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本月季

炮仗花

紫藤

手养鸟也是有病毒的，会互相

传染， 如果家里有只小鸟感冒了，

要立刻隔离。它们是亚热带地区产

物，所以养鸟的家庭室温最好不要

低于 25度。 但是鸟类的病毒绝大

部分是不会传染给人类的，这点大

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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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养鸟饲养指南

如何照顾好指尖上的小精灵———

啄羽

缺钙

另外如果家里的手养

鸟有点瘸， 甚至龙骨变形，

说明它们缺钙了！

家养鸟经常缺钙，食补

是最安全的，可以给它们食

物中添加牡蛎壳粉、 贝壳

粉、甚至是墨鱼膘，还要经

常给它们晒太阳。补充蛋白

质也是不错的办法，把鸡蛋

黄打到小米里面去，然后晾

干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要注意有些

食物要少给鸟吃，比如白菜

等等水分含量多的食物，它

们特别容易拉肚子和绿便。

给手养鸟洗澡也很方便， 给它

们一个小容器装二分之一的水，它

们就会自己跳进去洗澡了。

但是给手养鸟洗澡时一定要小

心着凉的问题。洗完澡后，最好是用

吹风机把它们吹干。

洗澡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饲养手养鸟作为宠物， 因为

它们聪明可爱容易饲养。

比较常见的手养鸟有虎皮、鹦鹉、珍珠鸟和小文鸟。 今天

我们就来讲讲手养鸟的家庭饲养和疾病防治。

手养鸟其实是非常好饲养的，高质量的谷物和蔬菜都能让

它们很健康地成长，但是它们也会有一些常见病，比如啄羽。

如果你发现家里的小鸟突然喜欢啄自己的羽毛，甚至身体

的一块毛被啄秃，说明它们健康出现了问题，啄羽严重甚至会

危及生命，一定要早治疗。

感冒

能爬墙 攀窗户 会上门

很多花友都喜欢那种开满院墙、 爬上窗户的花卉。

今天就专门为大家整理了可以爬上门、院墙、窗户的这

些花，看看你是否一样喜欢呢？

藤本月季别名爬藤月季、爬蔓

月季。 落叶藤性灌木，以茎上的钩

刺或蔓靠他物攀缘。

藤本月季本身无攀缘器官，需

人工进行搭架或绑扎， 牵引向上，

高可达

3~4m

，

花单生或聚生，花茎

5.5~13

.0cm

，

花型各异，花色多样，

花期较长，可三季开花，且成簇花

开放时散发浓香。

■种植

藤本月季适应性强， 耐寒耐

旱，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喜日照充

足，空气流通，排水良好而避风的

环境，盛夏需适当遮荫。 多数品种

最适温度白昼 15~26℃ ， 夜间

10~15℃。 较耐寒， 冬季气温低于

5℃即进入休眠。

让鲜花铺满庭院

紫藤别名藤萝、朱藤、黄环。属

豆科、紫藤属，一种落叶攀援缠绕

性大藤本植物。干皮深灰色，不裂；

春季开花，青紫色蝶形花冠，花紫

色或深紫色，十分美丽。 紫藤为暖

带及温带植物，对生长环境的适应

性强。

■种植

紫藤生长较快，寿命很长。 缠

绕能力强， 对其它植物有绞杀作

用。

紫藤的适应能力强， 耐热、耐

寒，在中国从南到北都有栽培。 所

以在广东，一年四季的温度都能适

应紫藤。 越冬时应置于 0℃左右低

温处，保持盆土微湿，使植株充分

休眠。

藤本月季

炮仗花因花似炮仗而得名，每

当春季开花时节，朵朵金黄色的小

花， 星星点点地点缀在绿墙上，就

像一串串鞭炮，又仿佛一颗火星似

的炸成一片，花形如炮仗，花朵鲜

艳，下垂成串，极受人们喜爱。给花

园、环境增添许多喜庆色彩。

■种植

炮仗花喜向阳环境和肥沃、

湿润、酸性的土壤。 生长迅速，在

华南地区，能保持枝叶常青，炮仗

花可露地越冬。 由于卷须多生于

上部枝蔓茎节处， 故全株得以固

