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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大学⽣生动物保护教育联盟成⽴立
The first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 for animal protection
education established in China
2009年12⽉月21⽇日23:13 来源：⼈人民⽹网 Reported by People.com.cn at 23:13 on Dec
21, 2009
⼈人民⽹网12⽉月21⽇日电 据西北政法⼤大学⽹网站消息，12⽉月18⽇日对于西北政法⼤大学⽽而⾔言，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年前的这
⼀一天，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 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同时举办的中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研究项⽬目启动暨动物保护
法国际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我国动物⽴立法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而就在⼀一年后的同⼀一天，⾸首届⼤大学⽣生动
物⽣生存状况调研征⽂文颁奖暨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教育联盟成⽴立让我们看到了西法⼤大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动物 保护法领域取得
的⼀一些进步。

According to the news from NWUPL, on Dec 18, 2009 the first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 for
animal protection education established, just on the date the NWUPL Animal Protection
Law Research Center established in 2008. This is the progress in the animal protection
society.


⾸首届动物⽣生存现状调研成果颁奖暨动物保护教育联盟成⽴立⼤大会现场
12⽉月18⽇日晚19：30分，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办公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由该校法学研究所、动物保护法研究中
⼼心、⾹香港动物保护神公益机构主办，校 党委宣传部、团委⼤大⼒力⽀支持的“⾸首届⼤大学⽣生动物⽣生存状况调研征⽂文颁奖暨西北政法⼤大学

动物保护教育联盟成⽴立”⼤大会在此举⾏行，副校长杨宗科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 李永宁教授、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贤副教授、校
科研处副处长汪建新副教授、团委书记宋⽩白副教授以及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孙江副教授等出席会议，来⾃自⾹香港动 物保护神
咨询机构代表李桦⼥女⼠士为了本次会议也特别从北京赶来，表⽰示了该机构对此活动的重视。
At 19:30, in the hall of NWUPL, Prof Ya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Prof Li
Yongning of the chief of the Law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Prof Wang Xian, the chief of the
propaganda office of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Prof Wang Jianxin of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fice, Prof Song Bai,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Prof Sun Jiang, director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law research center,
and Li Hua, representative from AG attended the launch. The launch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law science institute, the animal protection law research center and Animal Guardians.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永宁教授主持会议
Prof Li Yongning chair the launch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杨宗科教授⼤大会致辞
VP Prof Yang gave a speech
会议由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永宁教授主持，他⾸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出席本次⼤大会的各位领导嘉宾，随后，校
团委⽼老师宋⽩白向该校动物保护联盟颁发社团证 书，据了解，此社团是由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专业研究⽣生发起，旨在通过各种形
式的学⽣生活动来引起在校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动物现状的关注，结合⾃自⼰己的专业， 希望尽其所能改善动物⽣生存现状，促进相
关⽴立法的形成。

The union members are from the graduates, undergraduates studying in
environment law science. The union is focusing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students on animal protection.


西北政法⼤大学团委书记宋⽩白为动物保护教育联盟社长黄婧颁发
社团证书 Prof S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issued the union certification to Ms
Huang Jing, the chief of the union.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贤出席会议并为获奖同学颁奖

Prof Wang Xian, the chief of the propaganda office
接着，杨宗科副校长讲话，他⾸首先对此次⼤大会的主办单位、⽀支持单位以及李桦⼥女⼠士的出席表⽰示了感谢，向获奖同学们
表⽰示了祝贺。杨副校长说，“当今社会，⼈人与 动物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我校以孙江⽼老师为⾸首的⽼老师同学们对
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一年前全国第⼀一家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 在我校成⽴立以来，中⼼心成员们出版专著、
承担省部级多项课题，并开设动物保护法课程，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今天的⼤大会，既是对于⼀一年 来
成就的总结，更是对于未来⼯工作的再鞭策、再激励。”⽽而对于未来⼯工作，杨副校长向⼤大家提出了两点希望：希望动物保护法的
教学科研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个台 阶，学术研究、影响⽴立法决策的⼒力度更上⼀一个台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更上⼀一个台阶，不断
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希望同学们能够持久地保持对于动物保护的关⼼心，不 断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
更多的成就。

