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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事記
在2011年，我們迎來了亞洲首個動物治療項
目——“狗醫生”項目成立20周年的紀念。在1991
年，謝羅便臣和她的金毛獵犬“馬克思”在香港的
一家醫院探望了一位下肢癱瘓的男孩，由此揭開
了“狗醫生”項目的序幕。

九月：亞洲動物基金成功主辦了第三屆中國犬隻管
理研討會，政府相關部門及動物保護組織參與了本
次會議，參會人員就如何合理進行狂犬病的預防和
控制進行了探討。
九月：亞洲動物基金與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合作在英
國下議院威斯敏斯特大廳舉辦了一場面向全球的傳
統中醫從業者的會議。在大會上，我們還組織了一
場關於瀕危物種的座談會。
十月：亞洲動物基金聯合英國愛丁堡大學在重慶開
展了為期一周的動物福利工作坊，共236名獸醫專業
大四的學生參與了本次工作坊。另外，我們還在成
都召開了為期兩天的動物護理研討會，來自全國各
地動物園及野生動物園的32名動物管理人員及獸醫
參與了本次會議。

2011年，亞洲動物基金安全地救回了30隻黑熊，
其中包括越南的第100隻黑熊——“夢想”。它和另
外13隻黑熊一起，於11月被救回位於越南的救護中
心，它們當中的大多數都失去了手臂。截止到2011
年12月底，我們在中國和越南總共救助了381頭黑
熊——中國277頭，越南104頭。

十月：亞洲動物基金為由國內動物保護組織從黑色
狗肉產業鏈救回的幾百隻狗提供了長達一年的多項
幫助，包括獸醫支持、藥物、狗糧及資金資助等。

三月：越南國家旅游局警告越南的旅行社，一旦介
紹國外游客購買熊膽制品，其執照將予以沒收。
三月：亞洲動物基金首次發起“愛動物 拜客行”活
動，吸引了來自全國20個城市的87個“拜客”小組
參加，通過低碳環保的騎車沿途宣傳和網絡微博宣
傳等方式，向公眾傳播關愛動物的信息。
四月：謝羅便臣被蘇黎世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以表彰她對動物福利所做出的貢獻。
六月：亞洲動物基金在成都成功舉辦了亞洲規模最
大的動物福利論壇——持續四天的“2011亞洲動
物大會”。大會向為動物福利做出卓越貢獻的同仁
們頒發了亞洲動物基金福利獎（為了紀念第一頭被
救助的黑熊“安德魯”，該獎項也被稱為“安德魯
獎”）。
八月：亞洲動物基金聯合騰訊公益、騰訊微博，共
同舉辦了“我和它 共享愛”2011世界動物日微攝影
大賽。全國近萬名網民積極支持和參與，大家通過
照片傳達對伴侶動物的愛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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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亞洲動物基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共20多個城
市聯合當地團體舉辦近百場“我和它 共享愛”微攝
影大賽獲獎作品的全國巡展和慶祝世界動物日活
動，向人們宣傳“關愛動物，善待動物”的理念。
十一月：在亞洲動物基金的組織和陪同下，中國動
物園協會代表團一行順利對英國數家動物園進行了
訪問，並與國外的專家就圈養動物管理和提高中國
動物園的動物福利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十二月：又有七家遼寧的藥店加入了亞洲動物基
金“治療無傷害”項目。至今，全國已有40家藥店
承諾不再售賣熊膽制品。

來自

謝羅便臣的信
親愛的朋友：
最新一期的亞洲動物基金工作通訊又與大家見面了！2011至2012年的
工作重心依然是圍繞淘汰活熊取膽。除了照顧在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
心和越南譚道黑熊救護中心的黑熊，我們還開展了一系列公眾教育及
媒體宣傳活動，讓更多的人了解使用熊膽制品可能存在的健康隱患。
我們的中國團隊在繁華的市區開展拒用熊膽制品的宣傳活動。同時，
我們還在中醫藥專家、中小學及那些培養相關領域人才的大學的幫助
下推廣熊膽替代品的使用和研發。
“治療無傷害”項目通過在微博上的傳播，已經讓數百萬人得知了活
熊取膽的真相。在去年的媒體溝通會后，全國涌現出了大量有關活熊取膽業的深入報道。中國政府也開
始關注到這些來自於國內發人深省的報道以及民間強烈要求取締活熊取膽的呼聲。
同樣在越南，亞洲動物基金也在發揮自己的力量，為立法者和執法人員提供專業的研究報告和建議，
配合當地政府關閉非法的養熊場。又有30隻幸運的黑熊加入了我們在越南譚道的大家庭。越南黑熊救護
中心將繼續提供科學事實來証明活熊取膽絕非人道，這對我們最終淘汰活熊取膽至關重要。
亞洲動物基金已經看到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關注動物福利，更多的人們反對虐待動物，反對活熊
取膽，反對食用貓狗，這是對我們工作最大的肯定和鼓勵。
在此，我也要真誠地感謝你們為這一重大變化所做出的努力。

謝羅便臣
亞洲動物基金創始人暨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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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活熊取膽說“不”
在2011年，我們在中國和越南相
繼開展的拯救黑熊行動獲得了許
多公眾的支持和響應，取得了階
段性的成功。

解救的熊，我們給它取名為“夢
想”。 從2000年我們建立救護中
心到現在，亞洲動物基金已經成
功救出了381頭黑熊。

絕大多數活動是由普通大眾自發
舉辦的，並且活動重點已經開始
向動物福利的議題發展。在過去
的一年中，支持取締活熊取膽的
民眾數量已經有驚人增長。

淘汰活熊取膽是一項長期而艱難
的工作，雖然中國和越南的團隊
已經在去年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
績，但我們絕不會放棄為達到這

不言而喻，互聯網在此期間發揮
了重大的作用，亞洲動物基金的
中國團隊也通過更為創新和有效
的宣傳方式，來讓更多的民眾了
解活熊取膽這一殘忍行業。
取締活熊取膽也得到了中國及世
界范圍內的傳統醫學界的支持，
眾多政府官員及社會名人通過自
身的影響力聲援取締活熊取膽業。
在2011年一年間，我們成功從越
南的非法養熊場解救出30多頭黑
熊，其中還包括第100頭在越南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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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目標而繼續付出努力。
去年的工作亮點之一還包括，亞
洲動物基金與美洲中醫學院在英
國下議院舉行了招待會（活動詳
請參閱通訊第九頁的報道）。

拯救黑熊

活熊取膽企業上市引發民眾反對浪潮
2012年2月，全國第三大養熊企
業、福建省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申請上市的消息一出，再次
引發網友熱議。歸真堂上市遭受
了比去年更加強烈的反對浪潮。
該公司意在募集資金增加飼養黑
熊數量，由現在的飼養470頭黑熊
規模擴張到年存欄黑熊1200頭。
來自個人和動物保護組織強烈反
對歸真堂上市的消息席卷了中國
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微博。
最值得欣慰的是，這次反對浪潮
並不是由動物保護組織發起的，
而是由數以千計來自全國的民眾
自發開展的。它讓我們看到了民
眾反對活熊取膽的態度。除此之
外，上百家媒體對此進行了深入
報道。根據騰訊網和鳳凰網做的
調查顯示，全國85%以上的民眾
反對歸真堂上市，支持取締活熊
取膽，這一結果給我們帶來了莫
大的鼓舞。

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韓美林等
再次提出關於建議國家立法取
締“活熊取膽”的提案。

在信息日益發達、社會日益文明
的中國，“活熊取膽”由於其本
質上的殘忍，正在面臨越來越強
烈的反對呼聲。一個以“淘汰活
熊取膽”為核心的民意訴求已經
形成，並且已經到達急需解決、
刻不容緩的程度。隨人們對於
這一行業的逐步認識，更多的人
會積極參與到淘汰活熊取膽業
的行列中來。這讓我們看到了希
望，活熊取膽成為歷史的日子已
經不遠了。在此，亞洲動物基金向
所有為取締活熊取膽發聲、獻計
獻力的兩會代表、公眾人物、媒
體及支持者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韓李李

