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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志愿者高速路救狗再上演

宠物与城市：生存与责任的脆弱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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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拿大的流浪动物救助
� � 流浪动物问题是世界性问
题，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国情采
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共同的前提
是规定宠物主人不能随意遗弃
动物。

在美国和加拿大，流浪动物
由民间救助组织负责收留。两国
均有全国性的民间救助动物组
织， 一部分经费来自政府资助，
其余来自民间捐款。美国和加拿
大大约有 7000 个动物之家 ，每
年收留 1500 余只流浪猫狗 ，其
中约 4%的流浪猫和 16%的流浪
狗能与主人重新团聚。 在美洲，
《预防虐待动物协会 》 (SPCA)是

承担保护动物和收容流浪动物、
制止虐待动物行为的主要机构，
此外还有一些由私人或福利团
体设立的动物收容所。动物收容
所对送来的、捡来的动物通常来
者不拒。收容所对其先做身体检
查，没做绝育手术的一律先做绝
育手术 ， 有病的则对其进行治
疗，然后为其寻找收养家庭。 过
期未被收养的动物则被给予安
乐死 。 两国每年有 800 万～1000
万只流浪猫狗进入动物收容所，
约有 60%的流浪猫狗被处以安
乐死。

（据凤凰网）

通州狗市

上百位商户组成的庞大交易
市场，成为这座城市宠物交易的一
个起始点， 同时也成为人们养育、
繁殖 、赠送 、抛弃宠物 ，城市接纳 、
救助、处理流浪动物以及各类机构
协助安置陪伴动物的循环链条的
起始点之一。

周末清早的北京通州狗市热
闹非凡，人头攒动。 叫卖声、狗吠
声、询问声、讨价还价声交错着，共
同组成了这个北京最著名的猫犬
交易市场的独特景观。几十家固定

店铺、 几十家游商的展示车架，外
加上门外随时可能出现的数量不
定的临时摊贩构成了这个北京有
名的市场。

“我想买一只小狗送给我妈
妈，跟她做个伴儿。 ”来到这里挑选
宠物的程小姐对记者说。大部分人
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狗市挑选宠
物，每天都会有不少猫和狗被顾客
领回家，开始新的生活。

走着走着，记者看到一家游商
的展示车前围着几个人在争吵，原
来，一对夫妇买回家的小狗被查出
带有病菌，于是拿回来理论。“如果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

染病的小狗？ ” 记者询问摊主，据
悉， 救治这样感染了传染病的小
狗，需要花费不少的医疗费用。“扔
掉就行了。 ”摊主答道。

固定商铺里售卖的宠物，接受
着相对良好的待遇，干净、健康，销
路也非常好。而游商手上的小猫小
狗则境遇远不如前者，价格便宜但
健康状况参差不齐。“卖不出去一
般就扔掉或者兜售给城里的宠物
商店。”一位游商说道。被扔掉的小
狗， 从这里开始变成了流浪狗，其
中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不负责任的买卖行为，会造
成猫狗的过度繁殖，从而促使丢弃
行为的产生。而很多人以为能够担
负起责任的宠物购买行为，在日后
的养育过程中却发生着意想不到
的变化。 ”一位从事流浪动物保护
工作的志愿者说道。

养育与遗弃

对待宠物的态度是一种社会
责任的体现。

“现代的宠物猫和狗都是因为
家庭饲养的需求而出现的，它们和
野生动物有着天生的不同。 ”很多
饲养宠物的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养育宠物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能
图一时的开心，你是否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 ”在不少人心里冒出养
猫或者养狗的念头时，都会受到这
样的询问。

“养育宠物和养育孩子并没有
太大的差别，随着流浪动物数量的
愈发增加，宠物的饲养已经不再是
个人选择的问题，它更成为了一种
社会责任的体现。 ”网络知名的流
浪动物救助组织“好狗好猫流浪狗
义工团”里负责宣传工作的林女士
对记者讲道。养育观念的进化已经
成为很多救助组织宣传的重点。如
何负责任的陪伴自己的宠物、怎么
面对患上疾病的宠物、如何避免不
当的繁殖、是否应该及时对宠物绝
育、怎样在饲养宠物的同时做到对
环境卫生的保护等等问题，都是不
少养宠家庭不甚了解但又应该了
解的事情。

