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盆好时机

方法要掌握

沾花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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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日 17:00。

扫码参加

宠物明星投票

如有刷票行为，

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扫描二维码

参加宠物明星

我想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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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宠物明星冠军是一只叫“石头” 的阿拉斯加犬。 装死、握手等技能对它来说就是

小意思，聪明的它还自带搞笑技能，卖萌演戏样样行，是个十足的戏精。

主人“@C” 会时不时地为“石头” 拍一些微视频，并发布在网上与人分享。 其中，有一

条微视频仅一天的时间就获得了四万多的点击率，“石头” 俨然成为是一只“网红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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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小苹果

宠物主人：@苹果妈妈

宠物介绍：小苹果爱

玩具、爱旅游。 当然它最

爱的还是苹果妈妈。 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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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哼哈

宠物主人：@qianyatou313

���� 宠物介绍 ： 哼哈是

@qianyatou313 从爱狗小家

庭 领 养 回 来 的 ， 现 在 ，

@qianyatou313 家里有三个

乖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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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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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歪歪

宠物主人：@Yaki

����宠物介绍： 歪歪是十足的吃

货一枚，每天吃饱喝足后，就爱看

神仙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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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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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乐乐

宠物主人：

@

嘻嘻

宠物介绍：我是乐乐，已经 6 岁

了！ 一只传说中美丽傲娇的银狐犬。

吃、睡、玩儿就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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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宠物：淘淘

宠物主人：@世界和平

宠物介绍：布偶妹妹淘淘，才 5 个

月大。正如名字一样，淘淘不仅特别淘

气，还特别黏人。

2014 年， 一部片名叫 《后会无

期》的电影上映，“

@C

” 被里面的那

只十分可爱的阿拉斯加犬吸引，便萌

发了购买一只阿拉斯加犬的想法。经

过多方寻找，最终在位于东北的一家

宠物犬基地里相中了一只阿拉斯加

犬。 心动不如行动，“

@C

” 很快便打

款，将它购买回来。

“

@C

” 说，狗狗是乘坐飞机到

贵阳的。第一次相见时，全身圆滚滚，

毛茸茸的狗狗静静地坐在笼子里，分

外乖巧软萌。 说来也好笑，我当时还

激动得流了鼻血。 感觉心里的 “石

头”都能被它软萌化掉。于是“

@C

”

给狗狗取名叫“石头” 。

阿拉斯加犬属于大型犬，“石

头”也很快就成长为一只大狗。 可别

看它外型高大威猛，撒娇起来可分外

拿手，不停地用小脑袋撞“

@C

” ，让

主人不得不蹲下来抱着它亲热一番

才罢手。

除了会撒娇，“石头” 还是一只

“特立独行”的狗狗。 比如它是个小

财迷， 如果其他狗狗碰到自己的玩

具，“石头”就会非常生气，但是要是

有小朋友想玩一玩， 它又会很大方。

是一只非常双标的狗狗。

平时，“石头” 还喜欢看体育节

目，特别是台球和篮球这样的球类运

动， 只要电视播放这两种球类的节

目，它就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得津

津有味。

文明养宠 负责到底

我是本期宠物明星冠军

宠物明星冠军

“网红”阿拉：卖萌演戏样样行

在 “

@C

” 朋友的眼中，“石

头”是一枚不折不扣的戏精犬。

有一次，邻居家的狗狗“元宝”

过生日，于是邻居便邀请“

@C

” 和

“石头”去吃蛋糕，当大家都在祝福

“元宝” 生日快乐时，感觉受到冷落

的“石头” 十分生气，对着“元宝”

