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本期起，贵阳市亿生活宠物生

活馆（领奖微信：aa330212625，可提

供宠物寄养） 为宠物明星活动提供

以下奖品：

狗狗礼物：冠军可获得由亿乐园

宠物生活馆提供的精洗体验券 1 张、

麦富迪肉粒包 2盒；亚军可获得精洗

体验券 1张、麦富迪肉粒包 1盒。

猫猫礼物：冠军可获得亿乐园宠

物生活馆精洗体验券 1 张、 猫条 2

盒； 亚军可获得精洗体验券 1 张、猫

条 1盒。

欢迎各位读者发送宠物图片 +

宠物介绍至微信号 ：zyu107a 或

qpy20110223，参加宠物明星活动。

参加宠物明星 赢取丰厚奖品

碰碰香又叫一抹香、触

留香等，植株娇小，全株密布

细小的白色绒毛， 卵圆形的

肉质小叶嫩绿可爱， 并且它

一经碰触就会散发出类似苹

果的香味， 闻之令人神清气

爽、心旷神怡。 盆栽于室，清

新悦目，颇具奇趣。

碰碰香喜温暖、 阳光充

足的环境，喜光照也耐阴，稍

耐干旱，不耐寒冷，适宜的生

长温度为 25~30℃。 冬天需

温室养护 ， 室温保持在

5~10℃以上可安全越冬。

弹簧草“草” 如其名，线状

的叶子与弹簧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扭曲盘旋，线条流畅，变化

万千， 颇为奇特； 植株娇小玲

珑，形态各异的鳞茎古朴端庄，

叶色清新雅丽， 春季开有淡雅

秀丽的小花，饶有趣味。盆栽于

室，典雅而别致，清雅独特，别

有一番趣味。

弹簧草喜欢凉爽湿润、

阳光充足的环境，可耐半

阴和干旱， 稍耐寒，喜

欢疏松肥沃、 富含腐

殖质、 排水良好的土

壤。 冬天温室养护，

10~20℃可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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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刷票行为，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扫码参加

宠物明星投票

1

号宠物：迦南

宠物主人：@胡萝卜

宠物介绍： 我叫迦南， 是个小仙

女。麻麻说我喜欢钻被窝，其实我

只是喜欢和麻麻一起睡。 我喜欢

玩红外线灯，可以玩很久很久。

本期宠物明星冠军———“摩卡” 只有半岁，正是调皮

的时候，不时做些“犯二” 的事情，让主人哭笑不得，但

“摩卡”也非常体贴主人，是个贴心可爱的小暖男。

2

号宠物：奶糖

宠物主人：@r�u�there

宠物介绍：我叫奶糖，是一只可爱的暹罗妹妹，

我非常黏人，总是喜欢在主人跟前喵喵地叫，不

管主人做什么事我都会陪着她。

宠物明星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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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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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宠物等你投票

文明养宠 出门牵引

我是本期宠物明星冠军

摩卡：“犯二” 的暖男

“个性绿植”

