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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每只狗狗
必须有自己的
“牌照”

加拿大

让狗不戴项圈
和绳索随意奔跑是违法的
加拿大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人员分布相对疏松。不同于中国楼房
拥挤、居民紧密的居住状况，加拿大的
居住区往往安排得比较宽松。在这样
的背景下，
“ 狗患”的危险本来就已经
小了不少。尽管如此，加拿大的国家
和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共同出台了一系
列严密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宠物狗的问
题。这些法规最初也常有相对笼统的
问题。但是随着居民和立法工作人员
的不断努力，它们一步步发展完善成
了非常详尽的条文规定，包含城市宠
物狗饲养的方方面面，力争全方位消
灭“狗患”风险。
位于加拿大沿海的布伦斯瑞克
省便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例
子。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外出散步和
户外运动的省份，由于临近大西洋，
该城市大多海风拂面、气候宜人。于
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喜爱多种
多样的户外活动。狗的主人们会让
爱犬们一起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过这些狗只能套着项圈和绳索同
主人一起漫步，而不能随意在海风中
奔跑。因为此省建立了非常详细的
法律条文来规定宠物狗外出的问
题。在外让狗不戴项圈随意奔跑不
仅是不文明的，还是违法的。
布伦斯瑞克省最初为宠物狗问题

立法的时候，就已经对此做出了很明
确的规定。
“ 任何宠物狗的所有者，均
不能让自己的狗不戴项圈和绳索在外
随意奔跑。”不过这依然是一个比较笼
统的规定，执行起来相对困难。于是，
该省继续对该条文做了一些细节上的
完善，明确列举出了三种被定义为“在
外随意奔跑”的情况：在公共场合（尤
其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松开狗链
让狗随意奔跑；在他人的地产或居住
地带松开狗链让狗奔跑扰民；在公园
或森林中，让狗脱离主人的视线随意
奔跑（不过在公园和森林可以暂时松
开狗链）。违反这些法规的饲养者会
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或
是处罚。有了这些细节上的明确规
定，法规的实际作用就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这只是该法规规定的众多细节中
的一个。随着多年的完善和补充，法
规对城市中宠物狗饲养的各种细枝末
节都作了规定，对细节的执着非常让
人佩服。比如该法规中甚至包含这样
的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城市狗类管理
员执法时与其交谈，或者通过其他方
式干扰他”，来保障执法过程中的效
率。可以说，详尽到方方面面的法规
和较高效的执行力共同防治了加拿大
城市中“狗患”的危险。

俄罗斯

家犬分类挂牌标明攻击性
流浪狗安装生物信息卡片
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城市与中国的
居住情况类似，人口也较为密集，因此
发生狗患的风险也相对大。俄罗斯的
首都莫斯科曾经发生过一些狗类伤人
事件，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高度重视，
于是俄罗斯政府着手从家犬和流浪犬
两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饲主看管的家犬相对容易管理，
主要问题在于不能让攻击性较强的犬
类靠近其他居民。为此，
俄罗斯政府规
定，宠物狗上街必须挂牌，标明其攻击
性。这些狗牌分为红、黄、绿三种。红
色牌代表狗具有攻击性，
路人见到要远
离；黄色牌代表狗基本不伤人，但也别
掉以轻心；绿色牌代表狗绝对没有危
险，
可以接近。这样就可以让其他不养
狗的居民防范恶犬咬人，从而降低“狗
患”
风险。
而相比之下，
更困难的是流浪狗的
管理。莫斯科有非常多的流浪狗，
经常
会在各种公共场合游荡。莫斯科民间
流传的说法是，
这些狗是战争年代失去
了主人的狗。二战时期，
莫斯科许多居
民的房屋被纳粹炸毁，
一些家养的狗有
幸在主人遇难后逃脱，
可是处于战乱时