2012年2月14日，它基金聯名畢
淑敏、李東升、薛蠻子等72位知
名人士正式致函中國証監會，反
對歸真堂上市，再次聚焦公眾的
關注視線。中央電視台、東方衛
視、第一財經、南方周末、騰訊
綠色等國內主流媒體紛紛對此事
進行了報道。
3月1日，由四位國內獨立制片
人歷時四年、奔波六地拍攝的紀
錄片《月亮熊》在視頻網站上首
發，獲得了上百萬點擊量。視頻
再次引起民眾對活熊取膽議題的
關注，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活熊
取膽殘忍的真相。
就在媒體熱議歸真堂事件的同
時，全國兩會也在北京召開。眾
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聽取了
民眾的意見后，針對活熊取膽及
其他動物虐待問題在法規、政策
層面提出了議案、建議和提案。

陳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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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黑熊

小微博匯聚大力量
2011年到2012年，中國網民紛
紛發表微博表達反對活熊取膽業
的意見。2011年3月，中國最大
的門戶網站新浪開展了“是否應
該取締活熊取膽”的在線討論。
亞洲動物基金項目總監喬博理和
亞洲動物基金永恆愛心大使莫文
蔚在短短兩個小時的活動中，收
到了4,600多條微博回復，並有
92,321名網民表示贊成淘汰活熊
取膽。

小巨人姚明看望月熊
2012年2月18日，小巨人姚明攜
妻子葉莉一同來到四川龍橋黑熊
救護中心，看望被救助的月熊。
他們的到訪引起了救護中心一陣
不小的轟動。
盡管天氣陰冷，月熊們都喜歡蜷
縮在它們的小窩裡，或者像小黑
山一樣聚在一起打盹，姚明還是
帶他那印有亞洲動物基金標志
的圍巾一路開心地參觀救護中
心。月熊嘉士伯正在它自制的小
巢裡伸懶腰，打了一個充滿睡
意的呵欠。 月熊布魯在圍欄邊上
好奇地巡走，嗅這位明星的
氣息。
當姚明來到獸醫院時，一頭僅剩
三條腿的小熊貝爾頓正在進行健
康檢查。它酣睡着，絲毫沒有意
識到有個超級大明星正溫柔地看
着它，並上前撫摸它腹部的傷
口，還幫它剪指甲。貝爾頓是一
隻通過“無管引流”方式抽取膽
汁的月熊，熊場主聲稱這樣提取
膽汁的方式是人性化的，而貝爾
頓和亞洲動物基金整個救助團隊
都知道這是徹底的謬論。
姚明靜靜地撫摸着貝爾頓腹部的
6

其它被提取了膽汁的熊的遭遇，
對黑熊養殖業的現狀進行深
思。
在參觀熊墓地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
地感覺到姚明在為這過去12年間
死去的120多頭熊感到傷心，並為
它們數十年悲慘的抽膽生活感到
惋惜。

傷口，屋子裡靜得連一根針落地
都能聽見。在此之前, 這個沉靜溫
和的男人在陳列室裡參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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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這位中國最受追捧的超級
大明星與大家集體合影留念。姚
明，這個中國和美國職業籃球協
會的傳奇人物，擁有着跟中國領
土一樣廣闊的胸懷和可愛善良的
心靈。我們真心地感謝他為黑熊
所做出的承諾和幫助！

拯救黑熊

越南熊場主的棄惡從善
14隻黑熊，其中有5隻都失去了手
臂，歷時四天，終於在長途跋涉
2000公裡后安全抵達了我們位於
河內的黑熊救護中心。它們全都
來自於越南南部屏東省的一家非
法養熊場。
這場救援對於亞洲動物基金來說
尤其特別。因為這些黑熊曾經的
主人阮先生 (Nguyen Ngoc Tien)
主動聯系了我們，決心放棄自己
的養熊場，並希望我們能夠將他
的14頭黑熊帶回去好好照顧。
阮先生曾在電視上看到過亞洲動
物基金的工作，由於內心深感歉
疚，他決心結束這14頭被囚禁、
抽膽了至少8年的黑熊的痛苦。
越南項目總監團 (Tuan Bendixsen)
與阮先生見了面，並與屏東省林
業保護部門聯系，為將這些黑熊
轉移到亞洲動物基金的救護中心
做准備。

下龍灣的取締行動
2011年，越南政府部門警告越南
的旅行社，如果他們帶外國游客
去非法購買熊膽制品，那麼他們
的營業執照將被沒收。環境警察
着重在越南廣寧省的下龍灣風景
區查處非法養熊場。下龍灣一直
是養熊場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常

常有當地的運營商帶領韓國游客
購買“新鮮的熊膽”。在2009年
12月，管理部門發布了一份官方
文件，要求旅行社禁止提供非法
的養熊場的觀光活動，但依然還
是有一些旅行社會冒險為之。

黑熊偷獵仍然存在
國際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委員會
（TRAFFIC）在2011年發布了一
份報告。調查發現在亞洲的大部
分地區，為了獲取熊膽而導致的
黑熊捕殺行為仍在持續增加。報
告稱，在調查的13個國家和地區

的傳統醫藥商店中，發現了“熊
膽丸、熊膽粉、瓶裝熊膽和薄片
狀的熊膽制品”。完整的報告請見
網站：www.traff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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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黑熊

歡迎回家

2011年，除了由那位希望解除黑
熊痛苦的好心熊場主阮先生交接
給我們的14頭熊，還有另外16頭
黑熊被救回了我們位於越南譚道
的救護中心。
1月7日：6個月大的月熊幼崽波吉
特（Birgit）從靠近中國邊界的萊
州省的走私犯手中被解救回來。
3月20日：兩隻幼崽——小公熊
布蘭德利（Bradley）和小母熊辛
特隆（Cintron）被邊防人員從老
撾、柬埔寨的邊界解救回來。
4月4日：月熊海洛斯（Helios）
從廣寧省被解救回來，它因被野
外捕捉而失去了右前掌。它主人
的女兒在當地電視上看到亞洲動
物基金的工作后說服她的父親釋
放了這隻熊。
4月27日：一頭年輕的月熊“信
念”（Faith）從清化省被解救

8

回來。一戶人家在宣河的一搜小
船上發現了它，並把它關在籠子
裡，當作寵物一樣養了四年。

者”）的年輕月熊也來到了救護
中心，它曾同獼猴和豪豬一起被
人關在陰暗的棚戶裡。

5月17日：布魯斯（Bruce）因在
養熊場遭受嚴重創傷，僅僅被救
兩天后就去世了，願它安息。

9月8日：馬來熊尼爾森 (Nelson)
是從嘉萊省的一個度假村裡被救
出來的。它被關在一個露天生鏽
的籠子裡長達8年之久，為的是
給游客進行觀賞。

6月23日：月熊穆爾科（Murko）
從萊州省一家政府單位轉移到
了我們位於譚道的黑熊救護中
心。2004年它被有關部門從一位
非法飼養者手中沒收，那時它還
是一隻僅3.4公斤的幼崽，隨后它
被當地的政府單位飼養了7年，但
該單位的管理人員無法再繼續照
顧它，因此轉交給我們來照顧。
7月14日：兩隻嬌小的月熊幼崽韋
恩（Wayne）和彼得（Peter）在
六月初被林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從
山羅省的走私犯手中救了下來。
從山羅省被救的另一隻名叫“鬆
鬆”（Song Sot，意思是“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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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兩隻雄性月熊——
“薩”（Sa）和“當”（Dung）
被政府部門從奠邊省沒收回來。
9月15日：一隻雌性月熊薩茲
（Caz）和兩隻雄性月熊哈利
（Harry）和榮（Ron）從南定
省的非法養熊廠被解救出來。
圖中黑熊（按順時針方向依次
是）：“信念”、波吉特、穆爾
科、海洛斯、布蘭德利和韋恩。