“饲养不当、疾病与繁殖往往
是家庭遗弃宠物的几个主要原因，
为此，及时的绝育以及疾病的预防
必须得到认可。 ”一位宠物医院的
医生对记者讲道。

“绝育”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
的避免宠物过度繁殖从而被遗弃
的方式之一。“然而并不广为人知
的绝育对于宠物们的好处在于，
年老的宠物猫狗大多数会受到生
殖系统疾病的困扰， 绝育则能够
帮助它们免除未来的病痛， 更是
真正对它们好的做法之一。 ”林小
姐介绍说。

尴尬的民间救助者

由于严重肾病提前退休的王
莉萍与患有 “网球肘 ”的爱人为了
流浪动物们改变了自己原本的生
活。 “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 ，但如
果不做这样的事情 ， 这些动物们
面临的就不仅仅是流浪和伤病 ，
而是死亡。 ”

在北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王阿姨”，只要提起她的名字，就
会和“公益”、“救助”、“流浪动物”
挂上钩。 这位王阿姨全名叫做王
莉萍， 是北京众多流浪动物救助
站创建者当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年逾 55 岁的她是中信公司的退
休职工， 与爱人一起自愿从事流
浪动物救助活动已经有十几年时
间。 从一开始在城里楼房少量地
收养流浪狗， 到现在在农村租下
一亩地盖成小院收养将近 200 只
流浪猫狗， 王莉萍的救助行为受
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也养
过许多小动物， 但是却没有养过
狗。 ”王莉萍说，“记得我收养第一
只流浪狗是在 1999 年， 它是一只
非常乖巧的小京巴，我给它起名叫
噜噜。噜噜是我的哥哥从天津捡到
的流浪狗，哥哥把它给我的时候说
这只狗非常仁义，你好好养吧。 之

前我没有养过小狗，养了噜噜我才
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动物！ 它
看到我们快乐的时候会跟着一起
摇尾巴，我们忧愁的时候它会静静
地趴在身边，我们伤心的时候它居
然会一起掉泪……就这样，噜噜陪
伴在我们身边已经 10 年。 ”而后，
一只又一只流浪狗被亲戚朋友送
到家里。

随着流浪狗的数量不断增加，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但也增添
了本不富裕的家庭非常重的负担。
为了给它们足够的活动空间，王莉
萍和爱人卖掉了城里的房子，搬到
农村租住的小院， 建起了狗舍，并
且取名为“好狗好猫之家”，自己节
衣缩食为流浪狗们提供稳定的住
所和饮食。“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
就起床为每只狗狗准备食物，虽然
我们两个人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但
给小狗们吃的却都是有营养的狗
粮拌上肉末和菜汤，我爱人每天都
到菜市场捡回来一些比较新鲜的

菜叶，回来洗干净煮烂，给这一百
多只流浪狗加餐。 ”王莉萍说道。

眼下仍有人不断地将街上捡
到的流浪狗、伤残狗送到“好狗好
猫之家”，以求让它们获得生存的
权利。“因为救助动物的数量增长
的太快，我们先后搬了五次家，最
初积攒的资金和向亲戚朋友们借
来的钱都很快花完了， 但一想起
这些动物们不能再次面对流浪的
命运，还是必须坚持下去。 ”王莉
萍说。

没有正式身份的“义工团”

类似王莉萍这样的个人救助
站还有不少，但是如此尴尬和薄弱
的力量并不能彻底地改变城市动
物救助的现状。 于是，在此基础上，
“义工团” 这样的民间力量生发了
出来。

这是一个有着 20 人管理团队
以及超过 500 人志愿者加入的大
型民间公益组织， 通过网络义卖
筹集善款捐赠给王莉萍的“好狗
好猫之家”，组织义工活动定期到
救助站清洁狗舍、 为流浪动物检
查身体。

本身就职于动物保护机构的
林小姐在义工团成立之初便加入
其中，负责宣传部门的工作，包括
处理媒体关注以及帮助这个公益
组织发展得更健康更专业。“虽然
只是没有正式身份的民间组织，但
义工团内部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机
制都相当完善。 ”林小姐介绍道。

