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8 阶段总结
V2.0        初稿发布于 2018 年 6 月 6 日
在此阶段中，中国动物保护网 CAPN 遵循
2008      年      Jenia Meng      博士撰写的动物权利哲
学      6      点的第一条，统一性原则，开拓和其他
领域的整合，实现综合动物保护。以下为
大事记录，按照时间逆续。
大事记录
2017 年 8 月中国动物保护网建立人 Jenia 启
动多年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成为联合国 CHM

网络成员，并出版两张记录历年科研结果
的英文教育光盘。将生物多样性和动物权
利工作整合再次领导了潮流。 

2017 年 4 月，中国动物保护网的主要研究
项目虫道正式启动，该项目从道学角度深
入探讨动物权利宇宙观。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国动物保护网发布通
讯批评亚洲动物基金的种族主义及物种主
义。 

相关邮件：

亚洲动物基金 Animals Asia 的种族歧
视物种歧视 Racism and speciesism in 

Animal Activism

亲爱的朋友
感谢参加我们过去的动物保护请愿，
最近许多人向我们了解动保组织涉
嫌歧视的问题，特此摘录若干科普
文章供大家学习。动保本质是人类
的博爱，而歧视行为显然和这种博
爱精神不符。

 ADRD 网页有大量科学反歧视的信
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物
种歧视……各类歧视来自相同的根
源——自私自负的心态，各类歧视
者不是真动保。西方文字来自非洲
的古埃及人，耶稣基督生于非洲不
是白人，计算机二进制来自东亚远
古的《易经》……科学破除各类歧
视　http://adrd.goodeasy.inf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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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动物实验     2015      年十月的一条
微博：反对玉林狗肉节日的活动，
在推特上被海外素食组织动物权利
者强批，说这是源自海外种族主义
和帝国主义，批评者认为吃狗和海
外很多做法没什么不同。这是其中
一个推特讨论　
https://twitter.com/TheVeganSociety/st
atus/606039265210990592　 

 批评亚洲动物基金种族主义双重标
准的文章，“亚基为了抹黑亚洲，立
场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基本策
略是什么能让亚洲难看他们做什么
如果其他工业化国家做和亚洲类似
的事情，亚基就给与表扬吹嘘” 文章
介绍的主要问题包括：１）亚基攻
击湖南卫视《奇妙的朋友》动物表
演，却吹嘘自己的动物表演项目狗
教授；
２）传播中国无动保法谎言阻碍现
有动保法执法依法，３）长期用野
蛮等词语攻击亚洲的胆熊产业，煽
情的表演爱熊，却无视工业化国家
年度以体育娱乐目的猎杀野生熊，
４）物种歧视，在宣传材料和对外
交流里让人不要吃猫狗，改吃牛肉，
攻击胆熊来源的中药，却接受动物
实验的西药等等
全文见　
http://petitions.goodeasy.info/petition.p
hp?id=192 

 主要工业化国家人均肉食量长期世
界领先。您也可以在下面请愿里了
解相关讨论。 

 

感谢您支持动物权利

2014 年至 2018 年， 中国动物保护网建立人
Jenia专注于道学动物宇宙观研究和教学，
主编了 3 本中英文教材《Taoism and 

Science》《Natural Alternatives to Household

Chemicals》(日化的无动物实验的自然替代)

及《学道》。作品解释了素食仁爱的生活
方式是遵循天道和尖端科学的。上百家英
语地区的图书馆基督教学校收藏了这些英
文教材。读者和学生包括世界级的物理学
家神学家。上千英语母语读者参加了我们
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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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保护网建立人 Jenia 于 2012 年启动
的地球四月公益行动和地球网络（
http://EN.GoodEasy.info ）项目将广义绿色
文化和动物保护有机的整合起来，并发布
大量有国际声望的影视学术作品，包括
《所谓高等的人类》 详见中文官网： 

http://CN.EarthApril.GoodEasy.info 

2014 年 4 月 25 日，中国动物保护网发布通
讯呼吁动保团体警惕伪造的和海外购买摆
拍的残害动物案例被用于合理化对中国人
的种族歧视。 

2013 年至 2016 年，依托自行开发的多媒体
创新技术，中国动物保护网发布了一系列
以卡通啮齿动物兰迪为主角的实验动物权
利新媒体（含动画、书籍、微博等）节目，
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和手段介绍世界一流的
科学哲学知识，旗帜鲜明的反对动物保护
伪装下的种族主义，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
和辩论，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节目下载：
 http://arc.capn-online.info/ae/ 

