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花先别搬进屋 放外面冻20天很快就开花
开始供暖了，对于很多花来说是好事儿，但是有一种花，暖气一来

就危险了，那就是兰花。暖气房里特别干燥，北方有些室内温度能有

28度之高，兰花稍有不慎就死了，还不如放低温环境下冻一冻，死不

了还能开花。 □ 吴笑文/整理

1、搬入室内 家里没有暖气护体，就要准备好给兰花保暖了，大部

分没有暖气的地区，冬季室内温度在5度左右，把兰花放在室内养，基本

不会冻死。

2、增强光照 没有暖气，就靠阳光来取暖，最好把兰花放在家

里阳光充足的位置，比如说南阳台。等太阳落山后，南阳台会很冷，

再把兰花往客厅搬，这样晚上就不会受冻了。

3、控制浇水 有时候温度还可以，但是兰花却冻死了，多半是

浇水惹的祸。冬天浇水很冷，水积在花根处容易冻伤根系。没有暖

气的花友，冬天半个月浇一次就够了，挑天气好的中午浇。

4、切忌忽冷忽热 家里没有暖气，给兰花烤电暖气好不好？也不能说不

好，只能说风险太大，离的太近会烤伤兰花，最好放在2米开外。还有一点就是，

电暖气也不能天天开，一热一冷，兰花受不了。

5、补光灯有用吗 养花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补光灯也应时而生，常

用的补光灯有钠灯、金卤灯、Led三大类，按照说明把补光灯打在植物上方，

能补偿光照，还能有增温的效果。

6、没有暖气，能施肥吗 气温低于8度，不建议再给兰花施肥，

就算施肥，它也未必能吸收了，等到来年春天，气温回升，兰花开始

进入生长期后再施肥吧。

家里没有暖气，怎么养兰花

1、离暖气片远一点 暖气房里，最热最干

燥的位置就是暖气片附近了，兰花要远离暖气

片，如果是地暖，尽量放在高一点的位置。

2、怎样提高湿度 兰 花 喜 湿 ，这 个 湿 指

的是空气湿度，可以在兰花周围放一盆水，或

在旁边晾湿毛巾、潮湿的衣物，用湿拖把来回

拖 地 也 可 以 加 湿 。 有 条 件 的 ，在 旁 边 放 加 湿

器也行。

3、不开窗怎么通风 暖气房基本很少开窗

通风，不通风不仅容易生病、生虫，还会把兰花

闷坏，建议在天气晴朗的中午，打开一点点窗，

给兰花一个呼吸的机会，或者用小风扇吹一吹。

4、浇水的频率 暖气屋里很干燥，就可以

随便浇水了吗？不行，最健康的就是第二条的

空气增湿法，把空气湿度维持在 40%左右最好，

浇水依然可以保持 7～10 天一次的大水即可。

5、光照 房间里光有暖气，没有充足的阳

光也不行，兰花一般都喜散光，适合放在东南位

置的阳台、窗台，冬天的光照不仅可以杀菌，还

有利于兰花的继续生长。

6、暖气房能否施肥 冬季按理说不用再施

肥了，特别是有花苞、开花的兰花，是不能施肥

的。但如果你家的兰没有开花，并且处在生长

过程中，可以撒点奥绿缓释肥，意思意思就行。

家里有暖气，怎么养兰花

墨兰

春兰

建兰

蕙兰 兰花冬天怎么冻？不同品

种的兰花，能接受的低温程度各

有不同，就拿常见的四种兰花：

蕙兰、春兰、建兰、墨兰来说吧，

蕙兰最耐寒，其次再是春兰、建

兰、墨兰。

蕙兰：

蕙兰最低能耐零下 10 度低

温，每年 3～5 月份开花，它的最

大特点是，一个花杆上有很多

花，大概9～20多朵，非常香。

冬天养蕙兰，最好还是不要

太早入室，能放在室外冻一冻，

有利于春化，杀菌杀虫卵，提高

蕙兰的抗性。如果担心零下 10

度太狠，可以在 0 度或零下 5 度

搬入室内，一点点提高抵抗力。

春兰：

春兰最低能耐零下 8 度低

温，每年 1～3 月份开花，它的特

点是一个花杆上有1～2朵花，淡

香，整个植株也比较小巧。

冬天养春兰，差不多也快开

花了，需要冻一冻春化，但是不

能冻的太狠，最保险的是在 0 度

前入室，避免 0 度以下，浇水或

假鳞茎里的水分结冰冻伤春兰，

有经验的花友可以继续挑战。

建兰：

建兰最低能耐零下 5 度低

温，每年 6～10 月份开花，它的

特点是一个花杆有3～9朵花，假

鳞茎大、比较明显。

冬天养建兰，虽然能耐零下

5 度的低温，但它的假鳞茎露出

太多，0度以下容易积湿冻伤，所

以建议在 2 度之前搬入室，不用

操心春化，建兰不需要春化就能

开花。

墨兰：

墨兰最低能耐零下 2 度低

温，每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份开

花，它的特点就是叶子颜色深，

叶片也比较宽大，一个花杆开

10～20朵花，浓香。

冬天养墨兰，要注意防冻，

它是不耐寒的，不用低温春化也

能开花，所以 5 度左右还是赶紧

要搬入室内吧，南方没有暖气的

花友，还要特别注意保暖。

家里养了兰花的花友，可

以根据上面四种兰花的

介绍，选择继续冻一冻，

或是赶紧搬入室内。

兰花怎么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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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圈友：

种花草、养宠物皆有学问和乐趣。不仅

提高了生活品质，还可以颐养身心。欢迎与

我们星报的读者分享各种饲养种植的知识技

巧、养护经验心得、入坑的心情感悟，以及各

种与养花鸟鱼虫相关的美图、励志对比，晒晒

心情、故事和美好生活。

首先，图文兼备，除非你饲养的动植物

图太美了，把小编都迷得一愣一愣的，那可

以适当放宽要求，不然还是图文兼备吧。

其次，内容要有故事情节，能引起大家共鸣，

或是绝对的干货，抑或是图文心情恰

到好处。图片不宜太少，让人看不过

瘾，一般十张左右（供选）就挺好。

投稿可至电子邮箱：

shdx_2016@163.com

教你怎么挑这几种花
不花冤枉钱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花市里面买花，但是有些花买

