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庆祝“世界动物日”系列活动精彩进行中！  

为迎接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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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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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家人”、“最感动眼

神”、“流浪的天使”三大奖项。以下是获奖作品

的链接： 

获奖作品介绍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1132980101a1gf.html 

获奖作品视频集锦： 

http://dp.sina.cn/dpool/video/pad/play.php?url=http://
video.sina.com.cn/v/b/117406139-1985279915.html  

9月底获奖作品评选出来后，接下来10-12月举

办的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线下全国巡展进行得如火

如荼，目前已有来自38个不同城市的160场巡展报

名申请，其中11场为大型巡展。各地的巡展深受喜

爱和支持，许多市民都被这些温馨的画面深深感

染。10月1-13日由上海市大学生环保社团联盟承办

的上海首场巡展在上海市动物园科教馆举行，这次

展览持续13天，吸引了约6000名市民前来观看。

11月将是最多城市同时举办巡展活动的月份，下月

将继续和大家分享。 

了解更多“2013我和它共享爱” 庆祝世界动物

日系列活动情况，请点击： 

http://weibo.com/1868995340/A2fwkDf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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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动物，有你有我 

深圳罗湖社区系列文明养犬宣传圆满落幕 

2013年1月28日，在深圳闹市中心东门商业街

广场，罗湖区文明养犬宣传活动正式启动，这意味

着在罗湖区城管所属街道开展的文明养犬宣传活动

的序幕拉开。在此后持续近9个月里，亚洲动物基

金和罗湖区城管共同开展了9场进到社区里的文明

养犬宣传活动，共派发活动宣传资料《如何与小动

物友好相处》、《狗只护理》10000多份。 

活动中，我们走进社区、社区公园、商业繁华

区、社区文化广场等处开展宣传活动。除了派发宣

传资料，还安排了摊位游戏，让参与者了解到如何

文明养犬，如何善待动物。部分街道还特别安排了

犬只管理部门为犬只上牌提供相关的咨询。深圳犬

类保护协会也向市民宣传如何对待社区里的流浪动

物。 

活动受到市民的普遍好评，有市民带上孩子一

起兴致勃勃的参加活动，有的带着自己的爱犬向兽

医咨询，也有的认真仔细的阅读有关的宣传资料。

一些不清楚如何给狗上牌的市民也通过这样的宣传

活动，有了一个了解。有市民跟我们说，这样的活

动好，可以让很多人受到教育。 

我们希望通过与市民的互动和沟通，让大家认

识到文明养犬、尊重他人、相互理解；科学负责饲

养猫狗，能够成为增进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桥

梁，让深圳这样一个美丽的大都市，添多一份人与

动物的和谐共存的亮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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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环保社团联盟承办的上海首场巡展  

四川传媒学院巡展现场   

广州市二十四中学学生参观巡展  

大连罗斯福国际中心巡展 

市民正在阅读有关文明养犬的宣传资料  

受到大家喜欢的摊位游戏  

市民前来咨询犬只上牌等问题 



 

