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 

2012 年 11-12 月精彩活动回顾 

 “2012 我和它 共享爱”系列活动火热进行！ 

为了更好地传播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理念，表达我们对动物的关怀，继“2012 我和

它 共享爱”微摄影大赛之后，亚洲动物基金诚邀国内各地的动物保护人士、动物福利和保

护团体、各高校社团、志愿者团队等，在 10-11月期间举办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颁奖典礼、

优秀作品全国巡展和“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活动。 

活动期间，各地团体和关爱动物人士积极报名。继 10月在广州、深圳和成都举办了庆祝

典礼后，11月，亚洲动物基金联合各地团体，分别在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等城市举办

了颁奖典礼。70多幅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在全国 17 个城市进行了 35 场巡展，把关爱动物

的理念带给更多的公众。 

  
南充“焱旅行”骑行小组                  深圳彩田学校巡展 

同时，由亚洲动物基金发起的“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活动在全国总共征集到来自广州、

成都、大连、西安、南昌、杭州、厦门、重庆等 21 个城市的将近 60 个自行车骑行小组。大

家在各活动开展城市骑车宣传“从身边做起，关爱动物我行动”，一起通过健康的骑行和网

络宣传方式，传播关爱动物的信息。目前，总计参加骑行宣传活动人数为 1431 人，征集到

的签名数近 5 万个，沿途影响到的人数达 60000 以上。 

  

 “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成都站出发仪式           大连“宠爱天下”骑行活动 



 

广州&成都“狗医生”邀您看摄影展 

 

11 月 17 日，“我和它共享爱”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展广州站在广州红专厂创意园拉

开序幕，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 2013 年 1 月 31 日。11 月 18 日，广州“狗医生”与市民相约

来到红专厂参加开幕仪式，现场与市民互动并讲解关爱动物、正确与狗狗相处的知识。 

活动当天，大家很认真地参观巡展，看到一些有感触的照片都会拍照留念，并积极地

在“关爱动物承诺板”上签名和挂心愿卡。

如约而至的 8 位温顺可爱的“狗医生”成为

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场各种拍照、自拍、抱

抱狗狗、握握手，让展馆变得热闹起来。还

有不少朋友当即咨询怎样为自己的狗狗报

名狗医生，或者是怎样做志愿者。 

活动现场我们精心布置的心意树、关爱

动物承诺签名板以及挂心愿卡环节也非常

受欢迎。在翻看参观者写的心愿卡时发现，

他们不仅仅是写一些如“身体健康，生活美

满”的简单心愿，还有人会写一些自己与家

中的猫猫狗狗间的小故事，语言简单，却让

人感动。 

12 月 30 日，广州“狗医生”再次来到

红专厂，与市民们一同开展欢乐迎新年活动。

当天微摄影大赛的广州获奖者谭慧仪小姐一

家四口（包括照片上的狗狗 Lucky）也莅临

现场参加我们的活动。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健康快乐！ 

 12 月 1 日，成都“狗医生”受邀出席“它

们”小动物摄影展开幕式。本次摄影展由成

都红星路创意园和四川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



 

共同举办，我们微摄影大赛的部分优秀获奖作品也参加了展出。开幕式当日，“狗医生”亨

利和维尼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开幕，和观众现场互动。微摄影大赛“我们齐欢笑”奖项的全

国金奖得主史芸蔓小姐特别讲述了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怀孕和科学养犬并不

矛盾。 

媒体报道： 

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2/1202/0719155847.html 

       

