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弱势群体，尤
其残障人士，然而在关注他们的同时，又有许多忽略的地
方！在我们关注残障人士的同时，是否应该也关注一下能够
帮助他们的“朋友”呢？导盲犬对于盲人的帮助显而易见，
又有多少人对导盲犬有所了解？恐怕太少太少！ 
      使用导盲犬是发达国家改善视力残疾人生活条件的主要
手段之一。它能帮助视力残疾人正常出行，维持正常生活，
与健康人共同参与社会活动，被视为失而复得的眼睛。导盲
犬作为视力残疾人的福利事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社
会福利、公益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对残疾人关注程度的重要
指标之一。
      我国导盲犬现状很不乐观，目前国内导盲犬的存在数量
和需求量相差甚远，中国视障残疾人达到1 2 0 0 万， 投入工
作的导盲犬仅有6只。导盲犬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
阶段，导盲犬对中国民众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将其全
面引入中国大陆迫在眉睫。导盲犬需要社会更多的了解，中
国导盲犬事业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爱心与实际支持。
      关注导盲犬，小Q在行动。 "小Q计划"带你走进导盲犬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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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盲犬基础知识
  1.1 导盲犬是什么？

   导盲犬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导盲犬顾名思义，就是为有视力障碍的人士提供向导服
务的狗。导盲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犬，是工作犬的一
种。

 1.2 导盲犬小Q能做什么?
   经过训练后的导盲犬可以引领主人到厨房，厕所，学
校、商店、公园等。懂得“来”、“前进”、“停止”
等口令；可以带领盲人安全地走路，当遇到障碍和需要
拐弯，或遇到关闭的门或上下台阶或进出电梯，导盲犬
会停下来（坐下来）示意主人注意，当主人发出前进的
指令时才继续前进；当主人在办公室工作或在教室上课
或作其他任何事情时，导盲犬会静静地等在一边，决不
乱跑。

 1.3 导盲犬的历史
　　导盲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1819年一个叫
海尔.约翰的人在维也纳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导盲犬训练
机构。后来海尔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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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在当时这个项目并没有被世人广泛知晓。几乎
100年之后人们才开始重视导盲犬，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很多德国士兵失去了视力，医生赭哈德得到灵
感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导盲犬训练学校。
　　作为为视力障碍人士提供服务的工作犬，很多国家
都给予立法保护，比如澳大利亚在《反歧视残疾法令》
《伴侣动物法令》等法令中给予明确规定。这些工作狗
可以进入商店，餐厅，酒店，飞机，公共汽车等任何公
共场所，而通常宠物狗是限制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的。
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导盲犬协会，这些机构大
多数是民间的非营利慈善机构，他们培育训练导盲犬并
免费提供给有视力障碍人士，这些机构的经费大多源于
慈善捐款。“世界导盲犬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为
来自26个国家的60多所成员导盲犬训练学校提供技术指
导和推广鼓励使用导盲犬为视力障碍人士提供服务的概
念。
 1.4 导盲犬的选拔与培训

   许多犬种可以训练成导盲犬，最常见的品种为拉布拉
多、黄金猎犬、德国牧羊犬或是有计划育种而交配的，
如黄金猎犬＋拉布拉多。导盲犬必须从有优良血统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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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中选拔，祖宗八代不能有攻击人类的记录，并且无任
何遗传疾病史。在中国，一般接受导盲训练的小犬分属
两个犬种——金毛猎犬和拉布拉多犬。这两种犬类体型
适中，便于牵引；性格温驯平和，不易受外界刺激的影
响。
   导盲犬的培训过程长达18个月，综合费用达2.5-3万
美元。导盲犬的工作寿命可达8-10年。　　
   第一阶段的培训工作通常由导盲犬幼犬养育志愿者家
庭承担，当然除了培训任务，最主要的还是要给小狗很
好的饮食及健康照料，使他们健康地成长。第二阶段在
12个月后，这些特殊的小狗狗就要送到导盲犬培训学校
集中专业培训5个月。这阶段的工作由职业训练师承担。
第三阶段是接下来的4个月，分别要教会小Q走直线，听
懂并服从所有的指令术语。最后一个阶段是由导盲犬和
未来的主人一起参加训练，主人要学习如何与导盲犬一
起工作，如何命令，如何喂养，如何为狗做健康检查，
如何和狗相处等等。
   而在训练选拔过程中被淘汰了的导盲犬，自身存在
一些不适合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犬就一无是处。社
会公众也非常渴望拥有被淘汰掉的犬。因为他们都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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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犬，已经具备了很多良好的遗传基因。被淘汰掉的犬
另一个可选择的工作是作为医院为患者提供服务的治疗
犬。同时它们也是非常优秀的伴侣犬，因为这些犬都接
受过良好的训练，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并且非常聪
明。在国外，被淘汰的导盲犬是非常受欢迎的，甚至提
前好几年就开始预约认养。
   为狗儿的幸福及盲胞的安全，导盲犬大约工作至10至
12岁左右则会退休，原使用者有优先权可把狗留下，但
有些因独居或其它因素无法照顾时，原寄养家庭或是”
收养家庭”的申请者即可接手，在国外许多家庭申请收
养，因为导盲犬都有非常好的的教养及卫生习惯喔。这
部分幼犬、淘汰犬以及退役犬亟待有爱心的爱狗人士领
养，给狗狗一个温暖的家，同时可为基地解决资金人力
短缺的困难。