回家，不仅活不了，而且还很浪费钱。今天，小编就来给

大家介绍这几种花应该怎么挑选。

仙客来

在买仙客来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它的植株叶

片，如果它的叶子坚挺，而且叶脉清晰，茎干长得粗壮的

话，说明它的植株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你就可以再用

手把它的叶子扒拉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小花芽，如果有

很多小花芽，说明买回家之后，可以开很多茬花。如果

没有这种小花芽的话，买回家只能看到一茬花开。

如何养：新买回来的仙客来要注意，不能给它的植

株进行施肥，避免出现肥害等情况。可以把它的植株放

在散光的地方，等到看到盆土缺水之后，给它进行补水，

同时放在通风的地方进行养护。

蝴蝶兰
在挑选蝴蝶兰的时候，最好不要买那种好几个植株

组合起来的大盆栽，这种看起来漂亮，但是买回家之后

很不好养，浇水还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可能买回家没

两天，就收空盆了。想要买蝴蝶兰，最好是可以买那种

单株的，叶子肥厚坚挺，花梗看起来是自然弯曲的，而且

如果还有快开的花苞是最好的。还有需要注意的是，要

仔细看它的根，如果盆面和盆外看不到白色的根系，就

不要买了，这种的根系很容易烂。

如何养 ：对于刚买回家的蝴蝶兰来说，要注意不能

瞎折腾，室内的温度要注意保持在十二度以上，同时平

常要看它底下水苔的干湿情况，如果没有了水分要立马

喷水来进行保湿。

蟹爪兰

在买蟹爪兰的时候，要注意不能买扦插的自根苗，

这种植株买回家之后，不仅不容易开花，而且浇水也容

易出现烂根的情况，还容易得病，一般新手很难养活。

叶子肥厚而且有光泽，上面带有花蕾，花蕾比较硬挺，

根系和土壤贴合紧密，这种的买回家最好服盆，也最好

养护。

如何养 ：刚买回家的蟹爪兰注意不能进行换盆，同

时如果有花蕾的话，要等它的植株开花。刚开始不要让

太阳晒，等到三天之后，再让它的植株见充足的光照，等

到盆土干了之后再进行浇水。

茶花
在进行挑选茶花的时候，要注意选植株粗壮，叶子

肥厚，花大，而且颜色艳的植株，注意查看盆土和叶面有

没有发生过病虫害。同时看看它的盆土是不是新土，这

种的一般还没有服盆，买回家不好养活。

如何养 ：如果是连盆土带回来的，把植株放在散光

的地方，盆土保持偏干的状态让它的植株进行缓苗。如

果只是买了土球，先要把它上面的土扒拉下来一点，留

护心土就可以，之后重新上盆，保持良好的通风，放在散

光的地方，不要见太阳，缓苗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让

它适应光照。

我幼年时的宠物猪
□ 王丕立

我是名副其实的秋北瓜，儿时，父母和姐姐们下地劳作

时，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在家。整个屋场上万籁俱寂，我常常

望着偏屋茅草房顶捆扎芭茅的竹杆发愣，那被烟熏火燎成五

颜六色的竹子，仿佛一条条游动的蛇出没在屋顶，让我心里

一阵发怵。我听到猪栏里刚捉来的小猪在轻声哼唱，心里涌

起一股热浪，情不自禁地走到猪栏的小猪身边。

小猪见我进去，一点也不感意外，它用嘴轻轻地蹭我的

衣服，卷曲的小尾巴轻轻摇动着，两片垂下的招风耳不停扇

