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 

2013 年 1-2 月精彩活动回顾 

深圳罗湖区文明养犬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深圳罗湖区城管联合亚洲动物基金开展大型文明养犬宣传系列活动，并于 1 月 28 日在

深圳最繁华的闹市区——东门举行了启动仪式。当天罗湖区城管向市民发表了文明养犬的讲

话，大家一齐宣读了倡议书，并在签名板上签名承诺依法文明养犬。活动设有问题解答和兽

医咨询等专区，为大家解答如何为狗只办理上户以及犬只护理等问题，向公众宣传文明养犬

的同时，也向大家宣导了正确的养犬知识。亚洲动物基金现场设置的文明养犬摊位游戏、养

犬知识单张派发等公众参与活动也十分受市民们欢迎，引导大家做个负责任的犬主。 

文明养犬，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活动将持续在罗湖区各大社区开展，期待大家

的参与哦！ 

     

文明养犬的摊位游戏                    展架前市民在认真观看 

 

 “狗医生”入户送祝福，与孤寡老人同剪纸 

新年要吃团年饭，团团圆圆是新年。临近新春佳节、齐聚一堂时，成都“狗医生”联

合益多公益共同探访西蜀瑞苑小区的 3 户孤寡老人。我们希望老人们也能过一个热闹而温馨

的新年。这次我们的“狗医生”雪糕、雪雪和米兰还给老人带去了特别的朋友——亚洲动物

基金的创始人谢罗便臣女士、工作人员詹姆斯先生和他的太太辛西娅女士，以及英国老牌演

员彼特先生（Peter Egan）。“狗医生”与老人家们开心互动，Peter 也亲自为老人贴上春联。

其中一户老人雷爷爷还教起了“老外”们中国的传统民间才艺——剪纸。Peter 把雷爷爷的

剪纸作品带回了英国，英国人们也都非常喜爱他的作品。除了有“狗医生”的陪伴我们还准

备了大米、食用油和春联等礼物送给老人们，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一群“老外”跟雷爷爷学剪纸           Peter 的杰作“春”字多了一横 



 

细心的谢罗便臣以及辛西娅想到，雷爷爷

年事渐高，家里缺一张舒服的椅子。我们的工

作人员们捐款为老爷爷买一张舒服的躺椅作为

新年礼物。1 月 31 日，我们和 Jill 一起再次来

到雷爷爷家给他现场安装躺椅，雷爷爷乐得合

不拢嘴并赠给我们一张剪纸作为感谢，他说“我

不会表达，唯有把这张亲手制作的剪纸送给你

们作为新年礼物。”谢谢雷爷爷，能给您带去欢

乐和温暖，就是“狗医生”和我们最大的愿望！ 

 

 

 

 

媒体报道： 

中新网 http://www.sc.chinanews.com/news/2013/0120/0441169102.html 

华西都市报 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30121/61803.shtml 

 

 

成都文轩书城拒吃猫狗活动 

冬季贩卖食用猫狗肉的现象日益增多。为了使大众更加了解猫狗肉背后的血腥残忍真

相和食用猫狗肉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亚洲动物基金在成都文轩书城开展了一次宣传拒吃

猫狗活动。活动当天，我们开展了一次特别的“狗教授”课程，书城的同学和家长们都踊跃

参加。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谢罗便臣女士现场与大家分享她领养的小狗 Muppet 的故事。大

家都夸赞 Muppet 活泼可爱，可谁能想到它是从一辆非法运狗车上被救下来，曾险些被当做

食物摆上人类的餐桌呢？这让大家更明白，没有所谓“肉狗”和“宠物狗”的划分，狗狗都

是我们的朋友而非食物。 

有趣的“猫狗知识飞行棋”游戏，让大家在游戏之余也学到了很多猫狗的知识。一位

小朋友在我们签名横幅上写到：“只要我们爱狗狗，狗狗也会爱我们。”另一位年纪小的小朋

友说：“姐姐，我不会写字，我就画两颗心代表我们和狗狗相亲相爱。”谢谢小朋友，狗狗们

已经感受到了你的关心和爱护！ 

  
Jill 和大家分享 Muppet 的故事          小朋友签名写上对狗狗的祝福 

媒体报道： 

四川在线 http://sichuan.scol.com.cn/cddt/content/2013-01/14/content_4588991.htm 

http://www.sc.chinanews.com/news/2013/0120/0441169102.html
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30121/61803.shtml
http://sichuan.scol.com.cn/cddt/content/2013-01/14/content_4588991.htm


 

中国日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shehui/2013-01/15/content_16121674.htm 

“狗医生”、“狗教授”1-2 月活动精选 

亚洲动物基金于 1-2 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 4 地共开展了 37 次“狗医生”探访

活动，探访人数为 1922 人；13 次“狗教授”课程和 4 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

