成都“狗教授”首次尝试与国际亲子机构开展活动，并把课堂移到了室

外，中外孩子和家长在户外草坪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狗教授”课程，

一起学习和狗狗友好相处的知识，这次尝试成功开启了与非公办学校（机

构）合作的大门。 

2012.03.07-09 狗教授第一次受邀来到通锦小学开展三堂课的关爱动物课程，第一次接触

狗教授的同学们通过前两堂课的学习掌握了与狗狗友好相处的知识，互动

起来驾轻就熟，学校老师也表示期待下次的合作。同时《狗教授意见调查

表》也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