“In the past one year, the research center got great achievement. To make more
efforts in the teaching for the animal protection law class, to make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and the legislation promotion on animal protection we can make
much more achievement. The stud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imal
protection and actively make the campaigns related”. In the speech, Vice
President Yang expressed the expectations to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
之后，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孙江副教授简要回顾了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 成⽴立⼀一周年来的⼯工作，包括成⽴立之初召开的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让法律温暖动物》、今年8⽉月出版的教材——《动物保护法概论》、两项省部级课题以及动物保 护教
育联盟的成⽴立、动物⽣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等。同时，他特别向李桦⼥女⼠士所代表的动物保护神机构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
于该中⼼心各种活动的⼤大⼒力资助

Prof Sun appreciated the great support from Animal Guardians for the textbook
as titled “the Theory of Animal Protection Law” and the article collection “A
Study for Protection of the Cruelty to Animals by Legislation” and the union
activity.
李桦⼥女⼠士随后也发表讲话，她向⼤大家介绍道，动物守护神，致⼒力于反对以故意或者不负责任地虐待动物使其遭受痛苦，
是⼀一家公益机构。他们与西北政法⼤大学的合 作⽬目标是在校⽅方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与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加强课题研究合作，推
动动物保护法知识的教学创设与模式。她期望“动物保护教育联盟学⽣生社团”在校 团委的领导下、在研究中⼼心与辅导⽼老师的带领
下充实动物保护的实践研究与教育普及，增强道德修养的培育，并能与其他院校的同学或社团建⽴立互动开展项⽬目，带动 更多的
学⽣生学习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李桦⼥女⼠士的真挚与热情深刻地感染了在场的同学们，⼤大家均对其报以热烈掌声。

Li Hua made a speech, in which she introduced the Animal Guardians and said
that the objective of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NWUPL is to create the teaching
model for animal protection law study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 for animal
protection issues. Leading b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the
students of the union would enhance the moral cultivation, make the surveys in
the study and the practice, raise the student awareness of animal protection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ith other university students
⼤大会期间，学⽣生代 表动物保护教育联盟负责⼈人黄婧同学与参与了调研获奖代表王洪兴同学也发表了讲话，与⼤大家分享⾃自
⼰己在参与过的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与教训。他们虽不在同⼀一学 习阶段且处于不同专业（分别为西北政法⼤大学08级环境法研究
⽣生与08级国际法本科⽣生），但是通过参与动物保护的相关活动，均得到了深刻的启发与认识，不但 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更
加培养了他们对于动物保护法这⼀一学科领域浓厚的兴趣。

Huang Jing, the chief of the uni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winners spoke at the launch
separately.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杨宗科教授向动物守护神代表李桦赠送纪
念品 Prof Yang presents the Logo of NWUPL to Li Hua
随后，孙江⽼老师向⼤大家宣布了⾸首届⼤大学⽣生动物⽣生存状况调研有奖征⽂文的获奖同学名单，据悉，此次以调研动物⽣生存现
状为⽬目的的暑期实践活动范围涉及陕⽢甘宁等 11个省市⾃自治区，35个县区，主要由西北政法⼤大学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多所学
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回收调研报告由动物保护教育联盟初步筛选后，由 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学院和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
的多名指导⽼老师认真评选，最终，来⾃自西北政法⼤大学的杨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孟艳杰、谢华英等6位同学分获 ⼀一、⼆二、三
等奖。⽽而除此之外，利⽤用调研活动富余经费所开展的有关动物保护法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也⼀一同受到表彰。与会校领导与李桦⼥女
⼠士为上述同学颁发了奖状与 奖品并与之合影留恋。
（责任编辑：徐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