期没有人收留，这些狗就成了流浪狗，
从战争时代开始一代代生存了下来。
如何管理如此大量的流浪狗成为了防
治
“狗患”
的一大难题。
俄罗斯政府使用了一种科技化的
手段，并从莫斯科开始逐步投入试行。
工作人员尝试为流浪狗安装生物信息
卡片，
这些生物卡片主要记录了流浪狗
接种狂犬病疫苗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信
息。在对流浪狗采取了生物信息卡片
管理后，
城市流浪动物管理人员能更容
易地找到没有接种狂
犬病疫苗或身体上有
传染病的流浪狗并及
时对它们进行防疫处
理，以免带来“狗患”，
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的做法跳
出了传统的绝育、
安乐死等不人道的治
理方式，通过科学的方式寻找了
更好的解决方案。此项目因而
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助。
总的来说，俄罗斯政府主要
是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治理家
犬和流浪狗，从而从不同方面防
治
“狗患”
的潜在风险。

人们常说：狗是人类
忠诚的朋友。可这些“朋
友”似乎也会有疯狂的时
候。前段时间，北京朝阳
区一带发生了疯狗咬人
事件，警方一直持续搜索
该无主犬只，受伤的 10 名
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而此前北京已发生过狗
咬人事件，至少有 12 人被
咬伤。
此次疯狗伤人事件
再次引发群众的热议。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到底
要怎样才能防范“狗患”，
让人类与这些可爱的动
物之间的友谊得以在安
全中继续下去。
实际上，养狗是一项
全球性的活动。人类与
狗狗共处的历史非常悠
久，现在世界各国都有非
常多爱狗的人。那么，世
界上其他国家又是怎样
处 理“ 城 市 狗 患 ”的 问 题
呢？其中有没有值得我
们借鉴的经验呢？

在美国，狗狗大多被视为家庭的一部
分。根据美国宠物协会的一次调查结果，
近
35%的养狗者将狗视为非常亲密的朋友，约
18%的狗主甚至把狗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或伴
侣。美国的法律法规中，
狗的主人也远不止
是狗的饲养者，
而是承担着监护人一般的诸
多责任。美国的法律中有非常多关于这些
“爱犬”
的
“生活守则”
。而执行过程中就需要
主人承担比较重的责任了。
首先，
美国的宠物狗们都是有证件的
“居
民”
。虽然各州的具体法律规定有着细节上
的差异，
但美国的每个狗主人都必须到当地
政府指定的动物管理部门为爱犬注册和登
记，
领取狗狗的证件和
“牌照”
。根据宠物狗
品种、
性别、
体型等方面的差异，
牌照有着不
同的价格，
主人须根据自家宠物狗的情况来
购买。要求宠物狗拥有自己的证件不仅更方
便对城市中狗类进行有效的管理，
还可以帮
助不慎丢失的宠物狗找回自己的家，
既方便
人类又方便狗狗，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做法。
不过，
对于主人来说，
为爱犬领取证件只
是众多责任的开端。为防止都市出现“狗
患”
，
使得狂犬病蔓延，
美国动物管理部门对
定期为狗注射狂犬疫苗的工作予以极大关
注。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要求狗的主人定期为
狗注射狂犬疫苗，
并视情况为接触狗较多的
家庭成员接种疫苗。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宠物狗给不养狗的
居民带来困扰，
美国还出台了对犬类行为各
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的《妨碍公共利益法》。这
一法规的出台防止了宠物狗为其他附近的住
民带来不便，
备受非养狗者的欢迎，
因而被誉
为
“睦邻法”
。此法规从多方面规范了狗类的
生活。比如著名的
“三吠”
原则：
在居民社区
中养犬时，
邻居对三声以内的狗吠声须持包
容态度。但狗吠如果超过三声，
甚至连续不
断，
则被视作干扰周边居民的休息，
狗的主人

