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chris barden <chris@hutongrobot.com>
To: undisclosed-recipients : ;

Subject: 爱狗网出售 ¥50,000 "引进原生态"藏獒；这样
的“爱”无法用语言评价，只能用人民币

Date: Fri, 29 Oct 2010 14:53:10 +0800 (10/29/2010
04:53:10 PM)

爱狗网多么爱狗，它还为 ”爱獒网“ （http://aiao.cn/） 提
供地方来贩卖50，000人民币的藏獒。
爱狗网出售 ¥50,000 引进原生态藏獒；这样的“爱”无法用语
言评价，只能用人民币。

爱狗网为什么需要催促买卖藏獒的时向呢？母亲地球的都
市里到底需要多少藏獒？是否需要再创造无数个这样的新
闻 －－ “藏獒咬人被投河淹死¡－－ 才会让爱狗网狗市知
足？爱狗网是否要等到中国各个城市都成立了专门救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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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的藏獒的机构才会感到踏实呢？

而且，既然北京城市五环内几乎不让养大型犬，爱狗网站
需要给外地引进大型犬狗更多的平台吗？ 爱狗网如果要继
续为卖大型犬狗贩子提供平台，那么我建议”爱狗网“不要
在北京五环内办公；五环内流浪狗已经够了，不需要爱狗
网似的爱。我还有一个更靠谱的建议：爱狗网干脆搬到美
国或日本去，跟它的投资方在一起为那边的狗贩子在网上
拉皮条。

“狂犬病”和“狂养病”

无论一个人爱狗还是恨狗，人人都知道，为了面对狂犬病
的问题，每年需要耗费社会很多资源和痛苦。中国因各地
方的狂犬病年年是个很严重问题。 狂犬病是一种”一举两
得“的危害，对人致命，对狗狗也致命。再说，国家形象也
不停的因为不时地打狗的新闻而受影响，爱狗网是否不是
很在乎这些问题？

我怜悯所有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但是，如果是我的亲
属因为狂犬病而死了，我不会怪咬人的狗。狗不咬不叫还
算狗吗？需要被谴责的恰好是人：狗毕竟没有任何办法控
制自己的数量，也不会给自己打疫苗。

我也怜悯那些灵魂已经被魔鬼吃得干干净净的风险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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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网的领导们,因为显然他们都已经染上了“狂养病”。“狂
养病”有没有救，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够戗。“狂养病”也
是整个地球集患的病。我们养宠物干嘛？为了好看？因为
我们孤独？解闷？缺少美丽的环境？懒得去看看“自然”，
非得把自然关在笼子里、缸里、盆里。为了观赏，作秀，
玩；过了这个劲儿，就扔，打，踢，砍，吃。 那些盆缸笼
子里的鸟鱼龟狗猫都是我们患病的症状。

外国风投为什么投资中国卖狗的网站？

美国和日本自己国家已经有那么多保护动物的法规和管理
宠物买卖的法规，所以这些可怜的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只能
混到中国来趁机会挣狗狗的钱。“养殖场的笼子太小太脏
吗？养殖场淹死小狗的方式太不人道吗？养殖场里各种病
都有吗？卖狗的人虐待狗吗？救助认识都已经累死穷死了
吗？狂犬病年年多做任命吗？没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阻挡
狗贩子做生意的任何保护法！所以，来吧，美国人！来
吧，日本人！来吧，由美国雅虎控制40%的阿里巴巴集
团！你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这个投资几千万美元利用
狗狗挣钱的好机会！“

2010年全球一体化的人类文明居然只是这样的玩意儿：正
在世界需要巨头风险投资（IDG, Softbank, Alibaba) 去投资
能够解决地球上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反而还想趁机会
到中国来挣被困在养殖场笼子里的狗狗的钱。IDG 原来的
名字叫International Data Group；应该改名为International
Dog Group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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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支持“动物福利”，爱狗的人士为什么还继续支持爱
狗网，狗民网，Chinapet, dog6.cn,等等卖狗卖猫的网站？
你们不累吗？

每次我们在狗贩子团伙的网站上发那些让人感到愤怒（某
狗某猫被虐待了）或感动或温馨的帖子（某狗某猫被救助
了），我们无非是为了狗贩子网增加流浪两和品牌价值。
我们无意中成为它们免费的推广力量。