 1.5 导盲犬的工作状态

                                                    

04

我的眼睛，你的世界

官方网址：http://xiaoQplan.org

  右图是导盲犬在工作时身上
佩戴特制的鞍具，把手成“U”
型，以便主人牵领。由于导盲犬
对导盲鞍形成了条件反射，所以
只要导盲犬戴上这种特制的狗



鞍，除了为主人引路外，无论周围环境对它怎样诱惑，
它都会置之不理。行走时盲人抓着把手，这样导盲犬的
行走信息就可以为盲人所了解。

 1.6 导盲犬的用途及意义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而对于盲人而言，导盲
犬就如同他们手中的拐杖一样须臾不离，它可以帮助
照料盲人日常生活，也可以引导盲人安全地走路。
一条训练有素的导盲犬在家里，它可以引领主人到
家中任何地方；离家后导盲犬会引导主人绕开障碍
物，过马路时在信号灯前停下来等候，遇到关闭的
门、上下台阶或进出电梯时，导盲犬会停下来示意
主人注意，当主人发出前进的指令时才继续前进； 
  因为有了导盲犬的帮助，盲人可以方便地出入
诸 多 场 合 ， 积 极 地 融 入 社 会 生 活 ， 实 现 自 我 价
值，使生活充实而又自信。导盲犬还是很好的伴
侣 犬 ， 它 们 能 很 好 地 领 会 主 人 的 意 思 ， 同 主 人
一 起 快 乐 ， 为 主 人 排 除 心 灵 上 的 忧 郁 与 烦 恼 。 
   由于导盲犬能够切切实实地解决盲人的许多生活问
题，所以导盲犬的普及也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对盲人的

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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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我们与导盲犬及视障人士
  2.1 我们与导盲犬

   遇见导盲犬时，请遵守「三不一问」原则
●不喂食：不要以任何食物吸引或喂食导盲犬。
因为导盲犬有自己的食物而不是吃人类吃的食物，一旦
让牠接触，以后带主人到餐厅时会蠢蠢欲动，或是在行
进间受到食物诱惑而忘了引领主人的任务，这是非常危
险的。
●不呼唤：不要以声音、手势分散导盲犬的注意力。
1、当驾车时遇到导盲犬和盲人走在路上，请尽量避免鸣
喇叭，以免对盲人造成干扰。
2、当导盲犬带主人走路或者戴上导盲鞍的时候，千万不
可以跟牠玩、摸牠或呼唤牠，否则会使导盲犬分心。
3、当您带着宠物出来散步，遇到导盲犬时，请千万不
要让您的宠物接近导盲犬，这样是会对导盲犬造成干扰
的。
●不拒绝：不要拒绝导盲犬和训练中的导盲幼犬进入。
导盲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就如同视障者的第二双眼
睛，社会大众和商家们应该抛弃成见和误解，不要再拒
绝他们，并尊重其应有之权益。更希望以友善代替冷
漠，让真诚融化人们心中的障碍，伸出双手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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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看到视障朋友和导盲犬需要协助时，请主动询
问。您可以先询问主人是否需要帮忙，如果主人请求您
协助，则请您走在导盲犬前方三到五步的距离，然后尽
量以声音引导主人前进，请您不要直接呼唤导盲犬，这
是会造成危险的。

