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 

2012 年 9 月精彩活动回顾 

“2012 我和它 共享爱”庆祝世界动物日系列活动邀您参加！ 

为迎接 2012 年 10 月 4 日的“世界动物日”，亚洲动物基金于 8 月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

“2012 我和它 共享爱”公益微摄影大赛。大赛以“我和它 共享爱”为主题，设置了“我们

齐欢笑”、“就是一家人”、“最感动眼神”、“给力创意拍”、“流浪的天使”五大奖项。 

    在大家的给力支持下，今年共有 28291 人参与活动，参赛照片为 2448 张，图文微博原

创和转发量达 137704 条。经过审评，共 54 幅作品入围本次大赛的 5 个类别奖项，其中 5

幅为“全国金奖”，49 幅为“全国优胜奖”。 

获奖作品介绍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1329801012ojg.html  

获奖作品视频集锦：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U1MjY4.html  

 

亚洲动物基金即将联合当地动物保护团体在广州、成都、深圳、北京、大连、昆明举办线

下颁奖典礼。同时，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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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展。大家可根据自身资源，联系不同机

构，在比如高校、人流密集的公众场所、中小学校、社区、画廊、展览馆等场所进行本次大赛获

奖作品展示。 

同时，亚洲动物基金诚邀各地关爱动物人士、动保组织、高校社团及社会团队，和我们一

起举办“2012 我和它 共享爱”---“关爱动物 骑乐无穷”活动。我们希望能在全国征集到 50 个

自行车骑行小组，在同一时间段（2012 年 10-11 月）在各活动开展城市进行宣传“从身边做起，

关爱动物我行动！”的自行车骑行活动。一起通过健康的自行车骑行和网络宣传方式，向公众宣

传关爱动物的信息，号召普通民众从身边做起，关爱动物我行动！   

不管形式如何，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庆祝 2012“世界动物日”，一起向更多公众

宣传“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理念。请继续支持我们并行动起来赶快加入吧！ 

活动报名：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联系人： 

陈英捷  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合作与发展主管 

电子信箱：gchen@animalsasia.org 

联系电话：020-38016788，136 1026 094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1329801012oj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U1MjY4.html
mailto:gchen@animalsasia.org


 

 

亚洲动物基金“永恒爱心大使”莫文蔚与大家一起宣传“关爱动物我行动”！ 

 

“狗医生”项目获评“公益中国”年度入围大奖 

“公益中国”2012 年度评选（“For Better China 2012” Annual Award）是第一财经日报和公益

时报主办的公益支持活动。颁奖活动于 9 月 20 日-21 日在上海举行，作为唯一一个关注动物保护

的公益项目，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项目从 144 个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围年度大奖。 

媒体报道：http://www.p5w.net/news/cjxw/201209/t4498983.htm 

 

 

狗医生入户探访，团团圆圆过中秋 

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亚洲动物基金成都 4 位狗医生王小黑，雪糕，维尼和哈尼联手益多

公益来到了西蜀瑞苑小区，探访这里的孤寡老人，给爷爷奶奶们送去月饼以及节日的问候。 

http://www.p5w.net/news/cjxw/201209/t4498983.htm


 

  

狗医生哈尼和雪糕逗得爷爷奶奶笑开了花 

 

这是狗狗们第二次来到这个温馨的小区了。这次狗医生和志愿者们兵分四路，来到四位老人

的家里。陈奶奶也是第二次跟狗医生见面了，听说狗医生要来，她把家里收拾收拾了一番，让这

位四条腿的“客人”有更多的活动地方。“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们每次来我都好开心！”奶奶拍拍

“王小黑”的头仿佛在跟狗狗对话。 

 

中秋是个团圆的日子，志愿者和狗医生们跟老人拉拉家常，走动走动，老人们知足的笑容，

是志愿者们最大的回报。 

媒体报道：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2/0928/0904141067.html   

 

                                        

“狗医生”、“狗教授”8月活动精选 

亚洲动物基金于 9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 4 地共开展

了 22 次“狗医生”探访活动，探访人数为 1080 人；6 次“狗教授”课程

和 1 次讲座，为超过 490 人宣传“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的知识。现和

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亚洲动物基金-2012 香港狗医生迎新会 

 

9 月 1 日，我们香港 30 个义工参加了在金钟举行的亚洲动物基

金-狗医生迎新会。其内容包括：介绍亚洲动物基金的历史和狗医生

计划，以及问答环节给予义工们。 

特别感谢出席迎新会的义工给

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我们承诺，我

们将尽我们所能去做，甚至更好。 

 

 

 “齐来松一 Zone”香港亲亲狗医生午间工作 Part 2 

 

“齐来松一 Zone”- 亲亲狗医生午间工作 Part 2 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在九龙湾奥的斯举行，一共有 6 位亚洲动物基金

狗医生被邀请成为特别嘉宾◦ 

除了与他们一起分享狗医生的使命和工作，我们的狗医生

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2/0928/0904141067.html


 