淘宝组、宣传组、外联组和志
愿者管理组是义工团管理团队划
分出的四大部分，由淘宝组负责义
工团淘宝义卖店铺的运营和资金
的管理，每一次的义卖活动征集到
的款项，都会在博客和微博上公开
展示。“民间组织同样应该重视信
息的公开，公众与爱心人士都在监
督着我们。”林小姐表示。外联组则
负责者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与救助
站的交流以及洽谈与基金会等公
益组织的合作等等事情。志愿者管
理组则通过几个大型的 qq 群来管
理几百位爱心志愿者。“像微博这
样的救助领养信息发布平台，我们
会分工排班值守，基本上会保证 24
小时不间断进行发布， 靠这种方
式，已经有很多小动物都找到了自
己的新家。 ”林小姐补充道。

义工团的团队基本上以女性
为主， 都是以义务的方式参与其
中，国企、外企、IT 行业从业者、创
业者等等各自背景都不尽相同，但

他们纷纷在本职工作之外，拿出相
当一部分时间来通过义工团的工
作支持对流浪动物的救助。“虽然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同时也得到
了不少专业组织的帮助，但义工团
的未来仍未有坚实的保障。 ”

林小姐说： 顾虑之一在于，义
工团这样的民间组织尚未取得合
法身份，在举办活动和扩大救助规
模的构想面前，尴尬的身份使工作
开展捉襟见肘； 顾虑之二在于，国
家职能部门相关立法的缺失，奖惩
办法的不明，使得很多动物保护的
观念成为空谈，也无法从根本上抑
制宠物买卖和遗弃的行为。义工团
的成员们认为，虽然流浪宠物们越
来越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但家
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毕竟存在着明
显的区别，对生存环境的需求也有
极大不同，如何为它们在城市中找
到最合理的生存环境，依旧任重而
道远。

拯救的商业化尝试

在生养 、 买卖与救助的链条
中 ， 除了很多纯公益的组织在行
动，也有不少人将商业模式与流浪
动物救助创造性地融合。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狭长的胡
同里，隐藏着一个很不起眼的红色
院门，推开门，里面的景象令人惊
奇。二十多只猫悠闲地游走在前来
休息、聊天、饮食的客人当中，时而
跃上餐桌， 时而倚在客人身边睡
觉。 这是一间以猫为主题的咖啡
厅，在上海经营了一年多，受到了
很多爱猫人士的喜爱，于是三个月
前，店主将它开到北京，一开业便
门庭若市。

“之前一直都是在网上经营与
猫相关的家具，因为想要开一家实
体店，于是设计了这样一个休闲咖
啡厅， 将我们的家具做实体的展
示，同时也带来几只猫让整个店面
更有体验的感觉。 没想到，后来也
成为了救助流浪猫的一种方式。 ”
店主沙果儿介绍道。

店里的二十多只大大小小的
猫， 基本上都是救助来的流浪猫，
这里既接受救助者送来的猫咪，也
可以让有兴趣收养流浪猫的人将
喜欢的猫领养走。“虽然做这家店
的初衷是展示猫家具，但通过这样
的形式，可以给流浪猫一个很好的
生活环境，展现它们的状态，宣传
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都是我们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能做到
的。 ”沙果儿说。

小店里的二十多只流浪猫受
到工作人员的优待，优质的猫粮、
定期的身体检查和清洁、 各种玩
具， 关键还有人们每时每刻的陪
伴，让它们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看
到这样的情境， 不少人会把自己
养育不了或者街上捡到的猫送过
来寄养。“虽然我们也想尽量收留
更多的猫咪， 但是目前这二十只
的数量已经消耗掉这家店一半的
成本， 更多的猫咪还需要靠其他
力量的帮助才能获得救助。 ”沙果
儿解释道。

难以描摹的未来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一些人
工养殖的牲畜也是人类食物的来
源之一。 由于观念不同人们各执己
见，很多概念都来不及廓清 ，使得
城市宠物的生存环境以及流浪动
物的保护现状仍显迷离。 这是“救
狗”事件再次发生的深层次背景。