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成都站活动 

 11 月 17 日，成都的天空终于放晴了。

这天，成都的三支骑行队伍“狗医生队”、

“青城山流浪狗助养群队”和“天府骑游

圈队”集结在红星路 35 号创意园一起做成

都“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活动的启动仪式。

三支队伍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前期策划好路

线，向东南西北方向出发，来到成都人气

聚集点征集签名、派发宣传资料，向大家

宣传动物保护的理念。各队伍都以微博直

播的方式进行宣传，沿途骑行和网上转发都得到市民的大力支持。 

其中，最特别的一队名为“天府骑

游圈队”，他们来自成都的各行各业，是

一支热心公益的专业骑游队伍。当被问

及为何会参加这次活动时，“天府骑游圈

队”的队长涛哥说：“平时我们这支队伍

就爱好骑车，走过不少风景名胜。这次

是亚洲动物基金的公益活动，我们当然

不会错过。非常好的创意！骑行本来就

是低碳环保的方式，再加上能够宣传动

物保护，这是我们车队成员每个人都愿

意做的事情。”队伍中一位来自华西医院

的护士妹妹还在杜甫草堂外收留了一只流浪狗。随后，我们也给狗狗带去了狗粮，表示我们

对她的爱心的支持和鼓励。 

媒体报道：http://morning.scol.com.cn/new/tfzb/20121121/page_20.jpg 

               

说服成都宠物服务机构放弃染毛业务 

您出于爱美之心给家中爱犬的毛发染过颜色吗？如果是的话，可要当心了！用于染色的

药剂里的化学物质，容易对狗狗身体造成伤害。为了帮猫狗争取到应有的福利，让更多人了

解到给动物染毛的危害，亚洲动物基金长期向公众进行相关宣传。11 月，亚洲动物基金成

功说服成都法米利宠物服务连锁机构旗下连锁店放弃宠物染毛业务。同时法米利表示将日后

收益的 1%定期捐赠给亚洲动物基金猫狗福利项目。感谢法米利为提高动物福利做出的表

率！无须过分的装饰，简单就是美！ 

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2/1202/0719155847.html
http://morning.scol.com.cn/new/tfzb/20121121/page_20.jpg


 

“狗医生”、“狗教授”11-12 月活动精选 

亚洲动物基金于 11-12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 4 地共开展了 45 次“狗医生”探

访活动，探访人数为 2362 人；27 次“狗教授”课程和 7 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

为超过 2420 人宣传相关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动物治疗学师计划–香港新闻发布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计划被邀请参加在慈云山的中华锡安传

道会青少年就业培训及创艺发展中心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向公众分享有关在『重拾动力

——动物治疗学师计划』中的经验。 

『动拾动力——动物治疗学师计划』是一个为期两年的一站式计划，主要服务对象是

15 – 24 岁跟社会脱离的青年。他们都是隐蔽／半隐蔽的青少年和／或有心理和健康的问题。

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计划，它提供了不同的服务，包括报名独立个案辅导、动物治疗、就业训

练、人际沟通支持小组、动物护理及宠物美容训练和实习。处理过的个案一共有 115 个。 

『重拾动力——动物治疗学师计划』委托了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为计划的

成效作出评估和研究。 

发布会当中，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向公众分享狗医生在所提供以小组形式的动物治

疗中充当的角色。《狗医生》计划的义工和团队表示他们很高兴得知参与学师计划的青少年

都十分喜爱参加动物治疗，透过人和动物之间的联系取得相当大的正面的转变，甚至比较起

其他服务计划更大。研究报告指出，被分类为隐蔽青年的参与者在自信心和就业信心方面大

大的提升，而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参与者则减少了互动时的焦虑情绪。研究结果显示，学师计

划参与者的失业率由 84.6%降至 32.7%，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成果。 

总结是在这次试验计划中，青少年就业培训及创艺发展中心再一次发现动物治疗所包含

的元素提升了整个介入过程的流畅度，是帮助促进青年人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元

素可以有效剔除其中一些社会服务中会出现的瑕疵。 

 

动物治疗学师计划–香港新闻发布会现场 

 

脑退化关爱大使训练 

2012 年 12 月 1 日，我们为狗医生义工提供首次脑退化关爱大使训练。是次活动由香

港赛马会耆智园举办，并由院方的专家 Eva Chan 负责训练。这个为脑退化长者而设的计划



 

由傅德荫基金赞助。32 个义工参加了长达 3.5 小时的重点训练，并雀雀欲试训练中学到的

新技巧。 

 

 