 2.2 我们与视障人士
    1）要拉着盲人的手触摸座椅
   志愿者对盲人服务时往往会忽略一些描述方位性的用
语，比如志愿者习惯说“坐这、坐那”，但这些词语会
给盲人带来困惑。所以领盲人入座，应该细致地描述座
椅位置，并拉着盲人的手去触碰座椅的位置，让他们心
里感到踏实。
    2）拄拐残疾人并非都需搀扶
   肢残人除了乘坐轮椅，还有拄单拐和拄双拐的。拄拐
的残疾人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拄拐行走，所以一般不需
要搀扶。若强行搀扶会使他们失去重心。
    3）给盲人盛饭菜时要反问
   在帮他们盛饭菜的时候，要用“你不吃什么”来代替
“你想吃什么”，这样反过来问可减少盲人在就餐场合
中遇到的心理压力。如果问盲人你想吃这个么、想吃那
个么，说多了盲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不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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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导盲犬大事记
 3.1导盲犬在世界

   目前全世界有四十个国家，约八十个导盲犬训练中
心，共二万五千只左右的导盲犬。在欧美，纽澳，导盲
犬的发展历史已经长达八十年左右，导盲犬对於人民来
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工作犬，除了导盲犬，这些国家
的其他工作犬还包括助听犬，介助犬(看护犬)，癫痫预
知犬等。
   现在美国有1万只导盲犬，英国有4000只，德国有
1100只，日本有900只，法国有600只，澳大利亚有500
只，中国台湾有11只。在日本，一只导盲犬的训练费用
大约3万美元左右，目前日本有9个导盲犬训练基地，大
部分资金来自募捐。
   美国
   美国养犬俱乐部AKC是致力于纯种犬事业的非营利组织，成立
于1884年，由美国各地530多个独立的养犬俱乐部组成。此外，约
有3800个附属俱乐部参与AKC的活动，使用AKC的章程来开展犬展
览，执行有关事项，教育计划，举办培训班和健康诊所。
    英国
   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的一种,在英国有着较长的使用历史,迄今约有
75年.目前在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类有着较大使用群体和良好社会声

08

我的眼睛，你的世界

官方网址：http://xiaoQplan.org



誉的工作犬。英国目前已经有21000多名有视力障碍者受益于导盲犬。
    新西兰 

   新西兰所有导盲犬事业费用均来自公众捐赠、社团组织赞助人及遗
产等。
    巴西
       2006年9月21日，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的总统府接待一只导盲
犬。当日，卢拉签署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导盲犬法实施细则。该细则允许
盲人带导盲犬进入所有公共场所。
   加拿大

  加拿大邮政于08年4月21日发行一枚导盲犬邮票，面值为0.52加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出租车若拒载导盲犬要被开除。

   日本

    日本根据原著原著：《再见了，可鲁》拍摄半记录式的影片《 导盲
犬小Q 》，英文名：Quill
   韩国

  韩国拍摄两部导盲犬影片《亲爱的托拉米》英文片名：My Sweet 
Tohram 和《人狗奇缘》。
   

 3.2 导盲犬在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视力残疾者数量最
多的国家，目前国内专业的导盲犬培训机构只有中国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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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培训基地一家，视力残疾者人量达到1200多万，而投入
工作的导盲犬仅为6只。中国台湾视障人士达5万人，台湾导
盲犬协会投入工作的导盲为14只。
   日本广岛大学毕业的动物行为学博士王靖宇，现任大连
医科大学教授。2004年在中国初创导盲犬训练，因而他被称
为“中国导盲犬之父”。王靖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让导盲犬成为“盲人的另一双眼睛”还有很长的路。目前中
国的导盲犬的培训还刚刚起步，面临着很多困难：
  (1)训练成本高。幼犬成为导盲犬一般需要花费10~15万元
人民币。
      (2)训练困难,训练成功率低于50%.理论不够完善.
      (3)缺少专业人员与系统理论及技术支持。
   (4)政府、企业与个人参与力度不够。
　　

  3.3 大连导盲犬基地介绍
   2004年10月开始,以大连医科大学王靖宇教授为首的团队
就开始了导盲犬在中国培训与应用的研究。 得到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的关注与支持,于2006年5月15日经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批准,由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大连医科大学共同组建的
首家"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残联函[2006]90). 也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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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一条训练有素
的导盲犬会引领主人穿
梭在繁忙的人流和街道

  图为加拿大邮政于08年4月
21日发行一枚导盲犬邮票，面
值为0.52加元

  图为人和导盲犬和谐相处的
情景



  图为感动全球几亿
人的日本电影《导盲
犬小Q》中的小Q主人
公

  图为全国残疾人体育科学
学 术 大 会 的 神 秘 嘉 宾 导 盲 犬
“虎虎”和“沙沙”以及工作
人员在演示导盲犬训练项目。

 2006年9月21日，
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
利亚的总统府接待一
只导盲犬。