从 2011 年起中国动物保护网协调指导发起
了 14个
参与广泛的网络请愿 ( 详情 

http://petitions.capn-online.info ) 并发布了电
子书 实验动物权益《辩护词》 

http://testingviews.capn-online.info/ 

 [2016-01-06 01:18:56] 网络签名：世
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肉食，请自称动
物保护的组织将素食推广做为主要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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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4-17 07:01:16] 反对湖南卫视
《谁与争锋》节目宣扬奴役虐待非
人动物的请愿 

 [2013-04-15 03:39:56] 取消“广东药学
院 2013 年学生实践能力大赛系列活
动---第二届机能实验学实验操作技
能竞赛”的请愿 

 [2012-07-27 21:58:21] 抵制皮草活动：
皮草企业请速速转行！ 

 [2012-06-09 19:42:10] 关于 《哈尔滨
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动物保护网络
请愿 

 [2012-04-29 23:22:46] 我们爱猪猪 不
吃猪肉活动 

 [2012-03-14 00:57:19] 地球四月公益
行动——为了地球和她的孩子（4 月
22 日地球日，4 月 24 日世界实验动
物日） 

 [2012-03-05 07:43:56] 呼吁取消 201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形式主
义动物实验的请愿 

 [2011-12-28 04:49:58] 复旦大学学生
呼吁防止实验动物滥用的请愿 

 [2011-11-24 19:14:06] 消费者向企业
的表态活动：我们抵制动物实验产
品支持替代办法 

 [2011-11-08 20:13:19] 伴侣动物保护
活动：认清宠物奴役-抵制宠物繁殖
产业-用领养替代购买 

 [2011-11-06 00:41:43] 江苏畜牧兽医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呼吁高校重视
实验动物权益的请愿 

 [2011-11-01 06:06:22] 为了地球为了
动物为了自己——我支持素食网络
签名活动 

 [2011-08-14 07:48:37] 网络请愿：致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灵长类
实验动物中心的公开信 

《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灵长类实
验动物中心的公开信》是 ARC 实验动物权
益志愿者小组发起组织首个为实验动物争
取权益的联名请愿，要求该中心提高动物
保护水平，该活动 6千机构个人参加。
2011 年 3 月中国动物保护网发布英文文件
《传统医学：动物实验的有前景的替代方
法》

2011 年 4 月 5 日行动亚洲负责人苏佩芬讨
伐佛教寺院虐狗，遭激烈批评。被指缺乏
动保理论目的不纯，ARC 为此编写动物福
利条目，指明认识误区。

转载相关邮件：
行动亚洲 ACT Asia苏佩芬（Pei F. 

Su，Pei-Feng Su）讨伐佛教寺院虐
狗遭批，被指缺乏动保理论目的不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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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Actasia 行动亚洲
（http://actasia.org/）负责人苏佩芬
（Pei F. Su，Pei-Feng Su）近日在个
人微博客（http://t.sina.com.cn/n/

%E8%8B%8F%E4%BD

%A9%E8%8A%ACPei）上以篇盖全
的发起了讨伐佛教寺院（辽宁大悲
寺）虐待狗酷行的运动，大悲寺无
私救狗反被说成虐待，引发了诸多
关心动保工作的人士的不满。
苏佩芬在 3 月 29 日的微博中称寺庙“

极为残忍”并“完全违反动物的福利”。
而当地动物保护宠爱天下实地调查
的报告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大
连组织的报道地址如下：
http://bbs2.dl.net.cn/viewthread.php?
tid=69496&extra=page%3D1