拯救黑熊

2012年“治療無傷害”項目啟動
隨着2011年12月遼寧沈陽的7家
藥店加入無熊膽制品藥店聯盟，
新一輪“治療無傷害”項目正式
展開。截止到現在，全中國已經
有40家藥店聲明不再出售熊膽
制品，鼓勵消費者使用熊膽替代
品。
在北京，五家著名的酒吧和許多
商場也加入到“治療無傷害”項
目當中。他們的店門均張貼了
“治療無傷害”的宣傳海報，店
員穿着亞洲動物基金的T恤衫，向
公眾派發保護動物的宣傳資料和
紀念品。
北京及天津的地鐵站內也張貼
了“治療無傷害”的公益廣告，
廣告的設計靈感來自於紐約藝
術家愛德華·楊為兒童書《月亮
熊》創作的插畫。
除此之外，來自北京7所大學及
1所中學近三千名學生在拒絕使
用熊膽制品的橫幅上簽字來支持
“治療無傷害”項目，並將此信
息傳遞給家人及朋友。

亞洲動物基金接待中醫大會代表
在英國議員尼爾·帕裡什（Neil
Parish）先生的支持下，亞洲動
物基金與美洲中醫學院於2011年
9月1日在英國下議院舉行了招待
會。參加招待會的來賓都是來自
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第八屆年會的
各國中醫界領袖。借此機會，我
們得以結識這些中醫界的重要人

物，並向他們介紹我們終止熊膽
業的工作。
亞洲動物基金創始人謝羅便臣女
士、對外事務部總監張小海以
及全美華裔中醫組織聯合會主
席屠英在會上發表講話。一直致
力於研究草本藥效的香港大學醫

學院教授馮奕斌博士提到了黃連
提取物的藥性可替代熊膽。美洲
中醫學院院長黃立新談到：“中
醫的正統性已被一些富有商業利
益的藥方、美容產品以及瀕危物
種交易所打破。這些隻顧經濟利
益的做法根本不配冠以中藥的名
號。”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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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黑熊

媒體聚焦活熊取膽
關於亞洲動物基金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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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幾年中，越來越多的媒
體關注淘汰活熊取膽的議題。在
2009年有447篇有關亞洲動物基
金的報道，2010年的報道為1117
篇，而2011年上升為2210篇，相
比三年前關注媒體的數量翻了四
倍。在2012年年初，更是有上百
家媒體關注到亞洲動物基金和活
熊取膽的話題上。與此同時，電
視媒體（包括中央電視台）跟廣
播媒體的報道也在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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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我們都有愛》發布
2012年3月，來自北京的數十位藝人為月熊創作了一首感
人肺腑的公益歌曲《我們都有愛》。該歌曲在鳳凰視頻上
進行了網絡推廣，並作為2012年“關愛月熊周”的主題曲
受到了大眾廣泛好評。感謝這些藝術工作者們對亞洲動物
基金拯救黑熊行動的大力支持！

支持者夏令營
2011年7月，來自全國的28位支
持者和志願者參與了一年一度的
支持者夏令營。他們分別來自志
願者團體、銀行、商業公司、網
絡媒體、中小學和大學。雖然年
齡和背景多樣，但他們都有着一
個共同的目標——拯救黑熊。

遭受的創傷以及我們在救助中心
為黑熊提供的康復訓練。
凡是來參與夏令營的支持者必須

本屆夏令營的主題是“創意非
凡”，主要聚焦在設計反對活熊
取膽行之有效的宣傳活動。
我們的飼養組和獸醫團隊也為參
加者開展了富有趣味和知識性的
工作坊，向他們介紹了抽膽的方
法、黑熊們因長期被囚禁身心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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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對活熊取膽的知識基礎，並
在他們身邊的社區和學校開展過
終止活熊取膽的宣傳活動。

拯救黑熊

拯救黑熊國內動態
中國律師呼吁立法反對
動物濫用

“關愛月熊學校”
落戶成都

十位國內的頂尖法律專業人士
（包括國內知名大學的法學教授
以及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
集體呼吁中國政府盡快立法保護
動物不受虐待。他們一致認為活
熊取膽是最為嚴重的動物虐待行
為，缺乏此類的法律，將對中國
的形象造成巨大影響。

在2011年5月“關愛月熊周”主
題活動上，成都七中育才學校被
亞洲動物基金授予“關愛月熊
愛心學校”稱號，成為了全國首
個“關愛月熊學校”。隨后，亞
洲動物基金將繼續在校園內開展
拯救黑熊項目的推廣，在全國建
立更多的“關愛月熊學校”，並
開展動物福利的教育。

迷笛音樂節“愛熊行動”
在2011年，中國最大的戶外音
樂節——迷笛音樂節以“愛熊行
動”為主題，向廣大年輕人介
紹亞洲動物基金以及拯救黑熊行
動。由北京迷笛音樂學校舉辦的
迷笛音樂節每年都會在北京、上
海等地盛大舉行，吸引了超過7萬
民眾參與。亞洲動物基金也會在
迷笛音樂節上派發宣傳品，與現
場觀眾互動，呼吁“拯救黑熊，
拒用熊膽”。

2012年關愛月熊周
2012年4月22日，在第43
個世界地球日來臨之際，
亞洲動物基金發起2012關
愛月熊周活動，本屆愛熊
周主題是“月亮熊，帶愛
回家”。在北京、上海、
成都等城市相繼開展了豐
富多彩的主題教育活動，
並在線舉行“隨手拍關愛
月熊”活動，向更多的人
介紹月熊這一美麗的動
物，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
拯救黑熊的行動當中。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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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貓狗福利大記事
2011 年是忙碌的一年。在廣州、
深圳和成都我們今年總共開展了
80次“狗醫生”探訪活動，為43
家福利機構的超過4460人無償服
務，給老人家、特殊兒童帶去了
狗狗陪伴特有的快樂和慰籍。同
時這些狗狗志願者還擔任“狗教
授”，為23個學校超過2750名學
生授課，教育孩子們關愛動物，
善待生命。

品的全國巡展和頒獎活動，呼吁
更多的人從身邊做起，關心善待
動物。
2011年也是公眾廣泛關注食用貓
狗問題的重要一年，這一年全國
總共發生了十幾次志願者攔截運
貓運狗車事件救助即將被人宰殺
的貓狗，以及反對“狗肉節”等
活動。亞洲動物基金為這些行動
提供了我們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
持，同時也強烈呼吁廣大民眾正

視食用貓狗背后的殘忍和非法產
業鏈，拒絕食用貓狗。
同樣的，我們也成功舉辦了第三
屆中國犬隻管理研討會，讓全國
各地30個城市的犬隻管理政府
部門工作人員再次和動保組織代
表、專家學者一起聚首一堂，探
討交流如何進行科學人道的養犬
管理工作，及通過大范圍犬隻免
疫的主動防控措施來有效預防狂
犬病發生。

“狗醫生”心靈撫慰20年
2011年我們聯合全國各地團體舉
辦的“關愛動物”宣傳活動也開
展得如火如荼。來自20多個城市
的80多個“拜客”小組積極參與
我們發起的“愛動物 拜客行”活
動，在當地用騎車巡游沿途宣傳
的方式傳播關愛動物的理念。而
為了慶祝2011年世界動物日，我
們又結合時下最流行的微博，發
起了“我和它 共享愛”微攝影大
賽，並線下舉辦了近百場獲獎作
12

康復中心和孤兒院。更有成千上
萬的中國學生在狗教授“關愛動
物”生命教育課堂中獲益。

2011年我們迎來了“狗醫生”項
目20周歲生日。1991年亞洲動物
基金創辦人謝羅便臣博士是從最
初的一隻狗狗，一家醫院和一位
病人開始這個項目的。二十年后
的今天，我們的狗醫生在香港以
及中國大陸的成都、廣州和深圳
持續探訪醫院、老人院、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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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狗醫生項目慢慢擴大，
陸續在印度、日本、菲律賓、馬
來西亞和台灣等地落地開花。目
前在整個亞洲地區，我們狗醫生
的總數已達1000多位了。動物
輔助療法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得
以廣泛傳播。這些狗狗大使們用
“動物助人助己”的特殊方式，
向大家証明了貓狗都是我們的好
朋友好幫手，而非食物。