为超过 1940 人宣传相关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与 JILL 午聚 2013” 

2013 年 2 月 23 日，超过 150 位香港的狗医生和狗教授义工参与了“与 JILL 午聚 2013”

的活动，一起庆祝义工共同的努力。我们借着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感谢各位义工过去在义

工服务上付出的努力；同时，这个活动也让亚洲动物基金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谢罗便臣博

士与各位义工聚一聚。 

过往 4 年的“与 JILL 午聚”活动均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赞助举办，以表彰狗医生团队

于“生活与工作平衡日”的活动上前往各分行提供动物治疗，为员工减缓工作的压力所做出

的公认的贡献。 

西贡的 In Sai 餐厅提供了拥有海傍美景的场地和美味的素菜餐，为“与 JILL 午聚 2013”

揭开了序幕。接着，谢罗便臣博士在活动上向义工致欢迎辞，概括地总结上一年度的成果并

分享了来年的发展方针。她向各位义工致谢，并赞扬他们的努力，鼓励他们继续支持亚洲动

物基金，改善亚洲动物的生活和福利。 

最重要的是，“与 JILL 午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亚洲动物基金的职员和义工

可以在一个轻松自在的环境下畅谈，玩"BINGO"游戏，参与益智的有奖问答游戏，当然还有

不可缺少的幸运大抽奖。这次活动，我们有幸得到香港大学黄蔚澄博士，喻慧敏小姐，中华

锡安传道会的黎立显先生、“阿权”、“熊猫”，亚洲动物基金董事会高级职员 Anneleise 

Smillie 女士，  财务总监 Chris Chiu 先生和总经理 James Smillie 先生的参与及协助。加上

Vincent 和 Esther 两位完美无瑕的主持，带动了整个活动的热烈气氛，我们特此向他们致谢。 

各位狗医生和狗教授义工为香港小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此向您们致上衷心感谢。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shehui/2013-01/15/content_16121674.htm


 

 
深圳“狗教授”做“模特”，为小画家当“缪斯” 

1 月 19 日，深圳的“狗教授”受邀来到杨梅红少儿美术罗湖基地，和孩子们共同上了

一堂有趣的关爱动物的课程。除了学习关爱动物的知识，与“狗教授”互动外，狗狗们发挥

他们的强项，淡定大方地当上了模特，为孩子们充当“缪斯”。画家与模特就这样成为了好

朋友：）孩子们笔下的狗狗风格各异，有 Q 版的卡通狗狗，也有的画得栩栩如生。课间休息

之余，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要抱抱狗狗，和他们玩耍。大家对“狗教授”喜欢得不得了，平时

干练的校长也像个孩子一样，和“狗教授”混成一片。狗狗们肯定在心里偷笑：“淡定啦，

不要太迷恋我哦。” 

   

“狗教授”多多在当“模特”：“你们有我淡定吗？”       秀秀笔下的“狗教授” 

 

 “狗教授”番薯当小老师，为广州学生上关爱动物课程 

应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邀请，1 月 16 日，广州“狗教授”

为来自广州各区 10 所中学的 200 多名学生以及全市多间学校的老师进行了关爱动物课程宣

讲。课程中，狗教授“番薯”走上讲台，为学生们演示了正确与狗狗相处的方法。 

与狗教授互动时，大家都很积极。如果有谁忘了与陌生狗狗相处的正确步骤，比如第一

次与狗教授“豆豆”打招呼就直接伸手摸狗狗的头，认真上课的同学便会立刻指出问题，并



 

大方地示范应该先征得主人同意再和狗狗玩。老师们反映，我们教给学生的一些与狗狗接触

的方法（如交朋友方法，害怕狗狗该怎样做的方法）非常有用，对于小朋友很有帮助。有不

少学生还关注到食用猫狗肉问题，以及表达他们自己对于养狗的一些想法。小小年纪的他们

能主动去关心关爱动物，让人欣慰。 

   

狗教授“番薯”演示正确与狗狗相处的方法   “汪汪，我最喜欢人家摸我下巴，可舒服了！” 

新闻报道：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Xj3oq_lZxs/    

          http://v.gdtv.cn/html/ItemId57/2013-01-17/35643.html   

 

 

广州“狗医生”新春探访寿星大厦 

正月里来是新年。元宵节前一天，广州“狗医生”携手拜耳集团广州志愿者协会来广州

寿星大厦看望爷爷奶奶们啦！考虑到老人家行动不便者偏多，我们特意上到老人居住的楼层。

志愿者给爷爷奶奶们送去了新年祝福，大家玩起了“击鼓传花”等各种小游戏。 

几轮游戏过后，四只可爱的“狗医生”登场了，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老人家们

巴不得立刻就将“狗医生”拥入怀里呢。第一位迎接狗医生“毛毛”的是梁奶奶。梁奶奶曾

在越南居住过，养过 6 只狗狗，抱着“毛毛”便想起自己家的狗狗，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