监护人熟练地向他们示范如何去接触我们的狗狗朋友之外，Dr Wing Wing 和其监护人 Tony

帮助示范一般基本指令和一些有趣的小把戏◦在这一小时其间，所有奥的斯的员工全部变成

我们狗医生的小粉丝，大家一起玩游戏，分享心得和忙着拍照，度过了一个既轻松又愉快的

下午◦ （特别鸣谢 Dr Yat Yat，Dr Yuen Yuen，Dr Donna，Dr Oscar，Dr Wing Wing 和

Dr Jack◦） 

 

丁奶奶与狗医生朵朵一见如故 

 

9 月 22 日的特别探访，我们广州的三位狗医生多多，朵朵和

Coco 邀请了狮子会盛德服务队的 12 名成员一同前往广州寿

星大厦。司徒奶奶是狗医生的老朋友了，一见到我们就热情

地打招呼，还热情拥抱了狗医生，然后就拉着大家一起聊天。

而 85 岁的丁奶奶则是第一次与狗医生互动。她比较害怕体型

较大的狗狗，但是见到迷你的狗医生朵朵以后非常喜欢，不

仅抱朵朵，而且和朵朵合照之前，丁奶奶还特意梳了头发和

整理衣服，然后再合照。有一位老爷爷虽然语言沟通上有障

碍，但是他一直跟我表示他很喜欢狗医生，还对狗医生竖起

大拇指呢。 

 

狗医生与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小男孩 

狗医生同深圳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已经合作好几年了，隔几个月狗医生就会去探访他

们，而这里的孩子每次见到狗医生依旧很开心。每次去都会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也有些新

朋友加入。这次 9 月 18 日的探访，一名 10 来岁的孩子很喜欢狗医生，主动和每位狗医生玩。

他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在特殊学校有点暴力倾向，会打同学。但看到狗医生他好乖

啊，那么喜欢狗狗”。这个孩子还不太能控制自己的力量，抚摸狗狗的时候有点粗鲁，但当

义工告诉他，这样做狗狗会不舒服的时候，他会调整自己。整个活动中他的笑容没有消失过，

这样的笑容感染了他的老师和我们。通过动物助人助己的方式帮助人，正是我们这些带着红

色领巾的乖狗狗和他们的主人的共同心愿。 

 

成都家长孩子齐上阵学习关爱动物 

狗教授活动再次在充满人文关怀的盐道街小学锦馨分校开展，4 年级 2 个班的同学和家长一

起学习知识以及回答问题，人狗接力更是家长和孩子齐上阵，气氛非常活跃。 

在宋庆龄国际幼儿园，我们狗教授第一次与孩子们听讲座，玩游戏，连外籍老师也加入进来，

来到和这里的小朋友和家长们见面。大家一起聆听关爱生命的讲座学习和狗狗友好相处的知识并

和狗教授互动，玩接力赛。还有外籍教师也参与到活动中活跃气氛。 

 
在义工带领下同学和狗教授亲密接触    人狗接力赛家长和孩子齐上阵             



 

媒体报道：http://cd.qq.com/a/20120914/000255.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OTAxMTU2.html 

 

致信宁德一中关于如何处理校内流浪动物 

近日，我们在宁德一中团委微博上看到就该校流浪动物误伤人后发表“这些动物已经造成

伤害，必须一并处理”等信息，该微博迅速被大量转发，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事件发生后，

我们第一时间与该校联系并发出建议信，建议学校以更人道及科学的方式管理校内流浪动物，并

且对在校学生做好相关宣传教育工作。 并建议在校开展“做负责任猫狗主人”的相关宣传教育

活动，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以学习为首要任务，在毕业后有足够的能力及思想准备后才能饲养猫

狗，一旦饲养，终生负责。同时，我们也向该校推荐在学校开展流浪猫 TNR 项目(扑捉-绝育-放

归)，这将是最终控制流浪猫数量的有效方法。 

 

致信中国航空管理局关于加强动物航空托运管理 

各大媒体近日纷纷报道一则关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托运犬只 Mars 死亡”的消息，消息称

2012 年 8 月 5 日 22 时，Mars 随主人赵南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后简称南航）CZ6993 航班由

西宁飞往北京。当时，Mars 被装在一只专用航空箱内，但在 6 日 0 时 30 分飞机抵达北京后，赵

南被告知，航空箱破损，Mars 失踪。7 日 12 时 17 分，南航通知赵南，犬只已找到。但此时的

Mars 已经死亡，尸体僵硬，口唇边有血迹。报道中称南航拒绝道歉，也拒绝提供 Mars 的死亡真

相。多日交涉无果后，赵南将南航告上了法庭。23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就此事件，我们致信并恳请中国民用航空局完善我国活体动物航空托运的相关法规和管理，

规范中国各航空公司、机场及相关行业人员在活体动物托运方面的管理和指引，保证运输动物的

安全和基本福利，同时也恳请中国民用航空局敦促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积极的态度解决此事，还

原事件真相，并切实改进其在活体动物托运方面的各项措施，确保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故。是时

