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iya 动物救援组织时事资讯
JAR 事件簿
宠物领养日
上海市虹梅路 3338 号
3 月 6 日，星期天

重要信息
Jaiya 动物救援组织通常会在
24 小时内回复你的邮件，如果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回复，请仔
细检查收件箱和垃圾邮件箱。

春天来啦！！！
我们定期发行时事资讯是为了让
你了解 JAR 援救行动的发展情况
以及我们的那些可爱动物们。
春天就要临近了…但是 JAR 清楚
的明白每每到了春天也就意味着
遗弃新生动物（幼犬和幼猫）的
高峰。所以，在之后的文章里，
我们将会给你需要的信息，包括
万一遇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时，
你该做什么。
JAR 救援组织向你诚挚问候！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JAR:

拯救流浪动物指南…
在网上你可以找到许多来自世界各
地动物救助组织的动物救援指南，
不幸的是，这些指南都没有一个标
准的总结版本。在这个段落里，我
们将基于多个曾经在中国面临过类
似情况的救助者和领养家庭，为大
家总体探讨并且给予相关建议。
首先，当你遇到一只或者多只被遗
弃的小猫小狗时，必须先记住——
不要惊慌！！事实上，你必须排除
压力去面对眼前的情况。当一只小
猫或者小狗绝望的需要你的帮助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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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错误的事情就是紧张。你可以
根据以下几点来客观评估你所面
临的情况：
1. 这只动物看上去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饱受饥饿的折磨，或者是
不是病痛缠身。
2. 如果这明显是一直流浪动物或走
失动物（它们表面上有可能看上
去没什么），但你需要尽快带他去
兽医或宠物诊所进行常规检查。
需要更进一步的信息请 点击这里。

Tomi 和 Leoncio

动物们需要一位像你一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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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每月宠物：Margot 和臭臭
Margot（母猫）

臭臭（母犬）

出生日期：2009 年一月

出生日期：2010 年 5 月

Margot 是和它的儿子 Patch 一
起获救的。它们都是黑白毛色，被
发现时都营养不良并且绝望的需要
医疗帮助。医生为了停止它尾巴上
的感染继续扩散，对它进行了治
疗。但最终，它的尾巴还是被不幸
截肢了。现在，虽然它没有了尾
巴，但是依旧十分友好，可爱和美
丽！！！
它的儿子 Patch 已经被领养走
了，而 Margot 依旧在寻找它永远
充满爱的家，它值得拥有这样一个
避风港。

它曾被遗弃在大街上。发现它的救
助者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所以我
们需要为它找一个永久性的领养家
庭。
它已经打过疫苗，进行了体内和体
外驱虫，并且已经做了绝育。
你能给 Margot 或臭臭提供一个永
远充满爱的家吗？
领养一只狗或猫！

它已经打过疫苗，进行了体内和体
外驱虫，并且已经做了绝育。
需要领养的宠物：Margot（上）和
臭臭（下）

诚意寻找在浦东愿意举行领养日的合
作伙伴
Jaiya 动物救助组织十分感谢 Café Du Monde 在
去年，也就是 2010 年支持并允许我们在浦东举办了
多次特殊宠物领养日。
但不幸的是，Café Du Monde 关闭了他们的门
店，所以 JAR 需要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用来在浦东举
行“特殊领养日”的活动，这一活动可以帮助我们进
入黄浦江另一边的社区。
如果你在浦东拥有一个场所并且愿意支持我们的活
动，请给我们发电邮，谢谢！

JAR 参加《直播上海》节目（ICS）
《直播上海》是一档由中国第一家本地英语电视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ICS）于 2011 年一月推出的新
生代新闻广播类节目。这一长达 1 小时的新节目由现
场谈话以及新闻内容组成。
在今年的 2 月 15 号，JAR 参加了这一节目的录制，
请观看这次节目的视频：
http://www.icshanghai.com/html/2011/02/16/6072.html
此外，JAR 很快将会再次
参加 ICS 的节目录制，请定
期浏览我们的博客，以便知道确切
参加的节目，播出日期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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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动物领养日将在 2011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中午 11 点至下
午 3 点于上海市虹梅路 3338 号，虹梅路休闲街 22-24，Papa’s
Bierstube restaurant（德国乡村西餐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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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Monster cat》开始于一系列的网络漫画，你同样可以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找到它。他的简介是：“为了真理，公正和牛奶而战！”

诱捕—绝育—放生活动在上 全新的 JAR 指南
在苏州以及碧云社区 2 期
开展的诱捕—绝育—放生行 海美国学校/SAS(上海美国
JAR 为了整合资讯已经新建了全新的网
学校)动物救援组织 展开
动
页，这个网页我们用来整理并且积累
《JAR 指南》。