“狗医生”圣诞巡礼 2012 

根德公爵儿童医院均会在圣诞节

当天举办庆祝活动与病人和职员庆祝

圣诞已经超过 40 年。一如以往，医院

在圣诞节的庆典期间举行了周年圣诞

巡游；众多团体和亚洲动物基金的狗医

生也有加入其中，并于随行的庆祝活动

中充当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根德公爵儿童医院是一间专为病

童服务的专科医院，服务范畴主要为儿

科矫形和儿童脑神经，如脊柱侧弯、脊

骨变形、脑麻痹等。除此之外，这间医

院亦是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谢罗便臣

博士于 1991 年进行首次狗医生探访的

地方。 

在监护人陪同之下，这一年有 15

只可爱的狗医生参加庆典，并装扮成圣

诞狗医生，代替圣诞驯鹿，为医院送上

祝福。 

清早，圣诞狗医生带领下，越野车队在旁开路，可爱的小天使紧随其后，充当巡游队伍

的先锋，带着后列队伍进入医院正门，标志着庆典的开始。 

当天有超过 120 人参加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医院职员，义工，以前／现在的病人。7 岁

的病人周映廷有颈椎骨移位的问题，需要戴上金属颈圈。她表示，与狗医生见面和玩乐有助

忘记戴着颈圈所引致的痛楚。 

接受圣诞狗医生治疗之后，医院为病人预备了圣诞颂歌和音乐，并安排圣诞老人送上礼

物。接着更有精彩的魔术表演和狗医生与观众互动的环节；监护人 Tony 与狗医生 Wing Wing



 

示范了数个指令，并实时邀请病童和小天使上台尝试指挥 Wing Wing。 

许多新闻都有重点报导是次庆祝活动，包括亚视，无线，香港电台等，其中亦不乏本港

的新闻报刊。 

 

子轩小朋友与广州“狗医生”的不解情缘 

当从小就怕狗狗的小朋友遇到了温顺的“狗医生”，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户外运动

是孩子和狗狗的最爱，亚洲动物基金和 YMCA 带着广东省残联智障部的小朋友们来到二沙

传祺公园和“狗医生”接触。毛毛细雨并没有阻挡小朋友们对“狗医生”的期待。子轩是活

动当天的一位小朋友，他一直以来都有些害怕与狗狗接触，直到遇到了性情温顺的“狗医生”，

从最初的惧怕，到情不自禁摸摸狗狗，最后开心而投入地与狗狗玩耍嬉戏，与“狗医生”结

下不解情缘。孩子们纷纷围在自己喜欢的狗狗身边，给狗狗梳毛。有个孩子看到“狗医生”

猪猪（萨摩耶犬），直叫 “棉花糖”呢！谢谢 YMCA 的邀请，孩子们的笑脸是“狗医生”

工作的最大动力！ 

微博链接：http://weibo.com/1868995340/z6ZtTfwru 

           

小朋友和“狗医生”一起散步          “我是不是很像‘棉花糖’”呢？ 

 

深圳“狗医生”探访日间照料中心老人 

11 月 27 号的深圳虽

天寒地冻，但笑声一直回

荡在福田园东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的大厅里。深圳“狗

医生”又一次来探访这里

的老人们。我们跟老人玩

起猫狗涂色小游戏，猜狗

狗的年龄、性别和体重。

义工们也跟大家介绍：“不

光人需要‘千金难买老来

瘦’，狗也需要哦”，老人

们再次笑了起来。 

76岁的曾奶奶对记者

http://weibo.com/1868995340/z6ZtTfwru


 

说起，想念自己家中的狗狗。又潸然落泪地说道：“猫猫狗狗很乖，不要去吃他们。”在善良

的老人的回忆里有着狗狗们的身影。每次的探访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带了家里的小朋友——

狗医生们来看望老人，大家因为狗狗密切了彼此。人与动物，人与人在此刻又一次变得温馨

起来。 

媒体报道链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12/16/content_16021120.htm 

深圳电视台彩虹公益栏目：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zIyMjQ0.html 

 