宠爱天下的报告中介绍：
大悲寺位于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
始建于 1668 年，由天王殿、大雄宝
殿、藏经阁、千佛殿和东西配殿构
成，有西方三圣和十六尊者，享受
人间烟火，保护万民平安。辽宁海
城大悲寺全体僧人持不捉金钱戒律，
日中一食。僧人每天早上 2 点钟起床，
10遍楞严咒，下午 2个小时读诵戒
律，每天只休息 4个小时。保持佛陀
制度，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
行脚途中托钵乞食。寺院里戒律严
谨，僧人威仪具足，佛陀戒律在此
得以充分体现！大悲寺里没有功德
箱，每月 2场佛事（14 日超拔、15

日普佛,不收取任何费用）。每年四
月初八，七月十五两次皈依。皈依
居士必须背会《心经》 《大悲咒》 ，
才发给皈依证书。辽宁海城地区的
大悲寺，全体僧人持金钱戒律，日
中一食。寺院里没有功德箱，每月 2

场佛事（14超拔、15 普佛,不收取任
何费用）
目前寺院有犬只数量大概有 100只以
上，其中山下犬舍有犬只 80只，山
上分布犬只大概有 20只以上。
山下犬舍犬只是今年 1 月份来到寺庙
的，大部分是从狗肉馆解救下来的，
也有部分犬只是由居士在市场上购
买下来的，其中有成犬 77只，幼犬
13只。
犬舍：共有犬舍 29个，每个犬舍只
能容纳一只成狗，还有两个 1.5X3M

的铁丝网篱笆，用来圈养幼犬。
健康状况：目前狗狗大部分健康状
况良好。但部分犬只有皮肤病，也
有的体内有寄生虫，身体瘦弱。病
犬数量大概在 15只左右。还有一只
狗前腿已经断掉，只能跳跃行走。
喂养：每日早晚各喂一次（素食），
每日水勤换。
品种：秋田犬、哈士奇、大白熊、
古牧、松狮、串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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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狗和母狗的数量没有具体查
清，因为狗狗过于密集，志愿者试
着尝试进去分辨，结果被其中的烈
性犬只咬伤。
昨日下午到寺院的时候，听居士说
沈阳某爱狗组织来到寺院表示愿意
收养狗，后来听住持说最近有很多
团体跟寺院联系表示愿意收养犬只，
甚至接受民间捐款，在这里提醒大
家注意，大悲寺不设功德箱，也不
会接纳外界捐款，如果有个别团体
以救助狗的名义或大悲寺的名义来
募集资金，都是非真正的救助组织。
“

由于不满苏佩芬对大悲寺不公正的
评论，已经有若干网友在她的微薄
上对她的言辞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网友曼陀罗花QQ1060742612说：
“所有的寺院很多佛教徒连一只蚂蚁
都不会伤害，又怎么会去虐待狗呢？
我们一直本着众生平等的观念，而
不是像某些人单单是因为喜欢而去
救助的观念！你亲自去了解事件真
相了吗？这次的事情不排除恶义诽
谤或者其他宗教不实的报道！请彼
此尊重，客观事实报道！”

......

与大悲寺不接受救狗捐款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苏佩芬所建立的行动亚
洲的主页上放着醒目巨大的红色图

文标语“亚洲的动物需要更多保护，
现在就给我们提供捐赠”。
上海动物保护人老猫对这个事情
说："比起只有开会开会再开会的模
式，大悲寺的行动更是大量的付出，
默默的付出，真正无私的付出！支
持大悲寺！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
看着寺庙收养的那些狗狗，如果不
是出于某些动机，是绝对说不出指
责的话的！！" 

中国动物保护网（http://CAPN-

online.info）的科学指导 Jenia Meng

博士也针对此争议专门撰写文章
《动物福利的相对性》指出了该事
件体现出的一种常见的对动物福利
观念的错误认识，Jenia Meng 博士指
出：“动物保护组织在进行动物福利
工作时应使用相对的动物福利作为
工作的参考点，把所在地区人的福
利水平（或者动物的管理者的自身
的福利条件）考虑进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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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2011 年世界实验动物日，ARC 出版一
系列高质量的实验动物权益中文宣传材料，
包括书籍（《了解世界实验动物日——动
物实验的是与非》）、调研报告、宣传片
等、这些材料均开创了相关领域的先河。

    

致谢
感谢多年来关注支持我们工作的正义草根
力量。
联系我们
电子邮件 info@CAPN-online.info

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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