凡是那些真正爱狗的人但是却去诸如此类的网站买东西、
发帖子、上传"宝宝"的照片等等都是在直接地帮助增高爱
狗网的浏览量，都是在间接地帮助创造更多的困在笼子里
的痛苦。

对所有支持“爱狗网”的爱狗人士，我想说：下次哪里打
狗，哪里狗狗被虐待，哪里有流浪狗病死，被汽车压死，
千万千万不要掉眼泪，因为没有资格掉眼泪。这些事情能
够发生是因为我们继续实施一种“左手卖狗，右手救狗”的
愚蠢态度。凡是帮助爱狗网做生意的人，也别因为你救助
了一条狗或一千条狗而感到自己是好人。咱们都必须事实
求实：悲剧的根源是我们集体不清醒地扩大全球卖狗市场
的行为而间接“踩死”的狗狗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辈子能救助
的狗。如果要跟爱狗网这样的机构合作，还是别救它们；
做一点别的，去救二手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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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美国，非洲，欧洲，我们全地球都没有真正
面对过人对所谓”宠物“动物的责任问题

有一些朋友认为养殖场、宠物店和支持宠物买卖的网站都
是搞救助人士的好朋友，在救助的网上应该给它们“友谊连
接”，应该友好地跟它们合作。我想这些救助认识认为，随
着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动物保护的情况会越来越好，而且
养殖场和宠物业会越来越对动物负责。这是一种荒谬的狂
想。

这条路的终点站我已经看到过：它叫“加州”。我是加州
人，也知道加州的”安乐行业“多么庞大，多么忙绿。我们
加州大部分的动保人士都是伪君子，都是用善良的心去掩
盖我们原则上的愚昧，都是屠宰的帮手。在这个问题上，
我的国家，美国，是顶级的伪善！我们”动物保护协
会“的“安乐屋”比纳粹的集中营还忙，天天在“处理”健康狗
和猫。在加州，四分之一的狗终点站就是“安乐屋”。我
猜，美国杀狗杀猫的数量肯定超过地球上大部分的国家的
数量，甚至排到第一。美国的”动保“机构只是在语言上狡
猾一点：它们坚决把“杀”变成 ”安乐“。你问那些每周都
在“安乐”数十至数百个健康狗和猫， "请问，贵动保协会这
周杀了多少猫米和狗？”你这样问，对方会很不高兴。他会
纠正你的说法，“ 杀？没有杀？我们‘安乐’了 (euthanize）
它们，因为没有地方放；总不能让它们再流浪，对吗？”这
个说法跟“我要搬家，新的房子没有养狗的地方,所以我把宝
宝‘安乐’了，算了”一样没有道理，但是这个恰好是美国动
保协会的普遍状态；连美国人道协会和PeTA 都说，“很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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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没办法，只能安乐呗。”

从狗狗和猫米的角度，”安乐“不安也不乐，而是为了人的
方便而杀生。应该叫做”方便乐“("conventhanasia")才正
确。本人作为素食者，我认为为了方便而“杀生”比为了吃
它而屠宰还糟糕。

一百多年前， 美国人处理狗狗的方式是把一大堆流浪狗关
在放笼子里，把笼子仍进河里去，淹死它们；经过一百多
年的各种动保机构的发展，各种立法活动，还有数十亿美
元的好心人的捐款，美国动物福利的结果是什么呢？无非
改善了杀生的手段，变得更文明变得更伪善更高校；几百
万不想死的笼子的狗往河里淹死变成几百万不想死的笼子
的狗往安乐屋里仍。从统计来讲，可以很明确的证明：美
国人对狗狗狗和猫米的责任心一点进步都没有，甚至现在
越来越多的美国流浪狗狗和猫米都卖给实验室。

所以，在一种保护动物协会的杀手叫做“安乐手”的时代，
我对养殖场和帮助它们继续卖狗卖猫实在没有任何耐心。
在一种动保协会拿政府和好心人的钱去为养殖场和宠物商
当收破烂和“安乐手”的时代，我对宠物行业没有任何友
谊。哪一天全球一体化的宠物行业停止做它肮脏的买卖，
狗狗和猫米才会安全；其他的说法都缺少最基本的数学常
识。