候彻底结束按体重来计量生命价格的时代了。 

 

反对仁寿县对流浪犬只进行扑杀 

9 月，我们接到很多来信称四川省仁寿县为了控制狂犬病，将对该县犬只进行大面积免疫，

并对没有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我们立刻致电仁寿县畜牧兽医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并对捕杀提出反

对意见。对方表示愿意先听取我们的意见再做出最终决定，随后我们向仁寿县畜牧局发出了我们

的所有意见和建议。 

 

我们非常支持仁寿县对当地犬只进行全面管理和大面积免疫，但对于针对流浪及无主犬，

我们诚挚希望并请求仁寿县取消捕杀的决定，采取更科学、人道和有效的方法进行狂犬病防控和

犬只管理。同时加强城乡居民关于“文明科学养犬，做负责任猫狗主人”的教育工作，普及狂犬

病预防控制相关知识。 

详情：http://www.animalsasia.org/index.php?UID=7NPJ18G7W93  

 

向安徽省亳州市文化旅游局与公安局举报“斗狗”活动 

本月，我们在多个网站新闻上看到“亳州狗市‘斗狗’被指过于残忍”的新闻(链接地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IoUrei6A7c/)，新闻还附上多张“斗狗”正在厮杀的照片，

http://cd.qq.com/a/20120914/000255.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OTAxMTU2.html
http://www.animalsasia.org/index.php?UID=7NPJ18G7W93


 

吸引了很多围观者，现场情况十分残忍、血腥，我们对此深感震惊。该事件引起了大量媒体、公

众及全国各地动物保护团体的关注，大家均表示此类活动过于残忍，强烈反对类似“斗狗”活动。   

 

为此，我们致电亳州市文化旅游局、亳州市公安局分别进行举报并发出举报与建议信，恳请

相关部门对此“斗狗’事件立即进行查处，阻止这种血腥、残暴的场面传播，避免更多的犬只无

辜受伤或死亡。 

支持各地动保社团宣传活动 

本月共有 5 个团体与 1 个个人申请宣传资料开展活动，包括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厦门

市爱护动物教育专委会、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教育联盟、法绿环保协会、武汉犬业协会流浪宠

物救助工作委员会。其中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将在 10-11 月期间在杭州 30 多所高校和 60 个社

区开展文明养犬与拒吃猫狗的宣传教育活动。厦门市爱护动物教育专委会的活动现场参与人数上

万，活动中共计发放“拒吃猫狗”等宣传单张一万张。 

  

厦门活动吸引了上万人支持并参与 

  

转赠玛氏捐赠的狗粮，用于资助太原流浪狗狗爱心家园 

网络指山西太原流浪狗狗爱心家园因资金缺乏，收容犬只生存状况非常糟糕，大量犬只被活活

饿死。亚洲动物基金第一时间与太原市公安局养犬管理办公室及太原爱心家园联系，提供留检所

管理相关建议，并协助联系玛氏食品，捐赠价值 1万余元的狗粮。 

 

应邀参加广州市青少年动物保护科技教育活

动辅导培训班 

9 月 21 日，受 HKSPCA 邀请，我们参加了广州市青少年

科技教育协会主办的广州市青少年动物保护科技教育活动辅

导培训班。在 HKSPCA 协助下，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生物专委会、广州市中学生物教研会编写了《广州市青少年

动物保护教育读本》，并准备推广，因此组织了面向老师的这

次培训。我们在培训班上向与会的老师介绍了我们的“狗教

授”课程，旨在为老师们日后的授课提供一个可选的内容。

同时，我们也回答和分享了一些关于动物保护理念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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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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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狗医生：弟弟、Miki、Coco、妹妹、Money、文迪、多多（古牧）、朵朵、Nono、翠花、番薯 

义工：袁懿坤、郑穗阳（实习义工）、张瑶瑶（实习义工）、吴丽仪、陈雯毅、赵晶、郭绮华、梁

诗茗（实习义工）、黄小健、陈颖瑜。 

合作机构： 广东狮子会盛德服务队 

深圳： 

狗医生：泰勒、孙靓靓、Q 仔、豆包、黄黄、多多、apple、momoco、欢欢 

义工：舞蝶、朱阿姨、毛玉芳、曹建国、陆靖、闫鹰鹰、Areas、吴莉莉、杨星、林怡岑、马铭

迈、夏杰、丁秀兰、陶洁、雷虹、林秋蓉、林黎爽、陈泉、林琳、钟雨辰、岳婉琦 

合作机构：文锦街道工作站 

 

成都： 

狗医生：安吉拉，米兰，贝贝，比比，猪油，一九，罗杰，灰儿，阿波罗，王小黑，雪糕，哈尼，

维尼，雪雪，丁丁 

义工：李扬婕及母子儿子，荆琪，赵敏一家，林静，朱丽佳一家，王静，金燕，张静，王欢，董

华，陈学宏，胡瑾，彭涛，彭娟，张姝，刘岑，丽娜，钟铁锋 

合作机构：益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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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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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