而“毛毛”也非常懂事地呆在梁奶奶的怀里，不时去亲亲梁奶奶，逗得老人家破涕为笑。打

扮得非常可爱的“陈宝宝”也吸引了不少老人家的目光，一位老爷爷兴致勃勃地要认“陈宝

宝”为干孙女。新年的气氛萦绕在寿星大厦，老人们的笑容像孩子一样灿烂无邪。 

  
       “梁奶奶不哭，毛毛抱抱奶奶”       陈宝宝与干爷爷深情对看 

媒体报道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5Mzg1Njk2.html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3-03/03/content_2168096.htm  

 

亚洲动物基金受邀参加青少年空间项目交流与分享活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Xj3oq_lZxs/
http://v.gdtv.cn/html/ItemId57/2013-01-17/35643.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5Mzg1Njk2.html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3-03/03/content_2168096.htm


 

1 月中旬，亚洲动物基金受邀参

加青少年空间项目交流与分享活

动。作为唯一发言 NGO 代表，我们

向来参与的政府、学校和 NGO 代表

等分享了“狗教授”项目在青少年

空间以及在成都其他学校和机构的

开展情况，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和

支持。武侯计算机小学的老师表示，

自从去年 11 月狗教授活动第一次在

学校开展以来，学生们都有很好的

反馈，并托老师为我们带来亲手制

作的工艺品作为礼物。感谢大家的

支持，这是我们努力前行的最大动

力！ 

 

 

 

 

致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关于该校棒杀流浪狗的一封信 

近日， 一则关于“华南师大保安棒杀流浪狗，称学校为整治校园环境”的新闻受到了

极大的社会关注，引起校内同学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 

亚洲动物基金对此事件非常关注并感到非常遗憾，这样的行为与国家重点大学的形象不

符，更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教师的师范大学形象不符。我们理解贵校出于对学生的安全等原

因对校内流浪犬进行处理，但残忍的处置方式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浪动物数量过甚、动

物伤人等问题，反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利，对学校的形象也造成很大损害。校园流浪狗产

生的主要根源是学生不负责任的饲养犬只并遗弃犬只，我们建议学校加强学生教育与监督，

预防学生不负责养狗；针对存在的流浪犬，我们建议学校按条例规定将其送至广州犬只留验

场所或告知公安机关进行处理，以给这些犬只重新回归家庭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建议学校

开展犬只领养活动，鼓励学生家长、教师献出爱心领养校内流浪犬，给流浪犬一个温暖的家。 

 

 

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 

1. 感谢保利集团捐赠现金 5000元，用于支持世界动物日项目。 

2. 感谢成都志愿者金燕，往后每月定期捐赠 500元，用于支持“狗医生”探访活动。 

3. 感谢珍宝公司捐赠一批狗用项圈，用于启明自贡狗救助项目。 

4. 感谢英国著名演员 Peter Egan参加“狗医生”探访活动。 

5. 感谢以下合作机构和我们一起开展狗医生、狗教授、社区宣传等活动： 

广州：执信中学的朱咏诗、梁靖雯、陈络琪三位同学、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的易颖琪同

学、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拜耳志愿者协会广州分会 

深圳：星巴克义工 

成都：益多公益、保利 198、珍宝集团 



 

6.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动： 

广州： 

狗医生：苏苏、妹妹、番薯、小白、谢朵朵、多多（古牧）、Money、Snowy、豆豆、黄吴

文迪、Kobe、弟弟（贵宾）、陈宝宝（西施）、毛毛（雪纳瑞） 

义工：孔倩萍、吴丽仪、丘敏华、邓芷欣、文霏霏、李伟东、高思、谭凌、李丹、谢朵朵、

陈颖瑜、陈韵、周碧霞、许芳、陈素茹、吴梦华、黄小健、赵晶、黄颖华、杨玥、邝羿、陈

茜、欧家炘（实习）、杜佩莲、钟文娟、梁洁华（实习义工）、高思、冯冬梅、陈志贤 

深圳： 

狗医生：嘉欣、哈林、多多、小 Q、孙靓靓、豆包、小白、摩根、MOMOCO 

义工：李滔、周凯苏、闫鹰鹰、张晶、袁兆敏、马铭迈、陶洁、雷虹、沈雪梅、胡小露、林

秋蓉、林黎爽、孙新颖、林琳、钟雨辰、范婷婷、李畅、冯岚、朱阿姨、曹建国、冯岚、吴

莉莉、丁秀兰、舒一曼、于璐 

成都： 

狗医生：雪糕、雪雪、米兰 

义工：邓晓辉、彭涛、荆琪、刘岑、张茜、钟铁锋、周珊珊、Ophelia、顾琅、史芸蔓、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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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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