一通吼叫，结果，大家反而责怪它太

吵闹，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石

头”趁众人不注意，自己开门悄悄回

了家。 第二天，邻居带着“元宝” 来

找“石头” 玩，可不论邻居说什么，

“石头”都非常高冷地不理不睬。

还有一次，“石头”在小区里和

一只大型犬因玩闹而打架，在场的

邻居们都说 “石头” 的不是，“石

头” 再次感到了委屈，接下来的整

整一个月，“石头” 都没理过这群

人。

“

@C

” 说，为了缓解“尴尬” ，

邻居们每次见到“石头” 就不停地

哄它说，我们以后就帮你哈，再也

不管那只狗狗了。 还不停地夸奖

“石头” ，说它是小区第一帅，最喜

欢的就是它。 得到领居们的称赞

后，“石头”才重新对邻居们展露笑

颜。 最搞笑的是，当再次遇见那只

狗狗时，“石头”还不停地用鼻子顶

邻居的手腕， 意思是让其说话算

话，要邻居帮忙去揍那只狗狗。

“石头”作为一只公犬，非常有

胜负欲，平时只要打架赢了，就会

趾高气扬地到处蹦跶， 要是输了，

不论“

@C

” 怎么开导，都会想不

开，低着头独自生闷气，回家以后

还躲在角落里，大声的哭泣，实在

让“

@C

” 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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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精狗狗”槽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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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正是给盆栽换盆的好

时机，近日，记者采访到养花达

人朱先生，他介绍了一些换盆的

小技巧和方法。

据朱先生介绍，换盆最佳的

时间是春分，即今年 3月 21日前

后一周左右的时间，或者是温度

大于 10°C 的时候。 除此之外，

花友也应该根据花卉的生长习

性，萌芽情况进行换盆。 一般看

到花卉萌生新芽，就可以开始换

盆了。 换盆要错开植物的开花

期，如果植物正在花期那么延续

到花期结束后再进行，如果盆土

板结很严重，可先用水泡开再换

盆，以免板结的土壤在换盆时对

植物根系造成伤害。 一般若原花

盆材质比较软， 可将其剪开，尽

量让花卉的根部多带一些土，避

免裸根。 朱先生称，带土换盆比

裸根的成活几率要大得多。 修根

时，注意剪去腐烂或是太过老朽

的根系。

朱先生认为，换盆前还可在

盆里添加一些底肥，具体如下：首

先放入 2厘米左右深的土， 然后

放底肥。 如果是观叶植物，底肥

建议用鸡粪、复合肥，如果是观花

植物建议用骨粉与菜饼或者磷钾

肥。底肥添加完毕后，再覆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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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左右深的土壤，最后放入植

物。 此时，不要按压，适当往上拉

一拉植物，然后再压实，这样可以

让植物根系更好的跟土壤结合。

朱先生提醒，换盆之后要充分浇

水，并放在环境适宜，没有强风侵

袭的场所栽培，如果有寒流，记得

一定要将花卉放到室内养护。

本报记者 李雯文

“石头”天生自带搞笑气质。

“

@C

” 有一次带它外出游玩，

途中要经过一座由一个个石墩搭

成的小桥，“石头” 十分害怕，直接

扑到石墩上，匍匐前进，然而动了

半天，还是原地踏步，十分滑稽，见

到这一幕， 其他游客都大笑不止。

“

@C

” 便将这个过程拍摄下来，然

后放到了视频网站。 没想到，仅一

天时间， 就有了四万多的点击率，

“石头” 也一夜成名。 不少网友纷

纷给“

@C

” 留言，想每天都能看到

狗狗的最新动态。

“石头”从小就喜欢照相，镜头

感非常棒。 “

@C

” 平时会带 “石

头” 拍摄一些微电影，一次在拍摄

的空隙， 一位男孩想和“石头” 拍

照，“石头”非常自然的站在男孩身

边，路人见状十分好奇，纷纷拿着手

机不停拍摄，“石头” 镇定自若，不

停对着镜头摆造型，“明星范” 十

足。

“‘石头’ 确实非常聪明。 ”

“

@C

”

自豪地说，“她们从来没有特

意教导狗狗做任何动作，但‘石头’

自己慢慢摸索，不仅会握手、坐立等

小动作，甚至连‘装死’都知道。 平

时主人与它对话， 狗狗几乎全部能

听懂。 ”

这次参加宠物明星活动， 主人

也是想向更多的人分享“石头” 的

欢乐日常， 也希望更多人喜欢上狗

狗这种动物。 “我建议饲养大型犬

的主人，平时注意文明养犬，不喜欢

狗狗的市民也多一分包容 。 ”

“

@C

”

说道。 本报记者 李雯文

←“@C” 和

“石头”

↓“石头” 是

只“网红狗”

一个不小心成了“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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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