貓狗福利

深圳狗醫生為白領減壓
2011年，我們聯合騰訊公益舉辦
了一次特別的探訪活動，這是深
圳“狗醫生”探訪白領為工作減
壓的初嘗試。10位可愛的“狗醫
生”應邀來到騰訊公司深圳總部
大樓，與這裡的哥哥姐姐們來個
第一次親密接觸。大家臉上畫上

心型或貓狗的樣子，帶俏皮的
動物頭飾，跟溫順、可愛的狗醫
生互動合影，為繁忙的工作帶來
溫馨的喘息。

亞洲動物大會上的“特邀嘉賓”
亞洲最大的動物福利論壇“亞洲
動物大會”於6月11日由亞洲動
物基金在成都主辦，我們成都的
十位狗醫生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
開幕式。當十位狗醫生家長帶着
狗狗們昂首挺胸走進會場時，來
自世界各地的近400位動物保護
組織代表發出歡呼聲。溫順可愛
的狗狗們和與會代表進行互動留
影，以積極正面的姿態告訴大
家，動物與人類可以和諧共處。
我們的狗醫生還和亞洲動物基金
永恆愛心大使莫文蔚女士（Karen
Mok）合影，Karen現場為我們無
私奉獻的狗醫生加油打氣！

“狗醫生”項目獲“公益行動獎”提名
2011年底，由南方都市報聯合中
國扶貧基金會、廣州市廣播電視
台和廣州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
同舉辦的“責任中國2011公益
盛典”頒獎禮在廣州舉行。亞洲
動物基金“狗醫生”項目，唯一
一個關注動物保護的入圍公益項
目，獲得“公益行動獎”提名。

盡管我們以毫厘之差最終未能當
選，但正如組委會所說，“這些
沒有被評委挑中的案例，他們並
非為一個傳媒獎項而存在，卻依
然在為這個轉型時代煥發價值的
光亮、行動的光彩。” 感謝組委
會，感謝我們的志願者和狗狗，
用實際行動為老人和孩子帶去歡

樂，教育兒童從小“關愛動物，
善待生命”，為推動“人與動物
和諧共處”奉獻自己的力量。
我們依然會繼續努力，推動這
個“動物助人助己”的項目往前
走，用行動告訴大家，伴侶動物
是我們的朋友。

成都狗醫生首嘗入戶探訪
2012年春節前后，我們成都狗
醫生兩次來到水井坊社區，率先
開展入戶探訪。我們到喜愛動物
的孤寡老人和殘疾老人家中“做
客”，志願者給老奶奶做年飯、
貼春聯，給她們送去新年的祝福

與溫暖。我們可愛的狗醫生們，
從市場買菜到吃飯洗碗，一路都
充當着好幫手和小跟班，逗得老
人家們贊不絕口，老奶奶說家裡
好久沒有這麼熱鬧過了。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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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福利

狗醫生如何幫助自閉患兒
和社交恐懼症少年
2011年，我們見証了許多研究証
明動物療法的良效。香港的馮淑
珍博士從2009年起開始她的博士
學位研究課題，通過狗醫生項目
來研究動物輔助療法對自閉症患
兒的作用。她研究得出動物輔助
療法能夠有效提高自閉症患兒的
社交能力，特別是能有效激發患
兒的語言能力和觸覺感受。
賴先生是香港的中華錫安傳道會
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的一名社工，他講述了兩個案例
展示了“狗醫生”是如何幫助孤
僻少年的：
案例一：“凱文”是一位從中學
時期就患上社交恐懼症的少年。
在中心和狗醫生接觸之后凱文變
得對狗狗充滿熱情，這點促使他
成長為一位有責任感的成年人。
並且在狗醫生探訪中他還主動要
求幫忙做更多協調性的工作。

案例二：“簡”同樣是一位患有
社交恐懼症的少女。起初她隻是
躲在角落觀察狗醫生……然后慢
慢開始接觸它們。現在，“簡”
更是樂意到中心來，並計劃着報
讀狗狗美容課程將來從事狗狗美
容事業。漸漸地，她開始對人熱
情起來，並樂於與人交往了。

迎六一，狗教授與學生同樂日

6月， 6位廣州“狗教授”Kobe、
番薯、Coco、Miki、黑
妹、Michael來到廣州市荔灣區樂
賢坊小學，與760名師生一起慶祝

六一兒童節。活動精彩豐富，緊
張的人狗二人三足接力賽首先拉
開了序幕。接下來觀看《狗醫生：
摯友或佳肴？》短片和聆聽狗狗
知識講座，讓孩子們認識到，這
些可愛的狗狗是我們的朋友，而
不是餐桌上的食物。參加“狗狗
知識大競猜”，為狗狗畫畫，
與“狗教授”們來個親密接觸，
在“我愛狗狗”心意卡上寫下給
狗狗的祝福和對愛護狗狗的承

狗狗當模特，孩子學知識
“狗教授”課程鼓勵孩子們與伴
侶動物進行積極的面對面的接
觸，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有愛
心的新一代公民。10月，我們
深圳的“狗教授”來到楊梅紅少
兒美術教育基地與動漫班的孩子
一起上課。兩位“狗教授”泰勒
和王小葵與孩子們親密互動，讓
孩子們學習了如何與小動物友好
相處。狗狗還當上了特別的小模
特，學生們筆下的狗狗栩栩如
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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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溫順的“狗教授”征服了這
些孩子們的心，連一些平時不敢
碰狗狗的女孩子也紛紛過來和狗
狗玩耍，學習怎樣正確與狗狗交
朋友。

貓狗福利

第三屆中國犬隻管理研討會在滬舉行
的經驗。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的唐青教授為大家主講了中
國狂犬病和狂犬病毒的監測，從
專業角度分析了有效的犬隻管理
工作以及大范圍犬隻免疫是狂犬
病防控的根本關鍵所在。
大會還在其他一些議題上，如25
年未發生過狂犬病的香港的成功
經驗分享、行之有效的犬隻數量
控制方法、獸醫在狂犬病防控工
作中的重要性、如何通過避免被
犬隻咬傷來減少狂犬病發生的風
險、犬隻長途運輸與狂犬病跨地
區傳播的關系和風險等方面進行
探討。
不斷上升的流浪犬隻數量，發病
后百分百死亡的狂犬病，就如同
一道無形的牆，一直離間人與
伴侶動物之間的關系。問題為何
產生，又該如何解決呢？由亞洲
動物基金、上海市畜牧獸醫學
會小動物保護分會主辦；國際人
道對待動物協會協辦的第三屆中
國犬隻管理研討會於2011年9月
15-16日在上海成功舉辦。
本屆研討會得到來自全國30多個
主要城市的犬隻管理、犬隻免疫

管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部門
的政府官員、各地民間動物保護
組織，以及多家國際動物保護機
構的專家等的支持與參與，超過
100人共聚上海，共同討論和交流
城鄉犬隻的管理及狂犬病的主動
防控。
來自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總隊治安
管理處孫衛華副處長的發言為本
屆會議拉開序幕，跟與會者分享
了該市在犬隻管理包括上牌、疫
苗注射，以及犬隻收容方面工作

作為國內首個關注養犬管理與動
物福利相結合的年度大型會議，
為中國各地方政府提供了學習了
解國內、外先進犬隻管理經驗的
平台，讓各地相互交流各自的理
念和先進做法，同時也促進了犬
隻管理政府部門與當地動物保護
組織的合作，使各地犬隻管理工
作更科學、人道和有效。

攜手公安開展文明養犬的宣傳教育工作
亞洲動物基金在廣州和成都，都
一直和當地政府的養犬管理相關
部門保持良好關系和溝通，並多
次參加當地的養犬管理工作會
議。我們還和當地政府及民間動
物保護團體合作共同舉辦合法文
明養犬宣傳活動，一起來幫助推
動本地養犬管理工作良性發展。
2011年，亞洲動物基金聯合成都
市公安局犬隻管理協調小組辦公
室，開展 “文明養犬，做負責任
貓狗主人”走進社區宣傳活動。