着在他物上生长。

三角梅别名光叶子花、宝巾、簕杜

鹃、小叶九重葛、三角花、紫三角、紫亚

兰，品种多样，植株适应性强，不仅在

南方地区广泛分布， 在寒冷的北方也

可栽培。

■种植

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生长适

温为 15-30℃，冬季应维持不低于 5℃

的环境温度。喜光照，光线不足会导致

植株长势衰弱，影响孕蕾及开花。

三角梅的花期可达 90 至 120 天，

开花时间一般在 4 月和 11 月左右，品

种地域不同，略有差异。

花语：为情而生，为爱而亡，

对你的执着，是最幸福的时刻！

花语：等待有希望的幸福

炮仗花

花语：驱除邪恶、祈祷安康，

热闹喜庆，阳光勇敢

三角梅

花语：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

茑萝原产墨西哥，又名密萝松，俗

称五角星花、狮子草。

■种植

喜光喜温暖湿润环境，不耐寒，能

自播（一般由人工引种栽培），要求土

壤肥沃。茑萝抗逆力强，管理简便。 蒴

果含有种子 4 粒，成熟后，自落于地，

翌年自生。 若人工播种，于 3月下种。

苗长 10厘米移植。 为使多开花，宜植

于向阳处肥沃的土中。

紫藤

蔷薇

茑萝

蔷薇有很多品种都具有爬墙的

特性。 蔷薇还可以药用，由其制成的

蔷薇花粥有良好的营养价值。

■种植

蔷薇喜欢阳光，亦耐半阴，较耐

寒，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能露地

越冬。对土壤要求不严，耐干旱，耐瘠

薄，但栽植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湿

润而又排水通畅的土壤中则生长更

好，也可在粘重土壤上正常生长。 不

耐水湿，忌积水。

花期一般为每年的 4-9 月，次

序开放，可达半年之久。

茑萝

花语：相互关怀，互相依附

蔷薇

花语：永恒的微笑，追忆的爱情

三角梅

不要给猫咪戴项圈

最近， 一家宠物

医院的医生在朋友圈

内提醒养猫的朋友，

不要给猫戴项圈，因

为这可能会害死猫。

医生表示， 给猫

戴项圈、 铃铛之类的

装饰品， 很容易导致

猫咪卡在钉子、 钩子

处，轻则受伤，重则导

致猫咪死亡。 综综

扎翅｜扎翅是将鸟的两

侧初级飞羽 （翅膀最外边

1-10 根飞羽） 的羽端用细线

分别扎紧， 也可以把两翅交

叉，用一根细线扎紧。 此法多

用于新入笼的体型较小的食

虫鸟类。 经扎翅的鸟就不能在

笼内振翅飞撞，这样就能起到

强制使其安静的作用。 待上食

后，不再怕人了就可以拆线让

它自由活动。

诱食｜此法对于那些比

较贪食的鸟很可行， 如相思

鸟、黑头（尾）蜡嘴雀。 用此法

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一次就让

其吃饱喝足，否则它们便不会

再来索取食物了。 如要诱食食

虫鸟，宜采用半干湿料，将诱

食的昆虫放在湿料表面，鸟在

吃虫时就会不经意地吃到湿

料，慢慢如此就会习惯人工饲

料，之后再逐渐过渡到喂食人

工干料。

暗笼饲养｜大多数的鸟

在黑暗的环境中都不会闹腾。

比如在饲养画眉一类的鸟时

可以用笼顶及三面笼壁以不

透光的板材制成的鸟笼。 用深

色的笼罩罩住鸟笼也可，笼罩

可以根据生鸟习惯环境程度

的增加逐步拉起，使鸟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渐渐不怕人。 直

至可以完全打开笼罩。

过笼｜“过笼” 就是将鸟

从一个笼子移到另一个笼子，

但是不能用手抓鸟。 一般是先

把空笼打开，然后对准鸟所在

笼的笼门并靠紧，最后打开关

鸟笼的笼门。 鸟儿便会自动跑

到空笼子里去。 如鸟不过去，

可用小棍驱赶。 待鸟入笼后将

鸟笼关好即可。

@百鸟缘

养鸟驯鸟术语

宠物医生提醒———

@养花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