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前的一天，“

@

雨中漫
步
” 的朋友给她送来一只自家狗

狗生产的小狗崽。 因为毛色黑白

相间，她给狗狗取名为“花花” 。

“花花” 的父母并不是什么知名

犬种，或许因为是个妹妹，刚出

生的它连母奶都未喝上几口。 狗

狗才一个多月大，眼睛刚刚能睁

开，勉强能走几步路，就被送到

新主人家。

幸运的是，“花花” 天生身

强体壮，“

@

雨中漫步”心痛“花

花”的遭遇，饲养时分外小心。她

将狗窝放在自己床边，这样“花

花” 每天一睁眼，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主人。 没有狗妈妈的母奶，

“

@

雨中漫步” 就买来狗狗专用

奶粉，用小奶瓶慢慢喂食，稍稍

大点了，又添加辅食，熬制白米

粥给它喝。 就是在这样的喂养

中，“花花” 与“

@

雨中漫步” 的

感情越加深厚。

每天，看见“

@

雨中漫步”

出门去上班，“花花”都会不吵不

闹，静静蹲守在窗台边，盯着“

@

雨中漫步” 越走越远的背影，晚

上， 好似有心灵感应一般，“花

花” 都会提前跑到小区入口处等

候“

@

雨中漫步” 下班回家。 第

一时间迎接自己的都是“花花” ，

而每一次“花花” 都非常高兴地

对着主人又扑又叫， 让主人感动

不已。

七岁的“花花”，曾四次孕育宝

宝，有一次在生下狗崽后，身体严重

缺钙，无法站立，被送到医院进行救

治。后在“

@

雨中漫步”的精心

喂养下，“花花”又能站

立起来了。 经历这

次“重大事故”

后，“

@

雨中

漫步” 才下

定 决 心 给

“花花” 做

了 绝 育 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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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葡萄

宠物主人：@英子

宠物介绍：狗狗叫葡萄。

它的主人说，有“女” 初长

成，葡萄想找个男朋友了，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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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七七七

宠物主人：@�龘貓貓

宠物介绍：美短妹妹七七七，一

岁零两个月。 它喜欢睡觉、 好吃零

食，性格温顺、黏人，出门在外毫不

畏惧， 永远是街上和咖啡厅里最靓

的猫仔！

4

号宠物：菲菲

宠物主人：

@

楚楚然儿

宠物介绍：菲菲是主人捡的

流浪猫，当时才三个月大。 主人

至今还记得它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脆弱无助的情景。 一转眼四

年后，它变成了家里的“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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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钱多多

宠物主人：@porno�monk

����宠物介绍： 我叫钱多多，

号称“夜场小王子” 。 其实我

不喜欢喝酒， 但由于颜值太

高，常有美女请我喝一杯。 如

果你也喜欢我，买好酒，等我。

四次孕育宝宝的“伟大母亲”

扫描二维码

参加宠物明星

我想参赛

本期宠物明星冠军，是只七岁大的串串,名叫“花花” 。

“花花” 从小生命力顽强，虽然缺少母爱却很有责任感，爱护家中“狗

弟弟” ，好似“大姐大” 一般；有着土狗基因的“花花” ，对待主人忠心耿

耿，又似一位“美女保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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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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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5日 17:00。

扫码参加

宠物明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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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八筒

宠物主人：@蒋医生

宠物介绍： 八筒是我家的

小可爱。 每天回到家，我都会虐

它千百遍，或是“受虐” 成瘾，

每当被虐时， 八筒都会摆出一

副“享受” 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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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养宠 负责到底

我是本期宠物明星冠军

宠物明星冠军

“花花” ：忠心护主的“美女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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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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刷票行为，将