該活動已經走進當地10個大社
區，並將持續性在成都市所有大
型社區開展。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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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吃貓狗齊給力！
法）盡快出台，這將能更好地建
立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世界；呼
吁政府加重對偷盜貓狗行為的處
罰和加強執法力度，以及加強對
后續一系列的銷贓、買贓行為
（運輸、販賣、消費偷盜來的貓
狗）的處罰；呼吁廣大民眾正視
食用貓狗背后的殘忍和非法產業
鏈問題，不要食用貓狗肉，不要
去鼓勵犯罪，不要成為了犯罪行
為的幫凶！
2011年，全國各地多處發生了
志願者攔車救貓狗以及反對舉辦
“狗肉節”等事件，引發了廣泛
的社會關注和爭議。
亞洲動物基金認為：這一系列反
對食用貓狗事件和行動，其實都
源於現在越來越多普通民眾反對
把貓狗當作食物，同時也越來越
多人質疑這些被販賣的貓狗的來

源是非法的，是偷盜家養貓狗或
捕捉流浪貓狗而來的。這些事件
的源頭其實是食用貓狗背后的遍
布全國的黑色產業鏈條，對這條
黑色產業鏈的抵制行動其實是希
望幫助建立社會的和諧文明、減
少犯罪、及維護食品安全。
在此亞洲動物基金強烈呼吁中國
的動物保護法（或反虐待動物

多年以來，亞洲動物基金的“摯
友或佳肴”項目都一直不遺余力
地聯合各地的愛護動物團體，向
公眾宣傳“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食
用貓狗”，希望讓公眾了解到事
實真相，做出他們明智的選擇。
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我們也
為這些救助貓狗的行動提供了我
們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積極
發出我們的呼聲。

為四川自貢狗提供持續幫助
2011年底，四川啟明小動物保
護中心救助收容了一批數百隻經
由自貢市非法運往廣西即將被
屠宰的狗兒。亞洲動物基金接到
請求后立刻成立專項基金和工作
小組，為該批犬隻提供專業的體
檢、免疫、治療等醫療救護，並
提供長達一年的狗糧、犬隻照料
人員工資及犬舍所需設施的支
持。

反對浙江湖頭狗肉定點屠宰
2011年10月浙江金華市婺城區乾
西鄉政府受到輿論壓力叫停了一
年一度的湖頭“狗肉節”。我們
致信當地領導，對其重視和積極
聽取公眾意見，叫停湖頭“狗肉
16

節”的做法表示大力支持。
同時，我們也提出了反對有關工
作人員設立湖頭狗肉定點屠宰想
法的建議，從貓狗偷盜問題嚴
重、貓狗肉來源不明、到食品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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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法保証等多方面詳細分析，
最終呼吁政府應鼓勵和倡導市民
停止消費狗肉。

貓狗福利

“愛動物拜客行”
低碳方式宣傳動物保護

亞洲動物基金首次發起全國宣傳
活動“愛動物 拜客行”，共有來
自全國20個城市的87個“拜客”
小組參加活動。他們都是由關愛
動物人士、動保團體、高校社團
或社會團隊組建的，在當地通過
低碳環保的騎車沿途宣傳方式和
網絡微博宣傳等方式，向公眾傳
播關愛動物的信息，號召普通民

眾從身邊做起，關愛動物我行
動！

各小組設計路線，安排行程，無
懼風雨，出色地完成了騎行之
旅，沿途宣傳動物保護，得到了
很多群眾的簽名支持。本次全國
活動總計參加騎行宣傳的人數達
1876人；相應征集到的簽名數
超過77000個；微博轉發總量為
80000多；沿途影響到的人數達
十萬以上。

這一刻，貓貓狗狗做主角！
— 2011年“我和它 共享愛”系列活動，共慶世界動物日
貓狗狗們的風採。通過“攝影”
這個全世界共通的語言與方式，
呼吁更多的人從身邊做起，關心
善待動物，不要傷害它們，因為
它們是我們的朋友！
10月4日“世界動物日”是我們
向動物朋友致敬的日子。為慶祝
2011年世界動物日，亞洲動物
基金聯合騰訊公益、騰訊微博舉
辦“我和它
共享愛”微攝影大
賽，大賽由莫文蔚擔任形象大
使。活動吸引了全國逾9600人的
支持和參與。共有120多幅精彩照
片入圍，共同向人們展示伴侶動
物與人類之間的特殊情感以及貓

我們也聯合全國各地的90多個
高校團體、動物保護團體等，開
展“我和它
共享愛”微攝影大
賽的獲獎作品全國巡展活動，宣
傳“關愛動物，善待動物”的理
念。同時，我們也在廣州、成
都、深圳、香港四地，以及聯合
大連、西安、北京的團體在當地
舉辦的獲獎作品頒獎典禮，把整
個微攝影大賽推向高潮。

為慶祝2011世界動物日，及亞
洲動物基金“狗醫生”項目20
周年，我們在成都、廣州、深圳
三地的“狗醫生”志願者團隊
們，一起舉辦了開心快樂的慶祝
活動。在成都，130隻狗狗和近
200名愛犬人士一起參加第六屆
成都“親親狗狗步行日”活動；
在廣州和深圳，共30多位“狗
醫生”在主人、義工的帶領下與
當地特殊孩子和他們的家長們
共近500人一起參加“親親狗醫
生”同樂日活動。在這個難忘的
同樂日，我們為孩子們准備了豐
富的小游戲，讓孩子和家長們都
“瘋”一把。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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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狗福利

世界動物日微攝影大賽作品分享
為慶祝2011年世界動物日，亞洲
動物基金聯合騰訊公益、騰訊微
博舉辦“我和它 共享愛”微攝影
大賽，活動吸引了全國逾9600人
的支持和參與。共有120多幅精彩

照片入圍，共同向人們展示伴侶
動物與人類之間的特殊情感以及
貓貓狗狗們的風採。圖為獲得本
次攝影大賽的優秀獲獎作品。

“我們齊歡笑”
全國大獎獲獎作品
來自四川的“我們齊歡笑”
全國大獎作品中，人與動物溫
馨相伴，在一舉一動的感情交
流中把人和動物間的和諧相處
體現得淋漓盡致。
“就似一家人”
全國大獎獲獎作品
來自浙江的“就似一家人”
全國大獎作品裡，在下着
大雪的冬天，慈眉善目的
爺爺用大衣緊緊地把小孫子包起來，乖
巧的小土狗靠在爺孫倆的身上，仿佛一
家三代同堂一起合照，讓人在大冬天有
一種溫暖的感覺。

“給力創意拍”全國大獎獲獎作品 “最感人重生”全國大獎獲獎作品
來自福建的“給力創意拍”
全國大獎，用新穎的形式以及好
的點子來支持和宣傳“反對食用
貓狗”，把“關愛動物”的信息
傳達給大眾。

18

“最感人重生”大獎鼓勵救助與領
養，為流浪的小生命帶來新生。來
自天津的全國大獎裡的小狗“王
小飛”是主人王先生收養回來的狗
狗，“小飛”此前因遭受虐待而后
半身殘疾，現在王先生的悉心照顧
下健康快樂地成長，王先生還特
意為“小飛”訂造了一輛小車，方
便“小飛”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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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作品，“給力創意拍”
全國入圍獎作品之一
今年的慶祝世界動物日大賽，香
港的朋友也積極投稿參加。其中來
自香港的入圍獎作品“有了小孩子
也請不要放棄小動物”，非常有創
意：一隻可愛的小狗趴在女主人懷
孕隆起的肚子上 。小狗清澈和充滿
好奇的眼神就像一個憧憬着新生命
的小孩，請善待每一個生命。

終止動物虐待
發展中的動物福利部
2011年也是亞洲動物基金動物
福利部門碩果累累的一年。在這
一年裡，動物福利部在國內的
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奮的進展。動
物福利部的工作主要包括兩個方
面——2011年3月新啟動的獸醫
教育項目和長期在運行的圈養動
物福利項目。后者主要是致力於
提高動物園和野生動物園內圈養
動物的生活條件。