深圳“狗医生”现身慈展会！ 

9月21-23日，亚洲动物基金首次参加了第二

届中国公益慈善展览会。在为期三天的展出中，

许多市民前来捧场哦。除了向公众派发单张资

料、介绍我们的工作之外，深圳“狗医生”特别

到场与市民互动成为一大亮点。大小朋友们给

“狗医生”梳梳毛、喂喂零食，还主动拿着关爱

动物的标牌和“狗医生”合影，表达对动物的喜

爱！ 

猫狗是挚友还是佳肴？这个话题已越来越频密

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帮助公众看清食用猫狗背后可能带来的健康和

安全隐患，避免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黑色产业链

买单，亚洲动物基金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了“做

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的系列公益广告宣传。 

目前，广告已登陆石家庄、南宁、上海、广

州、长春、长沙、邯郸、武汉、北京、深圳 、南

京、杭州、沈阳、重庆等地铁、公交站、LED屏

幕、楼宇广告等媒体。不少大型商场，例如北京庄

胜崇光百货商场等，也纷纷主动支持我们的公益活

动，利用场内LED屏幕等媒介向公众传播公益。 我

们的公益广告共覆盖了14个城市的294个媒体广告

位，同时在淘宝公益、益播公益广告联盟等网络平

台上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与本系列广告同步举办的“随手拍做健康吃

货”微博活动也持续火热进行着。网友们寻找到自

己居住城市的《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公益广

告或海报，与广告合照并发送#随手拍做健康吃货#

的话题微博，传播关爱动物的理念。每月我们还将

从中抽出30位幸运支持者，送上纪念品。全国的网

友们纷纷支持我们的活动，“伙伴”主题广告中的

小女孩“小葆”和狗狗“布布”以及“豆豆”，更

是“跳出”画面，来到广州地铁站，和广告合影，

获得大量粉丝支持转发微博。（详情请见：http://

weibo.com/1868995340/A6XE0ec4Q）活动持续到年

底，大家抓紧时间参加哦~ 

 

做健康吃货，请拒吃猫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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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医生”摩根和他的小粉丝  许多市民来给我们的“狗医生”捧场哦   

网友微博参与“随手拍做健康吃货”活动  

“伙伴”主题广告真人版  

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LED广告  

http://weibo.com/1868995340/A6XE0ec4Q
http://weibo.com/1868995340/A6XE0ec4Q


 

“狗医生”、“狗教授”9-10月活动精选 

成都“狗教授”为雅安地震灾区孩子带来正

能量 

距离雅安地震已经有近半年时间了，灾区的小

朋友也一直成为我们的牵挂。9月12日，在爱有戏

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的帮助下，成都“狗教授”小

宝，阿波罗和妮妮来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雅安飞仙

镇飞仙中心校，给四五年级的近100位学生上了一

趟关爱动物的课程。当讲到狗狗能在灾难发生时帮

助人类搜寻可能生还的生命时，经历过地震的孩子

都非常有感触。 

上课完后，除了在板房里和三只狗教授进行亲

密接触，学习如何与真正的狗狗友好相处，“狗教

授”和同学们还在操场上玩起了人狗接力赛，校园

里回荡着一片欢声笑语。虽然活动是短暂的，但我

们希望狗教授带来的正能量可以像阳光一样照耀着

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知道这些四条腿的动物是我

们人类的好伙伴好帮手，需要我们的爱和关怀。  

 

 

 

媒体报道： 

四川在线： 

http://morning.scol.com.cn/new/html/tfzb/20130913/
tfzb669925.html 

四川日报： 
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13/09/13/20130913614234081160.htm 

 

广州“狗医生”首次探访盲人学校   

10月13日，广州“狗医生”第一次走进盲人学

校。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团委的

志愿者们。同学们知道我们的到来，都非常热情地

打招呼，介绍自己。 

盲人孩子们对“狗医生”的兴趣非常大：他们

用小手一点一点地去探索狗狗的每一个部位，轻轻

地靠着狗狗、感受着狗狗的呼吸，跟狗主和志愿者

讨论他们了解到的狗狗的事情，还在狗主和志愿者

的帮助下，带着狗狗去散步。 

这次的探访活动，我们在盲人学校收获了很多

欢笑，离开时孩子们也都依依不舍的。“狗医生”

为他们带去快乐，而他们真挚而开朗的微笑，也温

暖着在场的“狗医生”和义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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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板房里面狗医生“阿波罗”和孩子互动  

人狗接力赛大家玩得很开心  

和毛毛一起散步    

轻轻摸着豆豆，感受它的呼吸节奏   

亚洲动物基金于9-10月在广州、深圳、成都以及香港4地共开展了60次“狗医生”探访活动，探访

人数为2842人；21次“狗教授”课程和9次“关爱动物 善待生命”公众宣传活动，为超过2216人宣传相

关知识。现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点滴：  

http://morning.scol.com.cn/new/html/tfzb/20130913/tfzb669925.html
http://morning.scol.com.cn/new/html/tfzb/20130913/tfzb669925.html
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13/09/13/20130913614234081160.htm


