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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精彩活动回顾 

（2012 年 3 月） 

第一届中国猫只科学管理研讨会在京顺利召开 

3 月 24-25 日，由北京幸运土猫主办，亚

洲动物基金作为支持单位共同举办的第一届

中国猫只科学管理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本届研讨会得到来自全国 20 多个主要城市的

30 多家国际和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及兽医专业

人士的支持与参与。超过 70 人共聚首都，共

同讨论和交流流浪猫绝育计划（TNR：Trap

捕捉-Neuter 绝育-Release 放归），希望通过对

猫群进行系统、科学的管理，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真正实现流浪猫不再扰民而与居民和

谐相处，并改善猫咪的生存环境。 

作为这次研讨会主办单位幸运土猫的负责人曾莉女士，在会上与大家分享了幸运土猫 TNR 项目从

2004 年开展至今的成功运作经验；同时也介绍了让 TNR 项目持续稳定开展可能面对的各种困难和解决办

法。大会组委会还发布了由幸运土猫和亚洲动物基金联合编写的两本手册《流浪猫 TNR 项目指导手册》

和《中国兽医猫狗绝育手术指南》，为 TNR 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资料。中国兽医协会宠物

诊疗分会副会长、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会长刘朗博士则向大家介绍了北京 TNR 的模式和发展情况。

现场更有国内外兽医专家为大家解答猫只绝育手术以及术后护理的问题。来自亚洲动物基金的资深兽医莫

妮卡女士针对当前国内动物医院的实际情况，向各动物福利团体介绍了行之有效的兽医专业意见，让代表

们了解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兽医诊所、以及在开展绝育工作中的各项注意事项。 

除了会议环节，大会还特意安排了两个参观活动，分别是参观北京某公园 TNR 项目的猫群，以及参

观幸运土猫的领养场所。中国猫只科学管理研讨会日后将会持续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家通过交流，共同向

社会发出呼声：解决流浪猫扰民问题时，请用“绝育”取代“捕杀”，绝育才是真正人道、科学和长期有

效的方法。也请猫咪主人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主人，给自家猫咪做绝育，并且与它相伴一生，不离不弃。 

详情：http://www.animalsasia.org/index.php?UID=1KALZ3R2F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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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界“高考”又来啦！ 

广州、深圳 2012 年度“狗医生”考试 

3 月 11 和 18 日，一年一度的“狗医生”

考试首先在深圳和广州拉开了序幕。跟以往

一样，“狗医生”考试得到众多养犬人士的支

持，纷纷通过网络和电话为自己的爱犬报名。

深圳以及广州的“狗医生”项目分别在 2007

年和 2006 年启动，狗狗以及志愿者们定期为

当地多家特殊机构服务，送去狗狗陪伴特有

的温暖。 

经过严格的测试以及兽医检查身体后，

深圳有 5 只狗狗通过“大考”，该城市“狗医

生”增加到了 37 名；而当天 19 位参加广州

考试的狗狗中，则有 7 名顺利过关，广州“狗

医生”数量达到 68 位。严格的考试是为了保

证“狗医生”项目的安全，因为这些考试就

是模拟“狗医生”在探访孩子、老人时可能

遇到的情况，只有那些性格特别温驯稳定、喜欢和人打交道的狗狗，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狗医生”。这

些新上任的“狗医生”将最快从 4 月份开始正式上岗，和师兄师姐一起，在给更多的老人、孩子带去欢乐

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播狗狗是人类最佳伴侣和帮手的理念。 

媒体报道： 

3 月 11 日 中新社：深圳举办“狗医生”选拔考试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2/03-11/3734446.shtml  

3 月 20 日 南方日报：广州 21 只小狗“竞聘”当“医生”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3/20/content_7068157.htm  

 

“狗医生”、“狗教授”活动精选  

亚洲动物基金于 3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 4 地共开

展了 26 次“狗医生”探访活动、8 次“狗教授”课程和 11 次“关

爱动物 善待生命”讲座，为超过 1408 名学生上课；超过 25 家媒

体对我们的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共同宣传“动物助人助己”的理

念。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学雷锋日成都“狗医生”颐乐村养老院探访 

3 月 5 日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日子，这天我们成都

“狗医生”灰哥、碳碳、贝贝、雪糕联合锦城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同学一起探访颐乐村养老院的老人们。戴着雷锋帽、背着雷

锋包，大家为爷爷奶奶们表演歌舞，并帮助老人们打扫房间，给

他们带来狗狗的陪伴与问候。“狗医生”还与卧床在房的老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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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抱着狗狗帮它们梳理毛发。郑婆婆今年 87 岁，家里原来也养了 2 条狗，“狗医生”来访令她开心不

已，她希望“狗医生”能经常来敬老院活动。 

媒体报道：3 月 5 日四川日报：学雷锋日狗医生出诊敬老院 

http://society.scdaily.cn/shsx/content/2012-03/05/content_3467999.htm?node=3699  

 

广州“狗医生”探访荔湾区致爱学校 

3 月 15 日下午，广州“狗医生”与安捷达（北京）顾

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一起来到荔湾区致爱学校，

义工哥哥姐姐以及同学们一起认识了我们三位可爱的“狗

医生”Snowy、番薯和张翠花，并陪“狗医生”们跟致爱

学校的孩子们交朋友。参加完这次“狗医生”探访后，义

工 Ivy 姐姐把现场拍的照片跟公司的同事们分享，大家都

对“狗医生”活动好有兴趣希望继续参加呢！ 

 

 

香港“狗医生”受邀参加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 2012” 