獸醫培訓
亞洲動物基金全新的獸醫教育項
目的主要目標是在國內提高獸醫
專業技能的同時，加強專業獸醫
的動物福利意識，並通過獸醫培
訓，將兩方面的內容緊密結合起
來。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的前
任獸醫總監海瑟·培根（Heather
Bacon）擔任該項目的項目外聯
經理。海瑟在為亞洲動物基金工
作的同時，也在英國愛丁堡大學
珍妮瑪奇格國際動物福利教育中
心任職。她負責國內獸醫的培訓
以及開拓更多的獸醫專業教育渠

道，包括開展培訓研討會；參與
國內外各種會議並發言；同國內
獸醫院校合作共同研發獸醫教育
大綱以及為在各類圈養機構工作
的獸醫提供培訓。

關注動物園

和野生動物合影的文件后，動物
福利部一直在密切關注這一文件
在各個動物園的執行情況。同時
積極鼓勵各動物園採取替代措
施，取締動物表演，改用其他既
能夠保障動物福利又能給游客知
識和教育的娛樂項目。

在國家住建部出台關於禁止動物
園和野生動物園的動物表演以及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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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動物虐待

2011年動物園觀察
令人遺憾的現狀
在國內目前依然還有不少動物園
和野生動物園在進行動物表演。
小熊被迫騎自行車和拳擊、老虎
和獅子被迫表演跳圈，還有的小
熊鼻子上拴鐵環，脖子上牽
鐵鏈被迫表演滑冰等毫無教育意
義的把戲。
還有很多野生動物園在向老虎、
獅子和狼投喂活體的動物作為園
內的娛樂活動之一。許多動物的
生存條件還有待提高——獅子被
關在狹小的鐵籠圈舍內；肢體有
傷殘的動物在地面爬行卻得不到
救治；猩猩的籠舍內幾乎沒有讓
其自然本性得以展現的設施。

能夠看到的進步
雖然很多動物園和野生動物園裡
動物表演在大行其道，但是也有
很多動物園積極響應國家住建部
提出的取締動物表演的意見，取
消了園內的動物表演和娛樂性質
的活體投食項目。
亞洲動物基金和中國動物園協會
以及各動物園單位展開緊密合
作，共同提高國內的圈養動物的
福利水平。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
心的獸醫部門、飼養和園林部門
以及教育部門都曾經在不同的培
訓和研討會上和來自全國的圈養
動物機構的同仁共同分享各個領
域的知識和經驗。
越來越多的公眾也在抵制動物表
演。亞洲動物基金的官方微博發
起了“快樂無虐待，請拒絕動物
表演的”在線活動，呼吁公眾在
節假日參觀動物園時自覺拒絕觀
看動物表演。這一系列的微博轉
發量過萬，得到廣大公眾的一致
贊同。

20

在2011年來自中國各高校的18名
大學生參與了動物園和野生動物
園動物表演的志願調查，並給亞
洲動物基金寄來了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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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物園代表團成功訪英

2011年11月，在亞洲動物基金
的組織下，中國動物園協會的領
導一行在英國與從事野生動物圈
養的各國專家會晤並討論了國際
合作意向以提高圈養動物的福利
水平。英國動物園對於中國代表
團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並且
展開了積極的交流。除了英國的

動物園，世界動物園和水族館協
會，歐洲動物園協會、倫敦動物
園學會等組織均派代表參加了此
次會議，為將來國內動物園的國
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與會專家們討論了自然籠舍的重
要性，針對物種需要的趣味物

品設施以及將動物園場館和就
地保護項目、科研項目相結合的
思路。動物園還展示了如何設置
趣味性物品來豐富動物的生活環
境，例如: 將食物藏在麻袋中讓大
猩猩尋找；給老虎設置喂食樁、
益智喂食器、攀爬設施；場館內
地面上鋪蓋各種各樣的墊料；給
動物提供豐富多樣的食物種類、
新奇的玩具等等，鼓勵動物多去
搜尋和玩耍。此外也可以在籠舍
內栽種有氣味的植物，進一步給
動物提供不同感官刺激，促使它
們表達自然行為。參觀的過程
中，代表們認真查看了趣味物品
使用輪換表以及做動物行為學研
究的學生是如何監測和制定新奇
趣味物品的方法，受益匪淺。
代表們還觀摩了如何使用正面的
鼓勵方式來訓練動物進行體檢和
接受獸醫治療而無需使用麻醉的
方式來接近動物。

“動物福利”進校園
2011年11月，亞洲動物基金和英
國愛丁堡大學珍妮·瑪奇格國際
動物福利教育中心的聯合獸醫教
育項目培訓首次在重慶西南大學
榮昌校區動物醫學系開展。
本次培訓的目標是獸醫專業的236
名本科學生，向他們介紹了動物
福利科學的理念以及作為臨床獸
醫所肩負的保障動物福利的責
任。培訓將動物福利的理念融合
在獸醫的技能培訓之中，在強調
動物福利的同時也確保提高學生
的專業技術水平。
西南大學榮昌校區動物醫學系是
國內西南地區的著名獸醫院系。

項目的重要目標之一是通過和動
物醫學系的合作，宣傳和鼓勵使
用動物模型替代品來取代教學和
科研中使用的活體動物，從而提
高動物福利。此次培訓獲得了參

訓學生的一致好評，也為動物福
利在高校內進一步推廣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

animalsasia.org.cn | 亞洲動物基金2011-2012工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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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動物虐待

提高圈養動物福利和獸醫護理水平
2011年10月，亞洲動物基金在
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舉辦了為
期兩天的圈養動物福利和獸醫護
理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南
京、廣州等動物園30余名動物
管理和獸醫工作者參加了此次研
討會，和黑熊救護中心的飼養經
理、園林組、飼養員、獸醫以及
教育部門一起共同分享了動物管
理和獸醫護理方面的經驗。此次
研討會取得了圓滿成功。

22

中心的飼養團隊向與會代表們展
示了趣味性物品的使用原則，學
習動物的需求，如何管理公眾和
動物間的接觸，還討論了籠舍設
計的各種利弊。
中心獸醫莫妮卡和海瑟向參會的
獸醫代表們展示了熊的日常體檢
程序，以及如何根據動物的刻板
行為和日常行為表現來推測圈養
動物所承受的壓力水平、動物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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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較差的福利對動物的心理影
響以及動物均衡營養的重要性。
本次研討會的目標是展示動物管
理和獸醫護理相結合的綜合動物
管理模式以及通過這種模式來滿
足圈養動物的心理和行為需求。

終止動物虐待

動物福利國內動態
關於絕育的資料：我們的獸醫團
隊起草了《亞洲動物基金貓狗絕
育指南》，該指南的電子版免費
提供給國內獸醫參考使用。
倫理和法律：我們贊助在獸醫學
術和研究領域的專家參加在香港
舉辦的獸醫倫理和法律論壇。

獸醫培訓：我們的獸醫團隊在
成都協和寵物醫院做了為期一
周的培訓。該培訓包括開展對
動物感知能力認識的調查問卷
以及和知識學習相關的問卷來
確保我們的教育項目行之有效
並且能夠產生改變。

知識分享：中心的獸醫海瑟和莫
妮卡在第二屆中國獸醫大會上做
了關於貓狗疾病診治和圈養野生
動物的行為健康和獸醫教育的動
物福利的講座。
在中國動物園的工作：我們為中
國動物園協會在北京主辦的行為
管理研討會資助了三名海外專家
講學，動物福利主管楊青在中國
動物園協會主辦的2011保護教育
年會上發言。在此次會議上，動
物園協會還發布了《中國動物園
行業管理規定》，該規定借鑒了
由亞洲動物基金組織翻譯的《英
國動物園行業標准》。
反對引進白鯨和斗牛表演：亞洲動
物基金動物福利部在2011年參與了
兩次重要的保護動物福利的活動，
並且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香港海洋
公園撤銷了引進野外捕獲的白鯨的
計劃；北京也推延了引進斗牛表演
的商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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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關愛月熊，一呼百應”
中國郵政月熊愛心賀卡
台歷發布活動
為了幫助更多的取膽黑熊脫離困
境，成都郵政局與亞洲動物基金
聯合發行了2012年度月熊愛心
明信片台歷。我們希望借此本台
歷，對所有關心和支持拯救黑熊
行動的朋友表達誠摯的謝意，也
希望向更多的人傳達拯救黑熊的
訊息。