被取消参评资格

不久前，“

@

雨中漫步
” 家中

又收养了一只比熊弟弟。对于狗弟

弟的到来，“花花” 显得尤为大气

和包容， 平时不爱与狗弟弟争闹，

也从不抢它的吃食，只有在“

@

雨
中漫步

” 面前，才会奋力争宠，用

尽力气地将狗弟弟挤在一边。

“花花” 从小就十分聪明，不

仅会握手、坐等简单指令，更不会

在家乱撒尿，一般要么在外遛弯时

拉在隐蔽处， 要么在厕所拉粑粑。

所以“

@

雨中漫步
” 的家里十分干

净，没有任何的异味。

然而，比熊弟弟到家后，却不

会上厕所， 虽然女主人教育了无

数次，但比熊弟弟仍然学不会。 于

是， 看到比熊弟弟乱撒尿，“

@

雨
中漫步

” 都对着“花花” 说，“你

是大姐， 应该教比熊弟弟爱干

净。 ” 没想到，听懂话的“花花” ，

感觉自己十分委屈， 眼眶里

会慢慢流出泪水。 “后来我

就不怎么说‘花花’ 了，真没

想到它这么敏感。 ”“

@

雨中
漫步

” 感叹道。

有时带着两只狗狗外出，

若有狗狗欺负比熊弟弟，“花

花” 也会第一时间站在弟弟旁

边，凶狠地朝对方汪汪大叫，非

常有大姐大的气势。

照顾弟弟彰显大姐风范

1 5432

近期不少花友反映，夏

天还绿油油的水培植物，到

冬天开始泛黄， 不知道该如

何顺利过冬。

近日， 记者采访到种花

达人张阿姨， 她向各位花友

介绍了一些过冬小技巧。 张

阿姨表示， 光照是植物生长

必须条件之一， 因此白天应

尽可能将植物放置在室内阳

光充足或者散射光明亮的方

位， 比如朝南的房间或者窗

边， 同时注意不要置于窗口

漏风处，以防冷风吹袭受冻。

通常， 水培植物最适宜

生长的温度是 10摄氏度。如

果晚上室内温度达不到 5 摄

氏度， 必须用较厚的透明塑

料袋将花卉从上到下整株罩

实以保暖保湿， 塑料袋上可

开 2-3个小孔以利透气。

对于换水， 张阿姨认为

冬季里，10—15 天换一次水

就可以了。换水时，将植物的

根露出一半或三分之一，这

样更利于植物的自由呼吸。

对于植物叶片变枯黄，

张阿姨认为有可能是空气干

燥的缘故， 她建议用细孔喷

水壶，对着叶片正反面喷洒，

这样叶片渐渐地会越来越

绿，且变厚，更有观赏价值。

李雯文

水培植物

如何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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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花惹草

“花花” 有着蝴蝶犬的基因，最

明显的就是两只大耳朵，看上去霸气

又美丽，同时，它也有土狗的基因，所

以对待主人尤为忠诚。

有一次，“

@

雨中漫步
” 与外人

因为误会而发生争执，“花花” 见状，

立刻跑到主人身前， 朝对方大吼，好

似一位尽责维护主人安全的 “保

镖” 。 但要是家里人出现争执，它就

会显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帮谁。

“花花” 一般不爱与其他狗狗争

吵， 但若是遇到故意挑衅自己的狗

狗，它也绝不示弱，有时甚至会直接

冲上去扑咬，血性十足。 有时家里来

了客人，“花花” 也会一脸严肃地盯

着对方，生怕别人到家里搞破坏。 正

是因为这份忠诚， 家人都十分喜欢

“花花” 。

多年以来，“

@

雨中
漫步

” 陆陆续续饲养过不

少宠物， 但因为种种原

因，唯独“花花” 陪伴她

的时间最长， 两者之间

的感情也最为深厚。 这

次， 女主人参加本报宠

物明星栏目， 就是希望

能让“花花” 这位“老

美女” 能在报

纸上亮个相，

也算是给“花

花” 的生命中

留下一个最

美好的纪念。

七年相伴情深意长

本报记者

李雯文

↑

“@ 雨中

漫步” 和

“花花”

←处处显露大姐

大风范的“花花”

←有土狗的基因的

“花花” ，对待主人尤为忠

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