3 月 24 日，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很荣幸地

被邀请参加大埔香港教育学院举行的“香港自闭症

研讨会 2012”。冯淑珍博士(香港教育学院高级专任

导师)向全场 100 位观众讲解有关动物治疗如何帮

助自闭症儿童◦ 冯博士强调选择良好合作伙伴须具

备安全和严格的守则，例如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亚洲动物基金职员向观众

讲解及示范“狗医生”考试的资格和标准，更设有

答问环节有关狗只的身体语言，当天所有在场人士

一起接受“动物治疗”。 

 

香港“狗教授”探访秀宝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这个月，我们香港的狗教授第一次用粤语来给秀宝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孩子上课哦！课程精彩，就连送孩

子到中心活动的家长都情不自禁地加入到我们的课堂

中！ 

中心里面大部分的孩子以前都是怕狗的，而跟狗狗

面对面接触还是第一回，因而表现出胆怯和犹豫，我们

一点都不奇怪。在我们的双语志愿者的陪同下，孩子们

按部就班地学习着怎样跟陌生的狗狗打招呼，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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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都放开心扉，家长也甚至加入到我们的活动中。课堂结束时，大家已俨然跟我们的狗教授成为好朋

友了。 

 

深圳“狗教授”进社区宣传文明养犬 

社区养狗问题一直是让社区的管理者比较头疼的，而社区里的孩子又愿意跟狗狗接触。3 月 17 日深圳

东西方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联合亚洲动物基金的“狗教授”一起，到金地社区开展了关爱动物，文明养犬

的社区宣传活动。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有孩子们扮演在社区里遇到不文明养狗的小情景剧，也有根据题

目回答狗狗知识和关爱动物的竞答题，还有“狗教授”和孩子们一起游戏互动。活动吸引了社区老老小小

的居民。而“狗教授”的到来更让孩子们开心，在学习了如何与小动物相处的知识后，还跟“狗教授”一

起散步。单张咨询台前，也有孩子向义工姐姐们提些问题。活动后，一位孩子的奶奶说，这样的活动好，

让孩子长知识。 

 

 

其他活动 

支持各地“关爱动物、善待生命”活动宣传 

本月我们为 10 个团体给予支持，为大家提供相应

的宣传资料以助其开展活动：河北唐山世宠联合商贸

公司将在公司展出关爱动物宣传资料，供大家取阅；

甘肃绿色志愿者之家长期开展关爱动物活动，本次活

动将走进社区，开展“关爱动物、善待生命”以及“怎

样照顾猫狗、做文明养猫狗的主人”的讲座，我们为

此提供了讲座所需的宣传资料；我们也为腾讯公益活

动在各地的协助团体提供宣传资料，他们将借助公益

活动开展“关爱动物”的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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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成都公安人道捕捉犬只工具 

为帮助成都公安局犬只管理工作人员在捕捉流浪犬只时更为人道和科学，同时促进民间机构与政府机

构的良好关系。我们特向成都公安局犬只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捐赠从香港进口的人道捕捉犬只工具 5 个。 

 

 

长沙公益广告在该市 20 个公交车站发布 

“养犬之前请三思”、“给它一生的承诺，你真的准备好了？”这是所有的养犬人及准备养犬的人都应

该仔细思考的问题；由长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联合亚洲动物基金推出的 2012 年协会公益广告已经在该市

20 个公交车站发布，共 40 幅广告。我们非常感谢长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以及所有为此出力的朋友，通过

公益站牌的展示，让“关爱动物”的理念传播得更广。 

 

 

 

 

 

 

 



             

 6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各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志愿者们，包括我们的“狗医生”们参加 3月间的活动，同

时也非常感谢与我们合作一起举办探访活动的机构和志愿者们： 

广州： 

 狗医生：多多（古牧），陈宝宝，Lucky，Kobe，Miki，小白，Snowy，张翠花，番薯，巴迪，黄吴

文迪，弟弟，毛毛 

 义工：陈韵，陈志贤，梁飞燕，邝羿，钱浙莹，李丹，许芳，张京，丘敏华，陈雯毅，吴梦华，杨

玥，马楚坤，何玉桃，袁懿坤，文霏霏，刘蓉，郑莉，吴丽仪，黄小莹，黄景贤，吕柯蒙，潘威，

黄小健，汪羽 

 合作机构：安捷达（北京）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 

 狗医生：黄黄、妞妞、APPLE、Coffee、Q 仔、孙靓靓、哈林、阿福、小白、多多、豆包、摩根、辣

椒 

 志愿者：陆靖、褚婷婷、Ares、曹培越、毛玉芳、朱阿姨、周凯苏、胡艳梅、陈晓晨、闫鹰鹰、曹

建国、冯岚、徐斌、林怡岑、曾嘉慧、陶洁、沈雪梅、丁秀兰、苏力霞、李一丹、雷虹、高永涛、

刘钊、刘杨琪、彭芸、夏杰、马铭迈、陈泉 

 合作机构：罗湖区文锦社区义工 

成都： 

 狗医生：雪糕 贝贝 碳碳 灰哥 DODO 

 志愿者：董华 贝贝爸 陈学宏 宋毅 张洋 

 特邀义工：刘岑 张姝 锦城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同学 

 合作机构：颐乐村养老院 铁佛村养老院 通锦小学 

亚洲动物基金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腾讯微博：http://t.qq.com/animalsasia ，    腾讯博客：http://user.qzone.qq.com/1013029020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aafchina ，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930506904  

搜狐微博：http://t.sohu.com/u/63024750 ，  飞信空间：http://space.feixin.10086.cn/26454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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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