綠色出行，
為黑熊獻花表愛心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國國
家地理》、騰訊大成網、尚和傳
播聯合舉辦的“綠色出行 田園成
都”一行來到四川龍橋黑熊救護
中心參觀，並為逝去的黑熊獻上
鮮花以表愛心。參加活動的都是
一群愛自然、愛動物的網友，活
動結束后，他們紛紛表示不枉此
行，並會在今后盡自己的力量幫
助黑熊。

拯救黑熊. 2011錦泰寶馬
慈善高爾夫賽
2011年10月18日，亞洲動物基
金參加了由成都錦泰寶馬舉辦的
“拯救黑熊.2011錦泰寶馬慈善高
爾夫賽”。賽事在四川國際高爾
夫俱樂部（牧馬山）舉行，一共
吸引了120名成都精英參賽。

球手們了解到活熊取膽的殘酷和
不必要性，很多球手們都積極表
示願意幫助黑熊。

亞洲動物基金地鐵廣告
推廣
2011年12月，亞洲動物基金“治
療無傷害”及首屆公益廣告設計
大賽活動廣告先后投放到了天津
和北京地鐵裡。天津地鐵1號線
的186個廣告位以及北京地鐵13
號線的30個廣告位都鋪設了亞洲
動物基金的公益廣告，預計會將
信息傳達給上百萬的公眾。
感謝德高廣告（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的大力支持！

這次以“拯救黑熊”為主題的高
爾夫球賽是錦泰寶馬繼去年舉辦
的第二屆。活動當天，黑熊救護
中心的形象代言人“月月”也來
到了現場，與球手們互動。在觀
看了“拯救黑熊”宣傳短片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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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國大陸

川大附小
新年義演救黑熊

阿裡巴巴拯救黑熊公益
義賣活動

2012年1月8日，由成都川大附
小蒲公英根與芽小組的同學們精
心編排的一部環保劇《和動物一
起過新年》在川大附小的學術廳
上演。這部環保劇的所有門票收
入，都捐給了四川龍橋黑熊救護
中心，用於給黑熊們購買新一年
制作玩具的麻繩。

中國最大的網絡交易平台阿裡巴
巴已經宣布其網絡平台禁止任何
熊膽交易。在2012年1月11日，
阿裡巴巴又在線推出了“保護動
物人人有愛”的公益義賣活動，
義賣的小熊包和鴨舌帽均由亞洲
動物基金永恆愛心大使莫文蔚親
自設計。義賣活動受到了上萬人
的關注，在義賣的同時，也將保
護黑熊的理念傳達給了許許多多
的公眾。

在此，我們要衷心感謝川大附小
蒲公英根與芽小組同學、老師和
家長們，感謝成都市環保局宣教
中心的大力支持，還要感謝犧牲
自己周末時間來擔任我們志願者
的趙慶。有大家的關心和祝福，
相信黑熊的生活將變得更加美
好！

更多鳴謝
盤古大觀公益廣告
從2012年3月1日開始，北京著
名的盤古大觀巨幅電子屏播放了
一連四幅“拿什麼拯救你，美麗
的月亮熊”系列公益廣告。該電
子屏幕長30米，寬20米，完整地
將拯救月熊的公益廣告展現了出
來。

•
2011年11月14日，亞洲動物
基金上海志願者校園活動組走進
上海曹楊二中，開展了“愛及生
靈，你我同行”的宣講會。宣講
會由上海海事大學小動物保護協
會朱理、陳斌擔任主講。在上海
海事大學小動物保護協會的努力
下，以及上海志願者團隊校園活
動組的積極配合下，此次活動取

得了良好成果。感謝志願者們的
辛勤付出！
• 遼寧撫順北台小學的同學們開
展了“拯救黑熊”系列活動，同
學們自己制作宣傳單和橫幅進行
分發和宣傳，並在社區裡進行演
講，還在班級裡自發組織募捐活
動，用積極的行動來幫助月熊脫
離痛苦。他們的行動還得到了撫
順廣播電視台及撫順日報的關注
和報道。

感謝盤古大屏的大力支持！

來自點點網http://www.dian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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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國際

澳大利亞及新西蘭
廣告。2009年，西蒙曾來到中國
的狗肉市場.今年西蒙將與皮特·
諾斯古德和獸醫卡特裡娜·沃倫
一起再次回訪，希望動物的生存
環境得到改善。同時西蒙還同20
位來自新西蘭愛護動物協會的捐
款人參加在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
心熊廚房的剪彩儀式。

慈善樂隊在行動
2011年8月1日，亞洲動物基
金澳大利亞大使彼得（Peter
Northcote）和塔迪（Tanti
Soemarjono）集合了25名音樂人
在悉尼新鎮舉辦了首屆月熊慈善
音樂義賣會。在拍賣會中，兩把
精致的手工吉他為月熊總共籌集
善款2萬澳元。
感謝此次活動的所有參與者，有
你們的參與才能讓義賣活動如此
成功！

特別感謝國泰航空公司為彼得和
塔迪提供往返澳大利亞至成都的
機票。

感謝西蒙！
相信大家都觀看過由亞洲動物基
金澳大利亞大使——名廚西蒙參
與拍攝的“摯友還是佳肴”公益

德國
攀登德國楚格峰

謝羅便臣女士被蘇黎世
大學授予博士學位

德國支持者普拉格曼（Jörg
Plagemann）在2011年7月10日
攀登了海拔2962米的德國楚格
峰。此舉不光為月熊籌集了3000
歐元的善款，更激發了德國民眾
對拯救黑熊項目的關注。

蘇黎世大學獸醫學院院長菲力克
斯·阿爾特豪斯 (Felix R Althaus)
教授在2011年4月對謝羅便臣女
士進行博士學位的授位儀式，以
此來鼓勵謝羅便臣女士長期為提
高動物福利所做出的努力。

來自盧森堡的愛心
在2011年我們還得到了來自盧森
堡的愛心捐助，特別感謝丹尼斯
（Denise Kirchen）在跳蚤市場為
月熊舉行的義賣活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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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國際

香港
感謝兩位香港同胞的長
期支持
為了月熊，讓我們一起
伸展！

來自香港的支持者黃志輝及他的
女兒黃迪怡慷慨資助了2011年拯
救黑熊教育計劃。通過他們拍攝
及制作的短片《拯救黑熊:十年前
瞻與回顧》，數以萬計的學生從
影片中了解了活熊取膽業的殘忍
真相，並號召家人及朋友拒絕熊
膽制品。同時，教育組也開展了

感謝瑜伽大師們參加“為月熊伸
展”活動，此活動在香港和台灣
同時開展，吸引了許多瑜伽愛好
者參加。此外還要感謝為亞洲動
物基金捐助善款的愛心人士！

針對香港市民宣傳拒絕熊膽制品
的活動。
還要感謝香港市民吳先生對拯救
黑熊項目的支持。吳先生的信托
基金為我們捐贈了重要手術器材
及並提供規劃康復區意見。該基
金為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獸醫
院提供了新手術台、血壓監護儀
器與供大型動物配合使用的呼吸
麻醉機以及輸液泵。他們還將為
黑熊修建新的熊舍，供黑熊們來
玩耍覓食、自在享受大自然。

意大利
更多鳴謝
感謝意大利著名演員維羅妮卡
(Veronica Pivetti) 與朱麗葉

（Giulietta Revel）為月熊們奉
獻她們的愛心和才華！演技出色
的維羅妮卡幫助謝羅便臣為《拯
救黑熊：十年前瞻與回顧》紀錄
片配音。
而獨立制片人朱麗葉曾遠赴越南
譚道黑熊救護中心拍攝記錄片
《我的明天在哪裡？》。該短片
通過小月熊ZOT的視角表現了它
對大自然無比的渴望。此片獲得
2011年阿福迪特大獎並入選紐約
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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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國際