《加州旅馆》歌词里由一句很关键的话：“You can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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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 （“你随时
可以结账退房，但是你永远不能离开。”）《加州旅馆》的
一种解释是它在描述地狱； 加州的大部分的动物保护协会
和动物控制中心都是加州旅馆，都事地狱，比七里渠看起
来好多了，但是一样是小动物去马克思去的无底洞。

下次中国某省某县因为狂犬病而开始打狗，你就可以感受
到伪善主意的最高境界， 也希望大家哼一下《加州旅
馆》，为了不要忘记了在加州偷偷摸摸地被杀掉的数千万
的狗狗和猫米。 什么时候美国某某报纸开始嚷嚷”中国哪儿
哪儿打狗！”，你可要知道美国人道协会和PeTA会开始疯狂
地募捐，为了“帮助中国被虐待的狗”让美国人捐钱给支持
安乐的人道协会和PeTA。这样的情况，中国的狗狗和中国
的动保机构都吃亏。荒谬的是，事后，美国报纸又会刊
登“美国人道协会帮助中国停止打狗行动..." 我作为美国纳
税人，我很真诚地想跟中国动保人士说：凡是美国人道协
会或PeTA捐任何钱给你，你没有任何必要感谢它们；因为
它们的宣传和募捐方式已经充分利用了中国小动物的痛苦
来集资，同时它们官方政策是支持安乐为解决流浪狗狗猫
米的问题。

下次美国人道协会说哪儿哪儿打狗，你就可以知道伪君子
的脸面是张什么样字。在这方面，大多数的中国动物保护
人士的起点比美国高得多；我到现在没有遇到支持安乐的
动保人士。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动保不要走上美国式”方便
乐“的快餐小动物保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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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和环境的关系：一种不太环保的“产品”

看到了爱狗网上的卖藏獒广告写着“引进原生态”五个字的
时候，让我想起环境。即使一个人对其他生命没有任何怜
悯心（只是产品而已的概念），总得对自己的环境和生存
有所担忧吧。

光从”环保“环保的考虑，可以想象宠物行业对地球的代价
吧：从养殖场到狗市笼子、到宠物店的笼子，到家庭到流
浪到死亡，即使一条狗只活两三年，我们都能想象它要吃
多少粮食，多少肉。这个肉是哪儿来的？（肉需要粮食，
粮食需要土壤，水，资源）。而且，它整个生命的终端就
是霍格几年几打针活化，埋葬？我的天！多么浪费！几条
藏獒利用的自然资源能够养活多少个孩子？那样的养活费
能够让多少孩子上学？能够给多少病人看病？

非常主流的对地球变暖的科研已经说得很清楚，全球畜牧
业是一个非常大（可能最大的）温室气体的来源。我没有
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全世界的宠物行业个整个地球
创造的毫无意义的浪费，温室气体和污染是指的认真考
虑。而且，为了什么？大部分的宠物行业不解决人类温饱
问题。它们无非为了“伴侣”“或”玩物”，就是说，它们是奴
隶。（作为动物权利者，我反对这个现状，但是为了说明
一个连一个“喜欢宠物”的人能够明白，我们实事求是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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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京的汽车开始吃肉，该怎么办？如果北京的二手车
开始流浪，该怎么办？我举一些荒谬的例子：北京日报居
然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北京流浪车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来
已经太拥堵的接到更拥堵；汽车保护协会求政府一定要善
待它们，向群众呼吁多收留流浪车，各种汽车保护协会急
需要寄养车库和汽油，向群众爱车人士募捐，汽油，免费
维修，等等。”“大众汽车和北京汽车保护协会联手搞一个
活动，让更多的人善待流浪车。”“某社区准备打车，因为
嫌弃流浪车排泄物太臭。”

即使这些例子荒谬，从环境保护和资源浪费的角度，一点
都不荒谬：卖不出去的宠物、流浪动物、公安收留流浪动
物、狂犬病的扩散、动物等等行为全是浪费。而且，百分
之99的时候，它们提前“报废”；本来应该生命为十几年
的“东西”提前十几年扔掉了。我相信，如果任何汽车公司
开始大量的卖和遗弃只能开两三年的汽车，全世界的环保
机构都会痛骂该牌子为环保敌人。

