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微信号 zyu107a 进入贵阳晚报宠物群，撸狗吸猫，结识宠友，分享养宠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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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整理

投票期限为五天，

每人每天可投十票，票

数最高者，将成为“宠物

明星”冠军。

扫描二维码，根据提

示参加投票！ 注意：每部

手机一天只能投十票。参

赛宠物为编号 1到 5。 投

票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13日 17:00。

扫码参加

宠物明星

5

号宠物：拉布拉多

宠物主人：@HOM

� � � �宠物介绍： 这是一个随时蠢

蠢欲疯的小女孩， 十个见到它的

人都会问是不是个弟弟。

3

号宠物：金毛弟弟

宠物主人：@ 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

宠物介绍： 金毛弟弟两

岁半，是个超级微笑大暖男。

1

号宠物：狗宝

宠物主人：@佩佩

宠物介绍： 这只美国短毛

猫名字叫狗宝，是个 11 个月大

的单身小帅哥。 它温柔可亲，想

求一位“贤良淑德” 地好“媳

妇” 。

2

号宠物：布丁

宠物主人：@清风

宠物介绍：嗨，各位铲屎官

大家好，我叫布丁，今年两岁了，

我平时喜欢睡觉，主人也经常给

我拍各种有趣的照片，我可是很

配合的哟！

更多宠物图片及信息，请查看 ZAKER 贵阳新闻客户端

新一期的五只宠物等你投票

2018�年 11月9 日 星期五

花鸟鱼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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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糖” 的心结解开后，与

“吾亦凡”的相处更为融洽，两只猫

咪互相打闹，舔毛，却从不下狠嘴。

“吾亦凡” 不论做什么都喜欢挨着

姐姐，不论是钻纸盒、塑料袋，或是

睡觉， 两只小猫都会相互依偎在一

起，配上小小的脸蛋，看着十分软萌

可爱。

“吾亦凡” 平时喜欢对主人撒

娇， 但为了争抢主人温暖舒适的肚

子，“花生糖” 也会不甘示弱，往往

两只猫一起挤在主人肚子上， 死活

不下去，让人哭笑不得。

“吾亦凡”和“花生糖” 偶尔也

会调皮捣蛋，跳上沙发打滚，若是被

主人发现后，“花生糖” 会立即不好

意思地跳下沙发，四处逃窜，“吾亦

凡” 却会厚着脸皮撒泼打滚，各种

耍赖不肯下去。

平时， 主人喜欢给两只猫咪拍

摄视频和照片， 发到抖音或是朋友

圈， 猫咪们各种搞怪或是软萌的照

片，吸引不少关注，更有朋友因为他

们而想到养猫。 其中一个贵州美院

的老师，看到猫咪照片后，称十分喜

欢， 想将它们画下来。 还有一位微

商，也是两只猫咪的粉丝，没事就找

“

@

左亞” 要猫咪照片，因为看着

它们会让他心情大好。

“非常感谢朋友的帮忙，希望

通过报纸，能让更多的人爱上‘花

生糖’ 和‘吾亦凡’ ”“

@

左亞” 说

道。 本报记者 李雯文

本期宠物明星冠军由两只猫咪姐弟联袂夺取。 两姐弟年仅半岁，都是折耳猫，外型

十分软萌可爱，主人不时发布它们的萌照和视频在朋友圈或是抖音上，不少猫奴被两只

猫咪的颜值征服，成为它们的粉丝。

猫姐姐性格高冷，猫弟弟活泼调皮，彼此互补，每天相亲相爱，从不打架闹事，是主

人最暖心的陪伴。

与猫姐姐的宠物情缘

文明养宠 负责到底

我是本期宠物明星冠军

宠物明星冠军

软萌猫姐弟 靠颜值征服人

1

服务

指南

扫描二维码

参加宠物明星

我想参赛

即日起，“花鸟鱼宠” 推出商家服务

栏目，为读者展示各个“花鸟鱼宠” 类商

家特色，为有需要的读者提供参考，有意

展示的商家请拨打联系电话 85860467。

俘获无数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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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亞” 特喜欢猫咪，一直想

买一只自己饲养，一天逛“闲鱼” 时，

发现有位老板正好想转手刚到的猫

咪。

据老板说， 她花费 1800 元从武

汉一猫舍购买了一只折耳猫，可等猫

咪到家后，她才发现猫咪只有一个多

月大，实在是太小只，加之折耳猫原

本就有生理缺陷，她十分担心自己养

不活猫咪，便立即发布了转让信息。

“我从下午联系她， 到晚上 10

点到她家接走猫，整个过程，她一直

都在哭，就没有停过，哎，她也有许多

不舍，但是没办法，她还要去省外读

书。”“

@

左亞”说道，最让她感到意

外的是，小姑娘竟然和自己住在同一

个楼盘，分属不同的小区，遇上这只

猫咪感觉真的是天生宠物情缘。 “@

左亞” 见小姑娘哭着可怜，也害怕自

己不能好好养大猫咪，便与小姑娘商

议，帮她养大一点就还给她，小姑娘

同意 800元卖给自己，虽然接猫时没

有给钱， 最后还是付给小姑娘 1000

元钱。

就这样猫姐姐就来到了新主人

家里，“

@

左亞” 给它取名叫“花生

糖” ， 主人希望她像落花生一样慢

慢生长，像糖一样甜蜜的生活。

“花生糖” 到家后不久，为给它

找一个小伙伴，主人又在网上找了一

家猫舍， 再次购买了一只折耳猫，也

是坐着飞机来到贵阳的。主人喜欢明

星吴亦凡， 便给猫弟弟取了个谐

音———“吾亦凡” 。

不得不说，“吾亦凡”猫如其名，

确实也很帅气不凡，白白的毛发配上

软萌可爱的小脸，再坚硬的心都能够

融化。“吾亦凡”天生活泼好动，与性

格高冷的“花生糖” 形成反差，每次

都是弟弟各种挑逗，屁颠屁颠地追着

姐姐，而姐姐总是不屑一顾。

原以为两只猫咪到家时间相近，

猫咪又小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没想到

“花生糖” 突然生了病， 原本只有

600多克的小体格， 一下子瘦到 400

多克，性格一下子变得低沉，不爱叫

唤不爱动， 主人担心其患了猫瘟，转

到带猫咪去宠物医院做了一个全面

检查。 可奇怪的是，体温，CT，血检等

所有指标都正常，最后医生总结可能

是家里来了另外一只猫咪，“花生

糖” 出现了应激反应，认为自己不再

被主人喜欢，于是心情不好，身体忧

虑成疾。

那天从晚上 7点到医院，弄到凌

晨 2点才回家。 回家的路上，“

@

左

亞” 语重心长地跟“花生糖”“谈起

心” 来：“宝贝，虽然我们有了亦凡，

可是最最爱的是你啊，我们以后好好

吃饭，乖乖的，身体健健康康。 ” 也许

猫咪听懂了主人的这番话， 第二天，

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慢慢恢复到原

来的数值。 经过此事，主人知道猫姐

姐高冷的外表下，却有一颗细腻柔软

的内心。

有名人范的猫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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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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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瑞仔

宠物主人：@lu鹿晗 han�

� � � �宠物介绍：瑞仔是一个 1 岁的小

boy。 天冷了，它也穿上了衣服。 如果

你觉得他可爱的话， 就给他投一票

吧！

↑“吾亦凡”

“@左亞” 和“吾亦凡”

↑“花生糖”和“吾亦凡”

↑“花生糖”和“吾亦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