英國
感謝這些可愛的孩子們！愛熊節
也讓康格爾頓聲名遠播！

讓我們蕩起雙槳！

愛熊之城
英格蘭康格爾頓在2011年5月舉
辦了愛熊節，月熊已經成為當地
家喻戶曉的大明星了。亞洲動物
基金收到了當地學校積極開展各
項趣味活動所籌集的捐款，非常

款。美好的比賽時光總是一瞬而
過，大家都相約2012年將繼續參
加布裡斯托爾龍舟賽！

2011年9月來自英格蘭與蘇格蘭
的支持者參加了布裡斯托爾龍舟
賽，以此為可愛的月熊籌集善

美國
北美巡回宣講
謝羅便臣女士在美國及加拿大的
八個城市一共舉辦了十五場亞洲
動物基金拯救黑熊項目巡回宣講
會。在這為期三周的活動中，有
許多值得紀念的事情，其中包括
謝羅便臣女士第一次出訪到加拿
大，在20世紀最重要的流行音樂

人弗蘭克·辛納屈故居舉辦的聚
會，長期支持者人蘿絲（Ross
Hechinger）與好萊塢女星阿麗·
麥古奧（Ali MacGraw）均出席。
特別感謝來自紐約和多倫多的志
願者！今年巡回宣講的主題為
“建造夢想”，在美國和加拿
大民眾的支持下，共計籌集了
115,000美元。這次善款將全部用
於修建越南譚道救護中心的新熊
舍！

建造夢想
來自美國馬裡蘭州的志願者阿曼
達（Amanda Viragh）曾在2010
年參觀過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
和越南譚道黑熊救護中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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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月熊在養熊場的遭遇及月熊的
生存現狀后，她深深地被這些聰
明、善良的動物所打動，於是捐
款10萬美金用來修筑新的熊舍。
十分感激阿曼達加入亞洲動物基
金救助黑熊項目！（圖右為阿曼
達，圖左為支持者保拉）

請幫助我們！

1

您的一份愛心，能改變
一頭熊一生的命運！
亞洲動物基金80%左右的資金
都來自像您一樣的個人捐款者。
您的捐款，無論多少，對我們繼
續救護動物的工作都至關重要。
您的愛心能讓更多的黑熊擺脫養
熊場的夢魘和無休止的痛苦和折
磨，可以讓我們實施推動改變的
項目，讓貓狗擺脫被殘忍屠宰作
為肉食的命運。

2

助養黑熊
每年捐助3000元，就可以成為一
頭黑熊的助養人，為這些聰明、
寬容的黑熊提供基本的醫療和生
活照顧，讓它們過上幸福美好的
生活。一些需要特別照料的黑熊
因長期飽受養熊場的折磨，大多
身體殘障或精神上受到嚴重損
傷，更加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捐
款，對照顧這些黑熊非常重要！
捐款人將收到一張正式的証書，
一張您助養的黑熊照片以及這頭
熊的介紹。我們也會給您寄出
“拯救黑熊”的全套資料（內含
拯救黑熊精美DVD一張）。

3

從四隻被選中的黑熊中挑選出自
己最喜歡的一頭，隻要100元便
能帶給這頭熊快樂的生活。捐款
人能得到附有莫文蔚簽名和黑熊
照片的電子助養証書，您也可以
隨時詢問這頭黑熊的最新消息。

4

變化新動力

請慷慨解囊，成為推動變化的新
動力，幫助我們在中國以社區為
基礎的項目。該項目希望能長期
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觀念，最終
解決虐殺貓狗作為食物的問題。
隨着越來越多的人飼養寵物，人
們對待動物的態度正在發生改
變，也漸漸認識到動物福利的重
要性。您的捐款作為“變化新動
力”將直接用於不斷擴展的伴侶
動物項目。
捐助200元，就能成為“變化新
動力”的一員，您將收到我們特
別設計的証書，並附有狗醫生志
願者從運往動物市場卡車上救下
的狗醫生“大黑”的照片。現
在“大黑”已是狗醫生隊伍中非
常活躍的一份子，它一次次向我
們証明伴侶動物是人類珍貴的朋
友和好幫手。

5

成為黑熊之友
您隻需每年捐助500元，就可以
和六位黑熊大使的其中一位成為
朋友，包括：失去雙手卻依然堅
強的“自由”；調皮好動的“班
卓”；性格溫和的和事佬“波
多”；爬樹高手“凱文”；失去
右手的“天驕”；還有善於交際
的“喬治”。您可以為您的黑熊
朋友提供趣味小吃、葡萄干、巨
型水果冰棒、橡膠玩具、蜂蜜、
竹筒玩具等，這些都是黑熊的最
愛，能讓它們高興地玩上一整
天。您的捐款也將用於修建黑熊
康復所需的設施，例如秋千、攀
爬架等等。
如果您為自己、家人或者朋友選
擇幫助一頭黑熊，您將獲得我們
特別為“成為黑熊之友”項目設
計的、裝有您的黑熊朋友照片的
精美相框，還有一張“成為黑熊
之友”証書，含有您所選的黑熊
信息和亞洲動物基金最新宣傳資
料一套。
請慷慨解囊，支持我們救助亞洲
動物的行動！

和莫文蔚一起拯救黑熊
一起來參加由亞洲動物基金永恆
愛心大使莫文蔚發起的黑
熊助養計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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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支付寶捐款賬號
aafcn@animalsasia.org
銀行轉賬
開戶銀行：中國銀行四川省分行
銀行賬號：123-9090-87856
收款單位：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
郵政匯款
匯款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鎮
郵政編碼：610505
收款單位：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
備注：由於郵政匯款速度較慢，建議您使用支付寶或銀行轉帳的
方式更為方便快捷。給您造成不便，敬請諒解！
在中國大陸，我們可以通過支付寶、郵政匯款、銀行轉賬三種方式接收捐款。捐款時請登錄亞洲動物基金官方網站(www.animalsasia.
org.cn)“立即捐款”一欄，下載並完整填寫相應的捐款表格后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chinadonation@animalsasia.org。請在捐款時在相應
單據上留下您的聯系方式，以便我們為您郵寄出捐款收據、感謝信和資料夾。

香港總部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317-319號, 啟德商業大廈10樓
電話：(852) 2791 2225 傳真：(852) 2791 2320
中國大陸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鎮, 四川龍橋黑熊救護中心
郵政編碼：610505
電話：86 28 8307 8033 傳真：86 28 8307 8033
澳大利亞辦事處
PO Box 275, Blackwood SA 5051
澳大利亞免費熱線：1800 666 004
電話：08 8270 1955
傳真：02 8270 5176
德國辦事處
Herzogstr.9, 80803 Muchen, Germany
電話：+49(0)89 383 77 130 傳真：+49(0)89 383 77 13 20

英國辦事處
3 Ashleigh Meadow, Tregondale Farm, Menheniot, Cornwall
PL14 3RG, UK
電話：01579 347148
傳真：01579 347343
美國辦事處
300 Broadway, Suite 32, San Francisco, CA 94133-4587, USA
電話：(415) 677 9601
傳真：(415) 677 9603
新西蘭辦事處
PO Box 6679, Auckland, New Zealand
免費電話：0800 728 323
越南辦事處
Unit 301, 12 Trang Thi street, Hoan Kiem, Hanoi, Vietnam
電話：84 4 39289264
傳真: 84 4 39289265

意大利辦事處
Via XX Settembre 26/5 Apiano, 16121 Genova (GE), Italy
電話：+39 010 0981670 傳真：+39 010 0981679

郵件：info@animalsasia.org
網址：www.animalsasia.org.cn
亞洲動物基金是一家正式注冊的動物福利慈善機構，總部設在香港。同時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和意大利都設有辦事處，
並在中國大陸和越南建立了黑熊救護中心。
封面圖片：黑熊“伍德利”
。 誠摯感謝攝影師阿裡·布洛克和安妮·迪頓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