从流浪狗变“狗教授”，一切皆有可能！ 

“狗教授”兔兔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流落街头三餐不济。那时候的她，有没有

想过有一天她会变成“狗教授”，向大家讲

授关爱生命的课程呢？12 月 3 日，“狗教

授”兔兔、一九和亨利早早地来到锦馨小

学，给这里的师生上一堂特别的“狗教授

课程”。期间，“狗教授”兔兔的主人还特

别给大家讲述兔兔是怎么从一只流浪狗变

成“狗教授”的。流浪狗也可以变成斯文

“教授”，朋友们，请善待身边的流浪动物

吧，他们也可以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次，除了传统的“狗教授”课程环节外，老师还特别在课程中加入了拒吃鱼翅和拒穿

皮草制品的部分。一位同学在听了课程之后说：“动物在方方面面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再去

伤害它们，那人类就太残忍了。” 大家听后，都为同学们的爱心而鼓掌。 

 

致信广州市文化厅、佛山市群众艺术馆建议取缔“黄塘狗肉宴” 

近日，我们在多个网站新闻以及市民来电中了解到，珠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

关于“黄塘狗肉宴”的介绍。而后在媒体主办的《珠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卷调查》

中，“黄塘狗肉宴”被公众认为是最不受欢迎，被选为最可以放弃的项目。据了解，“黄塘狗

肉宴”曾在是否批准该项目申报市级非遗项目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以反对声音居多。 

在此，我们向广州市文化厅以及佛山市群众艺术馆分别去信表达了取消“黄塘狗肉宴”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格的强烈建议，我们在信中阐明了目前狗肉消费背后的黑色产业链，以及

由此带来的对社会和谐文明、社会治安以及公众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恶劣影响，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参考我们的建议，听取民意，取消“黄塘狗肉宴”项目。 

 

流浪猫绝育计划(TNR)深度培训 

继今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猫只科学管理研讨会后，11-12 月，亚洲动物基金再

次联手北京幸运土猫，先后来到漳州和天津，为漳州市小动物科学养护救助中心和天津希望

猫开展流浪猫绝育计划深度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讲座、讨论、操作演示。同时，我们也向漳

州团队和天津团队各捐赠了 TNR所需的工具和资料。两地的多位核心成员积极参与，通过培

训和集体讨论，制定出 TNR项目的在本地可操作的计划。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12/16/content_16021120.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zIyMjQ0.html


 

漳州站和天津站是亚洲动物基金 TNR 深度培训的头两站，我们将陆续对参加过会议并申

请培训的各地动保团体进行此项培训，把幸运土猫多年的成功经验与成果更好地与各团体的

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运用到 TNR项目中。希望 TNR项目能系统规范地开展，真正帮助本地的

流浪猫，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避免更多的流浪猫出生和受苦，改善人猫矛盾，降低猫咪被

虐待驱赶捕杀的风险。 

另外，我们在此也感谢天津金康宝动物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天津希望猫提供猫粮，用

于项目开展。 

    

培训现场，大家专心听幸运土猫的讲解和示范。 

       

猫狗福利讲座在幸运土猫领养场所开放日开展  

亚洲动物基金应北京幸运土猫团队

邀请，参加了幸运土猫领养场所开放日

活动。活动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亚洲动

物基金的三大工作项目。以往只能通过

网络、电视等媒体了解到我们的工作，

而现在可以面对面进行沟通，大家对于

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现场听

众提出了很多问题，更有正抱着领养场

所中猫咪的小朋友问：“救护中心的熊熊

会与猫咪玩耍吗？”工作人员解释道：

“熊熊很喜欢猫咪，但是我们担心熊熊

不小心伤害到猫咪，所以不会让猫咪靠

近熊熊的。”果然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动物们、人类都是好朋友啊。 

 

 

支持各地动保组织开展活动 

这两月共有 3 个城市的团体和个人申请宣传资

料，包括河南省南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

地区和成都市。其中长期与我们合作开展宣传教育

工作的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义教第二小组通过

观看动保影片、情景讨论、Q&A 等新颖的形式在小



 

学与孩子们开展了一堂生动的关爱动物课程。孩子们学习了有关动物的知识，同时也学会了

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谢谢你们！ 

图片说明：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义教第二小组在当地麒麟中心小学开展宣传活动 

 