就要因此接受相应的处罚。
而对于恶犬咬人的隐患，
美国法律同样
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明确了狗主人的责
任。美国许多州都通过了《恶犬法案》。如果
自家的狗咬人，
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
主人需
要承担责任并受到处罚。以纽约州《恶犬法
案》为例，
该法对于
“恶犬”
的定义是：
对人有
明显威胁行为，
无故攻击他人致残或死亡的
犬。该法还规定，
咬人的犬的主人要处以400
美元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罚880美元，
咬伤致死的要处以 1000 美元罚款。如果一
条犬已经被认定有危险倾向，
主人却没有严
加防范和处理（如约束皮带和防止咬人的口
套），
而后又继续咬伤甚至咬死他人，
狗的主
人要被判入狱90天，
同时罚款1000美元。另
外，
纽约市的法律还规定，
居住在纽约市公房
(产权属于纽约市政府的廉租房，
租给低收入
家庭居住，
人员居住比较密集)的家庭不能养
狗，
如果住家坚持饲养，
市政府有权让其搬出
公房。
尽管已经有了如此详细的规定，
美国街
头还是偶尔会出现无人认领的犬类。为了防
止这些流浪狗伤人，
美国特别在动物管理机
关（Animal control service）设置了相关的
部门来处理此类问题。前段时间热映的动画
电影
“爱宠大机密”
中就有不少身着制服，
控
制和管理街头流浪动物，
防止其伤人的工作
者，
那就是治理街头动物的管控人员了。流
浪动物们会被控制和收留起来，
统一接受看
管、
饲养和疫苗注射，
从而使其伤人的隐患降
低到最小程度。
总而言之，
美国法律赋予公民养狗的权
利，
同时也赋予非养狗者不受狗类干扰、
惊吓
的权利。在这里，
宠物狗作为拥有自己
“证件”
的住民，
必须和主人一起遵守居民所需要遵守
的规章制度；
狗主人作为爱犬的
“监护人”
，
则
必须要对自己的宠物负起全部的责任。

德国

通过严格考核才有资格养狗
遗弃爱犬将被罚款 23 万元
德国人爱狗是世界闻名的。在德国，
餐厅、商店、各类娱乐场所中都常常会出现
狗狗们的身影。这在欧美其他国家中也并
不常见。也正因如此，德国对于犬类管理
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视。
德国的动物权利和动物
福利措施均走在世界前列。
2002 年，宪法修正案甚至在宪
法中补充了保护动物的内
容。可见其对于动物问题的
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民族和
国家的高度。而狗类作为德国人尤其喜爱
的宠物，更是被给予了非常多社会福利的
关注。对于养狗的人，一些不便于狗类进
入的场所会为他们提供“狗类停车场”，即
可以拴狗的场地。这样即使主人不在，宠
物狗也可以得到有效管理。对于流浪狗，
德国更是提供了非常多的福利措施。德国
政府和民间都有非常多的狗类收容所，这
使得街上的流浪狗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
并住进温暖的家。流浪狗的减少不仅有效
地降低了疯狗咬人的概率，还体现出非常
高贵的人文关怀。

德国政府和法律对流浪狗给予了非常
多的包容和关怀，但是对于丢弃宠物狗，使
它们成为流浪狗的低素质主人却非常严
厉。一旦被发现有抛弃宠物狗的行为，
饲养
者将被处以大约 23 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赔
款，
甚至还伴随有更多的处罚。这种做法不
仅很好地保护了狗狗们的权益，
督促饲主对
狗负责，还有效地防止了“狗患”蔓延，因为
很多咬人伤人的疯狗都是被遗弃的流浪狗。
不仅如此，德国的养狗者在养狗之前，
往往还要通过领养中心的测验（考核其饲
养知识与经验、为宠物提供的物质生活条
件等）。政府通过这种源头上治理的方式，
防止因为主人饲养知识不足、条件不够、看
管不当等素质问题导致宠物狗扰民甚至伤
人的恶果。
总而言之，德国主要从动物收容福利
和源头禁止这两个方面来防治“城市狗
患”。一方面，可能产生伤人危险或是带有
疾病的流浪犬大多会被集中有效地管理和
饲养；另一方面，严厉的处罚和严格的考核
使得饲主大多不会遗弃自己家的宠物犬，
并以科学和负责任的方式饲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