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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星期天)

特殊领养日
老码头
中山南路 505 号, 近复兴东路
(8 月 21 日，星期天)

别忘了为你的狗狗办理户口登记!
我们定期出版此刊物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和
知道 JAR(佳娅)组织的发展以及我们那些
可爱的动物们.

重大消息:
JAR 针对“JAR 领养日”活动，对

环球时报的知情人士告诫我们，一定要确
保狗主人在任何时候遛狗时均携带狗证，
同时也应当确保遛狗时套上狗绳。

参与的朋友们和动物们制定了一套
新的流程。任何不愿意遵守 JAR 的
程序和规定的救助者将不被允许参

据该人士的消息，警察时常不定期地检查
狗证。如何为狗办理户口请点击该链接。

与到领养日活动中。

请点这里
JAR 组织向您诚挚问候！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JAR:

我们急需领养者!
JAR 非常感谢每位救助者及领养者，在他
们的帮助下，夏季到目前为止，我们救助
了如此多的猫咪和狗狗。
由于新增大量的获救动物，我们迫切需要
新的领养者提供地方及食物等资源。
成为领养家庭就是既拥有了伴侣又同时救
助了一只可爱的动物！在特殊情况下，
JAR 可能会需要愿意紧急领养动物（1 至
2 天）的领养家庭，同时也需要愿意长时
间领养猫狗的家庭。
与此同时，JAR 也需要可以给予“特殊关
照”的领养家庭，也就是那些愿意接受生
病或者仍然需要人工喂奶动物的人们。如
果可以在节假日期间（暑假，十一假期，
1

五一假期，圣诞节和春节）拥有更多的
领养家庭，寄养家庭，救援人员那将会
是一件十分理想的事情，因为许多平时
愿意帮助动物的人们在节假日期间可能
会外出旅行或者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JAR 对于领养家庭一直抱有感激之心，
因为那需要奉献精神，需要投入爱与时
间。所以，如果你与愿意成为领养家
庭，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欢迎你的加
入！
shanghaidogs@gmail.com
完美结局： Earl 和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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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 本月宠物之星: Tony 和 A Xing
Tony (雄性，猫咪)

A Xing (雄性，狗狗)

出生日期：2008 年 4 月 1 日

出生日期：2010 年 5 月

Tony 是一只漂亮，体型较大的雄性
猫。他被解救时骨瘦如柴并且患有
牙龈感染。在精心的护理与药物的
帮助下，如今他健康而快乐。他对
于陌生人很害怕，但是稍微花一些
时间获得它的信任后，你会发现这
样的付出是值得的。Tony 需要人们
先友善地靠近他，使他知道不会再
受到伤害。因此他非常适合安静，
成员较少，没有太小的孩子的家庭
。Tony 非常调皮，他还会像狗狗那
样舔你的手。

阿星与另外两只狗狗同住在领养
者的家中。他才被送进宠物医院，

由于另一只领养的猫总是欺负他，
目前他急需一个新的领养家庭，当
然最好是一个永远的家。

领养一只狗或猫 „再或者一只
鸭!

由于他感染了胃肠炎，不过他很快
恢复了。现在他恢复了健康，并且
随时准备着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
开始新的生活。

你能给 Tony 和 A Xing 一个永
恒的家吗？
急需家庭的其他小动物:
SongSong (狗)
- Feng
Du ( 狗)
Syckes (鸭)

Tony (top) and A Xing (bottom)

8 月 21 日（星期天）将在老码头举行
特殊领养日活动
Jaiya 动物救援组织十分感谢老码头允许我们利用他们
的场地举办这次特殊领养日活动。我们欢迎大家届时参
与特殊领养日活动！老码头地址是：中山南路 505 号,
近复兴东路。
请参加我们的特殊领养日活动。谢谢！

宠物领养日慈善义卖：
宠物领养日慈善义卖：JAR 多用挂绳，JAR 徽章，JAR
交通卡贴纸 以及其他小商品。

JAR 宠物领养日于 8 月 14 日举行
地点在 Papas Bierstube restaurant
（德国乡村西餐厅)
虹梅路 3338 号 22-24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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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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Miscellany of a Cheshire Cat

上海美国学校动物救援组织

更新于陕西南路猫

JAR 捐赠箱地址

好消息：

Lovebox Storage（私人仓库）

我们的四个小家伙依然还在，两
只已经接受去势手术，其他两只
本周将接受手术。医生认为他们
的装款个很好，没有生病尤其是
没有生癣。在我们以及其他邻居
的照顾下，他们依然快乐地活着
。我们抓住了一只小猫并带给了
我的朋友，他们有足够的地方收
养 5 只小猫。.