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 

1. 感谢法米利宠物学院，玛氏食品，珍宝食品，共捐现金 21100元，用于支持世界动物日系列

活动。 

2. 感谢广州红专厂创意园，深圳喜荟城商城，希望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渣打

银行，成都红星路创意园，保利 198销售中心提供场地和物料开展 2012年“我和它 共享爱”

微摄影大赛颁奖典礼、骑行和获奖作品巡展。 

3. 感谢志愿者们积极捐助猫狗福利 2013台历制作，共捐款 13300元。 

4. 感谢珍宝宠物食品捐赠猫粮 100kg，用于支持天津社区流浪猫绝育计划。 

5. 感谢渣打银行捐赠 100 套文具和食品饮用水用于开展 2012年“我和它 共享爱”微摄影大赛

深圳颁奖典礼，并多次提供获奖作品巡展场地。 

6. 感谢以下合作机构和我们一起开展狗医生、狗教授、庆祝世界动物日等活动： 

广州：YMCA（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阳光组、YMCA童声童戏组、广州市红专厂艺术文化机

构、广东安利分公司 

深圳：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义工、深职院艺术分院学生义工、文锦社区

工作站 

成都：益多公益、天府骑游圈、青城山流浪狗助养群、文创集团 

7.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动： 

广州： 

狗医生：多多（古牧）、番薯、陈宝宝、张翠花、妹妹、巴迪、猪猪、金宝、弟弟、宝拉、

Snowy、黄吴文迪、Money、谢朵朵、Kobe、Miki、几米、毛毛（雪纳瑞）、小白、NoNo、

毛毛（比熊）、金仔、Anna 

义工：陈韵、丘敏华、陈志贤、陈倩（实习义工）、黄小莹、陈颖瑜、吴丽仪、程文、陈雯

毅、张京、何玉桃、袁懿坤、汪羽、杜佩莲、潘瑾、王文倩、杨玥、高思（实习义工）、黄

颖华、黄彩兰、李丹、连倩、黄虹、邝羿、陈素茹、林嘉雯（实习义工）、伍瑞仪、吕柯蒙、

黄晓方、欧家炘（实习义工）、利俊雯、钟文娟、冯冬梅、陈茜、黄景贤、钱浙莹、马楚坤、

吴梦华、丘敏华、李翠莹、杨帼慧、梁诗茗（实习义工）。另外特别感谢为我们红专厂作品

巡展提供了布展概念的义工黄婧和完成所有设计的广州微摄影大赛获奖者及新报名义工谢

欣倩 

 

深圳： 

狗医生：coffee（贵宾） 哈林 泰勒 孙靓靓 豆豆 Q 仔 豆包 黄黄 阿福 多多 摩根 辣椒 

apple momoco coffee（约克夏）小 Q 登登 欢欢 



 

义工：曹培越、闫鹰鹰、岳婉琦、徐斌、Ares、甘辉、摩根爸、毛玉芳、苏洁、孙凌云、朱

阿姨、周维铎、周凯苏、宋瑾、杨星、胡艳梅、吴莉莉、杨粟、曹建国、陆靖、袁兆敏、夏

杰、刘杨琪、马铭迈、苏力霞、高永涛、丁秀兰、陶洁、雷虹、赵全、沈雪梅、林黎爽、陈

泉、林琳、钟雨辰、舒一曼、冯岚、高苗苗、李珊 

 

成都： 

狗医生：亨利、比比、lucky、灰儿、罗杰、王小黑、灰哥、米兰、雪雪、妮妮、维尼、黑

妹、小宝、兔兔、安吉拉、一九、小宝、子弹 

义工：钟茜、熊浩天、金蓉、金燕、王静、王欢、宋毅、荆琪、彭涛、万佳、胡瑾、张琳、

史芸蔓、张姝、顾琅、刘岑、钟铁锋、邓晓辉、董华、王书兰、陈姐、李芽、李扬婕、一九

主人、袁竹、刘策、张茜 

 

亚洲动物基金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新浪微博：@亚洲动物基金 AAF，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930506904  

腾讯微博：@亚洲动物基金，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101302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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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