一一家能够在导盲犬繁育、培训等方面提供专业性指导的机
构正式成立。基地于2007年10月迁至旅顺大学城，现坐落于
美丽的塔河湾畔。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始终以“为视力残疾人找回另
一双眼睛”为宗旨，全力以赴为中国导盲犬事业长远的发展
构建稳固的基础，以最终实现“让中国更多的视力残疾人拥
有导盲犬”的目标。

      概况：
   基地共有工作人员17名，其中训导员14名，均为大专以
上学历，其中3人有留学经历，并有1名训导员赴澳大利亚导
盲犬训练学校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基地与国际上多个导盲
犬发达国家构建了友好关系，已陆续派人前往导盲犬发达国
家接受短期培训，海外导盲犬训练专家也多次来基地进行授
课、学术交流等。基地总面积约2000㎡，有标准犬舍、繁殖
犬舍、犬用鞍具等设施、器材。

   训练情况：
   目前基地有种犬8只；共繁育幼犬73只； 26只正在接受
训练； 3只即将上岗： “小雨”  “贝贝”  “妞妞”。
已成功培训6只导盲犬免费交付视力残疾人使用：
        张素俊 —— “毛毛”  张德宏 —— “奔奔”   
    李艳秋 ——  “小可”    文世鹏 —— “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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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亚丽 —— “Lucky”   李    端 —— “Star”
   存在问题:
   1、经费紧张。犬粮每年需要122400元（10元/斤*30天*1
斤/只·天*34 只*12月），工资每年18万元（1500元/人*10
人*12月），疫苗及消毒费用每年2万元（成犬注射疫苗2次
/年，幼犬4次/年），差旅费10万元，资料费3万元）、外
聘专家费用8万元、交通费2.64万元（每天从旅顺—大连往
返，220元/月·人*10人*12月）、每年犬鞍、犬牵引带、犬
马甲及训犬员服装等5万基地目前没有专用训练用车，（为
了复制盲人生活场景，导盲犬大部分训练时间是在闹市，而
我基地远离闹市区）。
   特别感谢一些爱心人士及单位向基地捐赠了犬粮、犬、
资金及进行寄养幼犬、无偿提供车辆等支持，其中台商陈建
飞先生先后两次赞助澳大利亚专家Ian.cox来基地为期8周授
课费用，并支助我基地训导师姜丹赴奥进行为期两年的学
习。作为对捐助方的回报，导盲犬基地有义务在电视台、电
台、网站、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基地的同时，适当的向媒
体提供宣传捐助方的相关资料。为了使导盲犬成为一位真正
的光明天使，让我们伸出双手，发扬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献出爱心，倡导扶弱助困的社会新风 ；帮助和关怀弱势群
体使他们能够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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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导盲犬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各项规章制度不完
善，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受到限制。
   3、专业人才紧缺，基地正在加大力度培训，使我基地训
导师导盲犬知识与国际接轨。
    

    如何申请使用导盲犬:
   〔1〕尊重基地的宗旨 
   〔2〕视障人士有两个月的时间能同训导员一起完成训练 
   〔3〕服从训导员的指导 
  〔4〕年龄在18-60周岁，身体建康，有自理能力，有基本
经济能力可以自行负担导盲犬所需费用（食物，医疗）等 
   〔5〕有修养，心理状况稳定,喜欢犬 
   〔6〕必须具有市级残联提供的介绍信 
  〔7〕具有基本的定向行走能力,每天使用导盲犬不少于1
小时 
   〔8〕家里有视力健全的人 
   〔9〕邻居不反对导盲犬 
  〔10〕具备上述各项条件者经基地考核合格后方可接受人
与犬的共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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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身边的导盲犬
  “神秘嘉宾”导盲犬第一次亮相全国残运会
   2005年的全国残疾人体育科学学术大会上突然来了两位
“神秘嘉宾”——导盲犬“虎虎”和“沙沙”。它们给代表
们展示如何引导残疾人上下台阶，让代表们大开眼界。
   在国外已经逐渐流行起来的为盲人提供服务的导盲犬在
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全国残运会
上使用导盲犬服务在中国也是第一次。
 “虎虎”和“沙沙”在全国残疾人体育科学学术大会上一
亮相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俩在训导员的带领下表演了一
些基本的技巧，显得十分温顺、灵敏，注意力非常集中。
“虎虎”和“沙沙”来自大连培训基地，这个基地是目前我
国唯一的导盲犬培训基地。该基地由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主任、动物行为学博士王靖宇领衔，于２００４年正式
开始导盲犬的繁殖、培育和训练，迄今已经成功训练出３只
导盲犬。基地里目前还有１２只幼犬正在接受训练，有４６
只在志愿者家中寄养。
   “虎虎”和“沙沙”是今年刚刚培训出来的导盲犬。
据记者了解，２００８年北京残奥会上中国也将提供自己培
养的导盲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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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关于导盲犬的立法 