现代的宠物养殖场/宠物店/动保协会的“食物链”让我想起一
个很想挣钱但是缺少“客户”的巨大的墓地。该墓地的老板
很聪明，所以它开始发展“死人”养殖场和死人买卖平台，
为了让一批人生出来没多久就马上死掉,无论是病死，打
死，饿死，都可以。只要能够继续产生很多提前“报废”的
生命，该老板的墓地生意会非常火，跟地狱一样火。我每
次看到宠物店，我觉得它是一种另类的墓地。卖不出去的
动物去哪儿？卖出去的动物会怎么样子？它们宣传的概念
会产生多少悲剧？做了几年救助的志愿者，我认为宠物养
殖场和宠物贩子卖的产品不是宠物，而是死亡，痛苦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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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困在宠物店的小动物就是死亡和痛苦的种子。

毫无疑问，宠物行业是一种应该逐渐缩小的行业，甚至不
应该存在，因为二十一实际的地球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
决。让很少数的人（宠物贩子）为人类社会创造无法控制
的压力和浪费。有没有谁去算了这笔环保帐吗？我觉得非
常值得研究。全地球大多数的“爱宠勿”的人已经充分地用
了他们缺德不负责的行为证明人类不是那么需要宠物，最
起码不需要现在这么多。

我可以非常肯定，北京的“生态”（一种越来越奇怪的“半夜
偷偷遛从来没有看到过太阳的大型犬的城市不需要更多“引
进原生态”藏獒。 我更敢肯定，藏獒不适合这里的环境。

宠物和公共卫生：一种不太环保的“产品”

另外，我相信有很多“兽医”和“人医”都一样担心一种巨大
的问题：对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历来是细菌和病毒，但是
细菌和病毒不是特别在乎“人”和“动物”的区别。对细菌和
病毒来讲，人、狗、猪、鸡、牛等动物都是它们生存和进
化的不收费的高速公路。

所以，你很担心你孩子将来的健康，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
寄托的“医生”的身上。任何活体动物买卖的场所，无论是
养殖场或宠物店或爱狗网的数百万个纯种活体产品，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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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对人类集体的健康的该担忧的因素。皮如，北京政府
很明显不去管里北京的卖活体动物的宠物店。鼓楼东大街
上已经有三个宠物店，充满各种动物，给那些活在小笼子
里的猫，貂，兔子，等等，打针不是什么兽医，而是店
主。墙上不没有任何卖活体动物的执照；店主跟我说，“不
需要。”（负责自己都卖猫卖狗！）上百个不同物种的动物
在一个小屋子里，在中国的首都，然后没有人管理？凭什
么？这里卖个三明治或一瓶啤酒都需要好几种执照；但
是，卖活体动物，随便！我看来，宠物行业对公共卫生是
一种非常指的政府重视的行业，因为它聚集了一帮非常缺
少社会责任心的人和很多对公共卫生具备危险的因素。

如果下一个SARS来自鼓楼东大街的小宠物店，该多么遗
憾。

爱狗网明显想成为卖狗的“阿里巴巴”；我认为，它这样
做，它支持这样疯狂卖狗的狗贩子，宠物店，养殖场的
话，卖狗网就肯定缺少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也算是一种严
重破坏环境和公共卫生的因素。就因此，我看到美国IDG投
资其他国家的狗市网而感到愤怒。自己国家的灾难还没有
解决，反而去别的国家投资新的灾难。

以上的图片是”可爱“的藏獒吧；以下的图片是被判死刑的
藏獒。既然”狗咬人“是可以判死刑的罪，那人养狗干么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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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的照片里的兴废（卖，杀）都是人干的好事，不是狗
的问题。我个人坚决认为爱狗网和所有催促宠物买卖的网
站就是这样残忍不堪的悲剧的创造者之一。

关于这个事情，我不会再发信给大家，最后只是想说，只
要我想起爱狗网和地球任何狗市，我会想起这两张藏獒照
片的对比：一个“因”一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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