 

与深圳“狗医生”一起做公益！    

“与狗医生一起做公益”活动由亚洲动物基金

中国猫狗福利项目发起，目前已在广州、深圳和成

都开展。通过邀请普通公众与我们的义工以及狗狗

志愿者——“狗医生”一起探访老人院以及特殊

儿童机构等，给有需要的人送去无条件的温暖。让

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也认识了我们“狗医生”的

本领哦：） 

 9月8日，深圳“狗医生”邀请到中国银行宝

安分行的副行长和客户经理们一起做公益！大家来

到了福田区园东日间照料中心，来看望这里的老朋

友。“狗医生”们热情地亲亲这位奶奶，蹭蹭那位

爷爷，逗得爷爷奶奶咯咯笑！中银的志愿者们也特

别带去了小表演和礼物，和老人们亲切拉家常。无

论是爷爷奶奶、志愿者还是狗狗，都度过了愉快的

半天。 

快来报名，和“狗医生”一起做公益吧！ 

电子邮件：drdogchina@animalsasia.org  

2013“工作生活平衡日”，香港“狗医

生”再次造访汇丰银行  

10月25日，香港“狗医生”团队再次来到汇丰

银行的3家支行，参加他们的年度“工作生活平衡

日”活动。自2008年起，这已经是香港“狗医生”

团队第5年参加这一活动。 

趁着茶歇时间，我们的首先和中央总部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们问好。 

午饭前，我们又来到太古城，看望下一批汇丰

银行的朋友们。自从去年的探访结束后，我们便计

划在我们的探访中加入新元素。这次，“狗医生”

和主人特别向大家演示了应该如何向狗狗下达指

令，并邀请大家亲身实践。这个互动环节赢得阵阵

掌声，大家还开心地分享着自己与伴侣动物相处的

点滴故事。 

我们的第三站，便是汇丰大角咀办公室。这一

站，“狗医生”的到来可是个惊喜哦！探访结束前

20分钟，50位4-5岁的小朋友和他们的老师们耐心

地等在银行入口，期待和“狗医生”亲密接触。大

家都对他们的礼貌和耐心表示赞许，热情邀请他们

加入。孩子们虽然特别想跟狗狗玩，但仍是认真学

习如何正确和狗狗相处之后，才按照顺序跟狗狗互

动。汇丰的工作人员都对孩子和狗狗的良好表现惊

叹！ 

这一次，在汇丰银行的“工作生活平衡日”，

真是又惊喜又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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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联络处：  

联系人：黎彦女士        

电话：(020)38016788 

成都联络处： 

联系人：付靥女士    

电话：(028)83079033转217 

深圳联络处 ： 

联系人：朱芳蓉女士    

电话：(0755)26896504 

多多：“好久不见啊奶奶！来，我们香一个！”   

与“狗医生”一起做公益吧！    

mailto:drdogchina@animalsasia.org


 

参与香港白沙湾游艇会的二十四小時慈善

小艇賽活动 

亚洲动物基金周末来到香港西贡区的白沙湾游

艇会，参加一年一度的二十四小時慈善小艇賽活

动。我们通过义卖，目前已为熊熊们筹得了港币

3600元。非常感谢Will，Wing，Ivy，Chris，Sue 

和“狗教授”讲课义工们，一起维持义卖摊位的运

作。大家真的很棒！  

 

 

 

 

香港第一届脑退化关爱大使与脑退化老人

一同户外散步  

2013年9月14日，香港“狗医生”成功举办第

一届“与脑退化老人一同户外散步”活动。之前由

于天气原因，活动多次被延期，这次终于成行啦！ 

46位脑退化老人和他们的看护人员，15位“狗

医生”和89位关爱大使（由“狗医生”志愿者培

训，掌握了单独与脑退化老人相处的技能），共

150多人欢聚西贡的“渔农自然护理署狮子会自然

教育中心”。  

老人们先是和可爱的“狗医生”互动，然后尝

试着与“狗医生”和关爱大使们在中心的不同地方

散步。在关爱大使的陪伴下，我们的探访在和老人

愉快共度的下午茶中结束。通过这次探访，我们再

次通过安静自然的方式感受到了动物治疗的帮助。

一个看护人员说：“看见老人和‘狗医生’在户外

享受自然，真是开心。” 