 最新出台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残疾人可以免费携
带随身必备的辅助器具。
　　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
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
　　国家鼓励和支持提供电信、广播电视服务的单位对盲
人、听力残疾人、言语残疾人给予优惠。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残疾人的其他照顾和扶
助。
　　第五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残疾人组织应当建立和完
善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捐助和服务的渠道，鼓励和支持发展残
疾人慈善事业，开展志愿者助残等公益活动。
   第五十八条  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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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Q计划项目简介
项目介绍
   小Q计划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学生会发起，旨在推广中国
导盲犬事业的公益项目。现与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达成完全合作协
议。小Q计划拟成了志愿服务导盲犬事业的义工组织，并争取早日成为
正式注册的非政府公益组织（NGO）。
      小Q计划在益暖中华—Google杯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中披荆斩棘，
从6000多支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决赛的获胜团队，并获得
Google公司的公益资助。
      我们的亮点活动是，小Q坐公交（全国首次“导盲犬引领视障人士
乘坐公交车”的实验）,黑色小Q（拍摄志愿者黑暗体验纪录片），小Q
短片（拍摄导盲犬宣传推广短片），小Q绘画和小Q电影（露天电影放
映）。
      本项目主要目标是推广大陆导盲犬事业，长远来看，更希望借由这
种人与动物间的关系与情感来美化社会风气，呼吁大众关怀视障者、爱
护动物。
       小Q计划旨在提高公众对国内导盲犬事业的关注度，目前希望能解
决导盲犬志愿服务人员不足的现状，缓解大连导盲犬基地资金严重短缺
的困境。

项目理念
 ● 志愿服务
义工可以在导盲犬培训基地做服务工作，以及领养导盲犬幼犬、训练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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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犬和退役犬。
 ● 人文关怀
导盲犬能帮助视力残疾人正常出行，维持正常生活，被视为盲人失而复得
的眼睛。推广导盲犬事业的核心价值，不仅仅是服务视障者，更是给普通
的健全人进行爱心教育，从青少年做起，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爱的种子。
 ● 爱护动物
犬是人类近万年的朋友和伙伴。导盲犬和主人间质朴、平实、纯粹的感情
感动着人们。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希望通过导盲犬的忠诚和温顺唤起
人们对动物的爱心，爱护动物。 

小Q计划 志愿者招募 

   报名条件： 
   ●待人热情，善于交流沟通，认真负责，关注公益事业，喜欢动物。
  ●家住大连，熟悉大连市区情况者(或者有亲属在大连，自行安排住所
的)。 
   ●8月份有较充裕时间。 
 
      欢迎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朋友加入我们，成为可爱的Q爹Q
妈，共同为“小Q”的茁壮成长尽一分心血。 
       志愿者联系电话：13616319078      
       报名邮箱：xiaoQplan@gmail.com 
       小Q主页：http: //xiaoQplan.org
       益暖中华主页：http://www.gong1chuang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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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  志愿者招募
   
   目前基地急需以下各类志愿者：基地义工、各类技术人员（如营销
企划、摄影、网络媒体等为基地策划推广提供帮助）以及导盲犬幼犬寄
养家庭。有爱心的人士快快一同加入中国导盲犬事业吧！

    什么样的家庭有条件成为导盲犬幼犬寄养家庭？ 

    ●有爱心 
    ●以家庭为单位至少一对夫妻 
   ●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一日外出时间不超过4小时，保证有足够的时
间陪伴犬 
    ●无六岁以下儿童 
    ●最好有养犬经历，家里没有其它宠物犬 
    ●同基地签定协议

    详情咨询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
       地址：大连沙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 9-32  
      单位：大连爱心导盲犬服务中心
      电话：0411-86110172 
      传真：0411-86110179 
      联系人：刘爱坤    宋雅楠
      论坛：guidedog_dl@126.com
      网址：http://www.chinaguidedo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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