Doggy House（一豆丁宠物商店）

坏消息：
5 只小猫中有 3 只失踪了，1 只
已经被发现死亡，我们觉得其他
的三只也活不下来了。
我们的邻居，那两个男人依然很
疯狂。一个拿碎砖块掷猫，每天
晚上他都要掷几次。幸亏猫逃得
都很快，猫们一看见他就立即躲
起来了。另一个用毒鼠药的男人
每天晚上都用脏东西丢我们的门
故事详情 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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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y Dog（好伙伴训犬学校）
El Mexicano Restaurant（墨可思餐厅）

上海美国学校动物救援组织正在
通过销售饼干的方式为更多动物
筹集善款。请点击宠物饼干订购
单/订购宠物饼干！查看。

Eagle Valley Vet Centre (益格（上海）宠
物诊所有限公司)

宠物着装：奇宝宠物爱心 T 恤
义卖
奇宝宠物，是一个宠物用品及美
容护理店，目前推出了狗狗 T 恤
促销，以支持 JAR。 更多信息请
点击链接。
更多信息请点击链接。T 恤是为
JAR 独家定制，背后印有 JAR 的
Logo。每件 T 恤售价为 28 元，
其中 10 元将作为善款捐献给
JAR。您可以在奇宝宠物店购买
到 T 恤，宠物店地址是长宁区凯
旋路 1338 号，靠近安顺路。您
也可以在我们的宠物收养日上购
买到。
谢谢您的支持！

小鸭 Syckes
Syckes 是一只可爱的小母鸭。6 周前
我在我家前面的街上发现了她，她跟
着我回了家。看上去她很享受与人相
处，总是围着你。他适应了我们的日
程，一旦我们需要坐下来工作的时候
，她就会安静下来等我们回来。需要
注意的是，她很难被训练固定入厕。
她完全不具攻击性。她只是坐在你的
脚上，她甚至知道她哦名字，要知道
她可是一只鸭子。她在我们的桶里泡
着，但是她在地上比在水里更开心。
我们很喜欢她，但是我们也知道她需
要一个真正的家。 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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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绝育、放生行动

小狗狗
待领养动物以及他们的故事！

需要你的捐助
JAR 是上海的一个小型动物救助组织，
我们是由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
组成并且一同帮助营救流浪动物或被遗
弃动物，且让他们重新找到温暖的家，
远离伤害。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工作，但
我们都共同相信我们所做的是一件非常
重要并且十分值得的事情，为此我们不
知疲倦的做着慈善事业，同时牺牲自己
的时间并慷慨解囊。

我们目前已经很难负担解救到的小
狗了，目前在寻找救助者家庭或者
是最好是一个家。你可以在这里发
现他们的故事。
Buddy（2011 年 2 月出生），他被
从一间空置房的开放式车库内解救
，发现他时，他肮脏而瘦弱。 详情
请点击这里。
狗妈妈和她的 4 只可爱的黑白小宝
贝正期待一个新家。 详情请点击这
里。

Perry

为了我们的 TNR 以及 ABC 行动，我们
急需愿意提供给我们资助的个人/团体，
这些捐助将会为我们的行动装备更多的
诱捕笼。
诱捕笼信息：
HW-30D

Da You

ACES 人道猫咪诱捕笼 w/后门 30"x
9"x11".保证 3 年内不会对动物造成伤害.
价格: $55.00 美元
如果你能提供帮助，请电邮我们，
十分感谢！

领养家庭的呼吁有了中文
版本
JAR 发行了中
文版本的宣传
海报用来呼吁
并获得更多的
领养家庭。想
要查看，保存
并打印请点这
里..

小狗 Lelong 生下来的命运非常艰难
，现在他期待一个永远的家。 详情
请点击这里。

Danny

三只可爱的小毛球（2011 年 5 月出
生）正在寻找救助者，当然还有爱
他们的家庭。详情请点击。 详情请
点击这里。

Bai Li

更多的小动物们期待收养:

Cowboy
Molly

Bibo

Clara & Dante

Sponsors & Friends:

特别感谢

Special thanks to:

JAR 想要特别鸣谢以下的个人/机构给我
我们组织的宝贵帮助： (a) Albert (奇宝宠物)
(b) Dr. Goltz (益格（上海）宠物诊所有限公
司).) (c) Freeja

2011 年 7 月捐款
1200 RMB - 17th July AD
900 RMB - 10th July AD
BANYAN TREE -烛台 x 5
右猫 - 宠物日常用品
佩蒂- 价值 2000 元的宠物日常用品宠物
1000 RMB - Sabrina

2011 年 7 月支出
300 RMB -营销资料
500 RMB -寄养家庭
450 RMB -交通费
500 RMB -救助人
396 RMB - 600 RMB - Nan Nan 小猫
1000 RMB - Nala/Fergus (膳宿)
479 RMB – Tomi/Leoncio 猫
2750 RMB – Liga (治疗费用)
400 RMB – Tia (膳宿)

** 小赛丢了!! **
详细信息请点击

Persio & Candido 两个好伙伴寻求

被一同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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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 shanghaidogs@gmail.com

领养信息： 2011 年 7 月共有 27 只动物被领养！

Peidi 和 UPG 研讨会—2011 年 7 月 14 日
Marvin 受 Peidi 宠物用品公司及 UPG（全球第二大宠物用品供应商）邀
请，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宠物用品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全球销
售情况。
Marvin 面对上百位来宾做了关于 JAR 组织使命及成立缘由的演讲。这是
一个将 JAR 介绍给更多人及组织的绝佳机会。
我们非常感谢 Peidi 及 UPG 的慷慨捐赠。（价值 2000 元的宠物用品）我
们期望与他们能够有更长期的合作。

特别向以下购买了
JAR T 恤

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Zhu Jia Lan (4 件)
Tao Xing Zhou (2 件)
Wei Bin Mei (1 件)
Cora Xu (1 件)
Albert (1 件)
Lee Jin Jie (1 件)
Tobias (1 件)

W

老码头, 中山南路 505 号, 近复兴东路,
8 月 21 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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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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养一只小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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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爱心: Bente & Dante , 4 个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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