随着动物保护呼声日隆，在这
条关乎生存与责任的链条上，新的
力量在不断地加入。

不少媒体的公益平台也加入
到这条拯救流浪动物的链条中来。
除了与微博的合作，新浪公益平台
也专门开设相关的频道，与各种民
间组织和公益机构、商业公益相结
合的店铺合作，加大促进领养代替
购买的力度。 在北京，几乎每周都
会有名为流浪动物领养日的活动。
此外，不少宠物医院都专门为流浪
动物设立了专门的免费或者优惠
的绝育、医疗项目，通过降低救助
者们的支出来促使更多人加入到
领养行列当中来。

然而， 在这条本就略显尴尬和
脆弱的链条之上， 依然不能排除很
多争议的存在。 本篇报道开头的一
幕其实就是这类争议的一种凸显。
中国幅员辽阔， 各个地区的传统和
生活习惯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
还有不少地方有食用狗肉的传统，
而在广东等地，又有吃猫的习俗。

而此前新闻报道在郑州市北
郊有个杀狗作坊，流浪狗救助志愿

者要求对其取缔的理由正是说作
坊中很多狗来路不明， 甚至有金
毛、哈士奇、拉布拉多、藏獒等纯种
的宠物狗， 有些狗脖子上还有项
圈，很可能是被盗的狗。但工商、畜
牧、城管执法、公安等部门现场调
查后表示，虽然他们赞同志愿者们
保护动物的立场，但因缺乏法律依
据，很难对这个作坊进行查处。

“只有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建立完善的宠物饲养以及流浪
动物解决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
结所在。 ”在记者的采访当中，几乎
每一位被访者都这样说。

据媒体报道，在前不久召开的

政协兰州市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有
政协委员提交了《兰州市流浪猫狗
问题的调查及建议》， 建议要严格
实施宠物登记制度，并让每个动物
带有身份标志，如犬牌、微芯片等。
同时在每个社区建立一个流浪猫
狗收容机构。甘肃圣方舟律师事务
所律师杨勇认为，“保护动物，亟须
《动物保护法》 或者《动物保护条
例》尽快出台。 ”

爱心与拯救之余，我们仍需更
多理性的思考， 大家各执己见之
余，或许应该将这些争论看作重思
人与动物之间如何更好地和谐相
处之道的契机。

链接>>>

� � 2012 年 7 月 19 日下午，两辆架满铁笼，满载超过
五百只狗的大货车停在京哈高速的卢龙服务区，被来自
天津、唐山两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站的志愿者拦下。 一时
间，狗贩、志愿者与前来调查情况的检察人员僵持不下，
甚至一度有两名女志愿者躺在了货车前面阻拦其继续
前行。

几乎与此同时微博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各种声音频
现———有呼吁其他志愿者前来支援阻拦运狗货车的，有
声援救狗的，也有对此事持质疑态度的。

据称，监管部门对货车和车上的狗进行了相关的检
查，并表示证件齐全、免疫合格，予以放行。 而志愿者们
则在网络上宣称，部分狗表现出犬瘟症状，不应被贩卖，
而是需要被救助，货车走后，他们仍不放弃通过网络动
员试图继续追赶和拦截。 不过，志愿者最终也并没能阻
止货车将狗运往吉林。

“高速路救狗”并非首演。 去年 4 月，在同一条高速
路张家湾路段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是以志愿者
用奔驰拦下运狗车，并花巨资买下狗只而结束。

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各种消费需求日益膨胀，一
方面是钢筋水泥丛林中日益孤独人心对于宠物多带来
的情感慰藉的需求，正是这两种急剧膨胀的需求在某种
特殊环境下发生了碰撞， 才会有了一再上演的类似事
件。这背后凸显着人、小动物、城市三者之间正在不断发
展变化的微妙关系。

满地狗屎的社区道路，曾得万千宠爱却又惨遭遗弃
的流浪猫狗，繁华地段秘密圈养的大型犬只，迅速繁殖
的流浪猫，淘金客热捧的宠物经济，更多的贩卖与更多
的遗弃……诸多与人和动物直接相关的命题在城市中
凸显，在人与小动物、宠物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条脆弱
的、关乎生存与责任的链条。

� � 王莉萍和老伴因为救助流浪
动物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高速路上被拦下的运狗车

7 月 19 日，两名来自唐山的动物保护者躺在运狗车前

通州狗市，各种宠物狗待价而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