好看又有趣

养护

弹簧草

老人须学名松萝铁兰、

松萝凤梨，是空气凤梨的一

个颇受欢迎的品种。 它株

形奇特，植株呈下垂生长，

纤细的灰绿色茎叶密集互

生，酷似老人的胡须，又像

一顶假发，充满奇趣。 家里

养上几株，新颖独特，别具

一格，颇具野趣。

老人须养护简单，较耐

寒， 冬天可放置于室内养

护， 一星期喷 2~3 次水即

可。

老人须

养护

丝苇又叫槲寄生仙人

掌，它株形奇特，光滑嫩绿的

变态茎柔软分节， 茎匍匐生

长，悬吊于窗前，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颇具雅趣。冬春节

开有漏斗状的白色小花，绿

白相间，明艳可爱。

丝苇喜温暖干燥、 阳光

充足的环境，喜欢疏松肥沃、

排水良好的土壤， 适宜的生

长温度为 22~28℃。 冬天可

移至室内光线明亮处养护，

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

丝苇

碰碰香

“摩卡” 是只好奇心旺盛的猫

咪。

“

@

陈软软
” 家中还养有热带

鱼、小仓鼠和小刺猬，每天这些“弱

势群体” 就成了“摩卡” 的娱乐目

标。

“摩卡” 要么坐在鱼缸前，用

爪子拍鱼， 又或是盯着仓鼠笼子，

不时用爪子挠一挠。 最搞笑的是，

“摩卡” 对刺猬一直怀有“深深的

敌意” ，有一次，“摩卡” 从背后偷

袭刺猬， 结果被刺猬刺伤了爪子。

吃了亏的 “摩卡” 老实了一段时

间，每看到刺猬，就主动绕道而行。

但好了伤疤忘了痛， 隔一段时间，

“摩卡” 又会不自觉地对刺猬来一

次挑战，但总是落败而逃。

“

@

陈软软
” 的爸爸是 “摩

卡” 的头号粉丝。“

@

陈软软
”每周

会带猫咪回父母家一次。 每次“

@

陈软软
” 的父亲都会抱着猫咪各种

亲吻举高，不过猫咪每次都是一脸

高冷地拒绝。 “我爸天天在我耳朵

边念，叫我把‘摩卡’ 送给他，不过

我都没有同意。 “

@

陈软软
”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不久前，“

@

陈软软
” 养了 15

年的狗狗去世。 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

@

陈软软
” 的心中总感觉缺

少了什么。 后来，她在猫舍里相中

了一只美国虎斑短毛猫。

“

@

陈软软
” 是一个很喜欢喝

咖啡的人，尤其是摩卡咖啡，当初

给猫咪起名“摩卡” ，就是希望它

像摩卡咖啡一样又甜又暖， 但是

又不失个性。

“摩卡” 刚来时年纪较小，正

是调皮捣蛋的时候， 有时它会像

小猎手一般，在暗处静静观察，看

到“

@

陈软软
” 从房间里走出来

时，会犹如离弦的箭一样冲过来，

举着两只小爪子，“啪啪啪” 地拍

她的小腿，然后又迅速跑开。 “它

动作又轻又快，就像捞痒痒似的，

真的很好玩。 ”“

@

陈软软
”笑着

说。

稍微长大一点后，“摩卡” 变

着花样地黏着主人。 特别是每

当“

@

陈软软
” 回到家还需

继续加班时，“摩卡” 觉得

自己被忽略了，便不停地

在“

@

陈软软
” 面前刷存

在感， 比如躺在电脑键盘

上， 又或是不停往她怀里

钻，要“

@

陈软软
” 抱着它睡

觉，实在让主人很无奈。

■据养花之家微信号

↑ “@ 陈软软” 与

“摩卡”

←“摩卡” ：我

太“南”了……

投票期限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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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宠物投票截止日期：2020年 1月 16 日 17:00。

↑“摩卡”的照片被做成了摆件

3

号宠物：小六六

宠物主人：@秦瑛(Lynne）

宠物介绍： 我叫小六六是一个

调皮的女汉子……

3

黏人———“不择手段”

好奇———让它很受伤

养护

养护

萌宠星球与毛孩子共同观影

不一样的跨年方式———

2019年 12月 31日，萌宠星球宠物俱乐部携手阿里影业

（淘票票）邀请贵阳全城爱宠人士在贵阳亨特城市广场负一楼

横店影城一起观看关于宠物的暖心电影《宠爱》。

这次活动得到了铲屎官们的大力支持，更得到了杨姨妈丝

娃娃和

comeinn

美学俱乐部赞助的宠物零食大礼包。 大家不仅

能免费看电影，还能得到礼物送给家里的毛孩子。

在欢声笑语中，爱宠人士与毛孩子们通过一场治愈人心的

电影迎接跨年。 告别过去一成不变的跨年方式，第一次和一群

爱宠物的人看了一场治愈人心的电影，大家快乐时大笑，感动

时流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