非常感谢傅德荫基金对脑退化症关爱大使项目

的大力支

持！  

寻找“动保宣传好伙伴” 

——亚洲动物基金为您提供免费宣传资料 

9-10月共有11个团体与1个个人申请宣传资

料开展活动，包括爱动物爱地球SOS、石家庄一

米爱流浪猫救助团队、幸福猫狗之家救助站、土

猫之家、与牠同行动物援助中心、南昌小动物保

护协会、温州流浪动物救助站、漳州市小动物科

学养护救助中心、张家口流浪动物救助团队、青

岛爱护动物协会、南京农业大学动物保护协会等

团体和个人。 

亚洲动物基金为各地团体免费提供猫狗福利宣

传资料，包括“拒吃猫狗”，“文明养犬，做负责

任猫狗主人”，“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关

爱动物我行动”等主题，欢迎大家申请，详情请咨

询：drdogchina@animalsasia.org。我们鼓励大家多

次开展活动以及申请资料，并且建议资料的派发使

用请遵循有效、环保、不浪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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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感谢嘉凯城集团为庆祝“世界动物日”

微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全国巡展活动提供捐赠和大

力支持。 

 

2.   感谢狗医生Anna的主人杨帼慧小姐和她的同

事们多次在狗医生探访活动中，向孩子们捐赠小

礼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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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市第十六

中学团委社实外联部、英孚教育环市东路校区、

诗书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深圳：深圳市罗湖区城管局、深圳市犬类保护协

会、中国银行宝安分行、深职院外语分院心语志

愿者 

成都：益多公益、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新

华文轩购书中心、凯丹广场 

 

4.   感谢以下志愿者积极参与狗医生、狗教授活

动： 

广州： 

狗医生：格格、Lucky（金毛）、Lucky（雪纳

瑞）、Anna、豆豆、毛毛（比熊）、张翠花、妹

妹、肥婆猪、宝宝（混种）、Meimei、小美、巴

迪、NoNo、Miko、番薯、文迪、Snowy、多多 

义工：张丽甜、张以哲、梁飞燕、杨帼慧、钟文

娟、邝羿、肖欣婷、黄颖华、黄小健，蒋煜炜、梁

碧仪、郭龙和谭思曼、陈素茹、马楚坤、张京、吴

丽仪、程文、谢金蓓、冯冬梅、陈蔚昕、郑穗阳、

陈雯毅、黄彩兰、谭静妍、丘敏华、吴梦华、许

芳、陈韵、杜佩莲、黄洁贤、梁洁华、高思、陈

倩、吕柯蒙、陈恋、谢欣倩、钟碧莹、邹颖、黄卫

玮、李笑欣 

深圳： 

狗医生：王小葵、Momoco、丸子、Q仔、妞妞、

高高、多多、小白、摩根、Coffee(约克夏)、

Apple、巴弟 

义工：张明玉、吴莉莉、胡枫、毛玉芳、褚婷婷、

彭东红、闫鹰鹰、陈晓晨、冯岚、岳婉琦、Area、

马铭迈、林琳、林黎爽、李畅、陶洁、杨雨其、王

超、翟天奇、沈雪梅、孙涛、袁兆敏、孙新颖、熊

小婷、李柳丹、冯岚 

成都： 

狗医生：安妮、维尼、小爱、阿波罗、妮妮、小

宝、亨利、雪糕、旺旺、瑞熙、爱熙 

义工：熊浩天、胡瑾、钟斐妈妈、张静、万佳、史

芸蔓一家、董华、谢国超、杨斯雯、李苗、谭亮、

尹砚敏、钟茜、钟铁锋、陈晓梅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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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10月 

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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