就像你在我们的博客中看到的那
样，在诱捕—绝育—放生行动中，
我们有了很大的积极进步：
(1) 苏州（薄荷草的日记）：要抓
住一只耳朵已经竖起来的猫是日渐
困难了。不过那些已经被陷阱抓住
过的猫似乎挺喜欢那些陷阱，并且
不介意再被抓一次。但是那些仍然
需要结扎的猫咪也开始慢慢喜欢上
到陷阱里冒一次险。可能我们会比
设想的要提早完成目标，所以这一
个月，我们继续在统计猫咪，设置
陷阱，并且祈祷着。

(2) 碧云社区 2 期：在 2011 年 2

月，我们在碧云社区 2 期（浦东金
桥）展开了这次行动，在一些热心
住户的帮助下，我们成功抓获并且
绝育了 2 只公猫以及一只母猫。明
天又是新的天…又会有一个机会抓
捕并帮助另一只猫！

JAR 动物救援组织十分感谢我们的志愿
者建立这一成功的网页，并且总结编写
出了一系列的公告。
我们同样在上海美国学校周边展开
了此项行动。两只猫咪已经成功绝
育并被放生，而又有两只新的猫咪
被发现，所以我们将再次尝试诱捕
它们，绝育后让它们重新回归自
由。
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SAS(上
海美国学校)动物救援组织正在通
过贩卖饼干的活动筹集一项善款，
请点击宠物饼干订购表/订购宠物
饼干获取更多信息。

HFHA (帮助无家可归动
物)
衷心感谢 HFHA 团队从 JAR 这里收养了
一只动物，不仅这样，他们还迈出了第
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这一网站
不仅为我们组织筹集善款，同时还为
SSAPA（上海小动物保护分会）筹集资
金。
到目前为止，HFHA 已经筹得善款 800
元，而且他们还在努力通过举行时尚秀
以及洗车的行动筹集更多的善款。十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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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告的链接如下：
http://jarshanghai.wordpress.com/inform
ation/jar-guides/

被遗弃动物的“尾巴”
上个月 JAR 处理了多件棘手的救援案
件，不过虽然困难，但却振奋人心。请
点击下面的链接获取相关资讯：（1）
12 只小狗（2）Freya（3）Mango
（4）龙吴的小狗们（5）在法租界的怀
孕猫咪.

捐赠箱的地址
-Lovebox Storage(私人仓库)
-Doggy House(一豆丁宠物商店)
-Buddy Dog(好伙伴训犬学校)
-EI Mexicano Restaurant(墨可思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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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 Friends:

特别感谢

Special thanks to:

JAR 想要感谢一下个人——Winnie 王和
Catherine 在一次位于重庆的紧急救助动
物行动中给予了宝贵的帮助。
在上海我们想感谢以下人士的帮助：
(1) PetsHome 宠物医院的 Lo 医生，她
给予我们的领养宠物十分宝贵的医疗帮
助；
(2) Missy（JAR 的支持者），她为了帮助
JAR 筹集善款，启动了善款筹集的活动；
(3) Lucy（Wondercenter School）以
及苏珊娜志愿为 JAR 做翻译工作。

2011 年 2 月的捐助
2100 元——WISS Movie Night
Fundraiser（上海西华国际学校电影之夜
的资金筹集活动）
3000 元——Steffi Thio
800 元——HFHA（帮助无家可归动物）

2011 年 2 月的花费
900 元——SAS TNR1&TNR2（上海美国
学校第一次和第二次诱捕—绝育—放生行
动）
500 元——领养家庭
700 元——宠物日常开销
800 元——订购 You Mao/宠物日常开销
400 元——第四次拯救猫咪行动
800 元——第五次拯救猫咪行动
500 元——救助龙吴的小狗们以及交通费
470 元——SAS TNR3（上海美国学校第
三次诱捕—绝育—放生行动）
300 元——汤臣花园的猫咪诱捕—绝育—
放生行动

被忽视的狗狗案件结果救助了 16 只
小狗！！！

Jaiya 动物救助组织（JAR）
网页: http://jargroup.doodlekit.com
JAR 相册: http://jar-galleries.doodlekit.com
博客: http://jarshanghai.wordpress.com
JAR 电子邮箱: shanghaidogs@gmail.com

新闻快报：2011 年 2 月有 34 只动物被领养！

我们面临的挑战
每一年数以千计的动物在中国被遗弃。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一现状需要被关注以及来此多个方面的努力——
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最重要的：你！
试想一下如果更多的人们愿意打开自己家门，领养之一动物、如果更多的动物打疫苗，绝育和驱虫、如果更多的人们
愿意捐助、如果更多的人们愿意成为领养家庭、如果更多的人受到道德善待动物的教育……那目前的情况会有多么的
不一样。
JAR 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无法独立完成……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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