动，大而有神的眼睛透着敦厚与和善。见我无动于衷，它索

性直截了当地走到槽边，长长的嘴在槽中左右扫一遍，昂起

头，望向我，“哼、哼、哼”，仿佛在告诉我：槽干了，它饿了。

我迅速将一瓢食倒入槽中，它“哐、哐、哐”一阵狼吞虎

咽，很快肚子便如吹起来一般变得滚圆。于是它心满意足地

退到稻草丛上，前腿趴伏，后腿收缩，眯着眼睛躺在草丛里。

小猪全身漆黑，只有脑门儿上一簇白毛，纯白如雪，我怜爱地

叫它阿黑。看着它乐悠悠地晃荡着弯曲的尾巴，我用一根柴

草轻轻摩挲他的肚皮，它一激灵，睁开眼，见是我在给它挠痒

痒，彻底放下戒备，四脚伸直，侧卧在草窝上。

我用柔软的绳给他做了一个项圈，没事的时候就系上

牵绳，带它出去溜达。它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从来不见发

犟。在绳套一次次加大的过程中，小猪变成了大猪。天热的

时候，我将它牵至阴凉的地方避暑，它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

听我读那些佶屈聱牙的文言文，眼睛弯成月牙，一副很享受

的样子，没表示出丝毫的反感，让我特别感动。

邻居胖儿跑来嘲笑我，说我的普通话读得不标准，还读

那么大的声音聒噪人，我听了委曲得直掉泪，在我们吵吵嚷

嚷的过程中，阿黑一下站起来，横着那双大眼，用厚厚的嘴朝

胖儿拱去。胖儿打一个趔趄，瞄一眼全身黑毛直竖的阿黑，

心里一阵阵发紧，知道它发怒了也不是闹着玩的，他一溜烟

落荒而逃。

那天，我正在后山上拾柴，听到一阵尖厉的猪叫声，我

想腊月了该杀年猪了，心里特别不安，但母亲答应我不杀阿

黑的，我的心又放了下来。那疹人的叫声持续了好久，我忍

不住跑回家一看，屠夫和他的帮手一人拧一只阿黑的耳朵拼

命往案板上拽，阿黑没命地叫，两只后脚死死地犟在地上。

我见状，不顾一切地跑上前去，抱住阿黑的一条后腿，用力向

后拉。父亲和母亲拖开我，又喊胖儿爹来帮忙，阿黑终于停

止了喊叫，我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好话歹话给我讲

了几箩筐，我始终心里转不过弯来，发誓不再吃猪肉。

几年之后，我突然了悟了母亲常在我耳边咒语一般的

说辞：小猪小猪你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就开始解禁猪

肉。然而，年幼时那些天真烂漫的想法总让我忍俊不禁，笑

过之后又陷入长长的沉思。

洗澡能驱虫
千万不要以为洗澡就能解决狗狗身上寄生

虫问题。不少寄生虫都能在水里生存，洗澡也不

能完全把体外的寄生虫“洗掉”，寄生虫的生命力

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隐藏在毛发底层的虫子，

靠洗澡根本“冲”不走。

发现有虫才驱虫
有些主人总是在发现狗狗瘙痒甚至看到虫

子的时候才会给狗狗驱虫，其实我们能用肉眼发

现的寄生虫是很有限的。就算是体外寄生虫，也

就能看到虱子、跳蚤，螨虫你看得见吗？因此，狗

狗驱虫不能掉以轻心，定时驱虫总是没错的。

只为幼犬驱虫
狗狗小时候需要特别呵护，很多人会注意给

幼犬驱虫，但等狗狗长大就逐渐忽略了这一点。

其实，狗狗的各个阶段都是需要定期驱虫的。尤

其是钩虫和球虫等引起便血的寄生虫危害很大，

成犬也容易感染，定期驱虫才能保证狗狗的健康。

废弃的塑料瓶家家都有，有的人随手给扔了，

小编告诉你，这些塑料瓶随便改一改就是养花的好

帮手。

栽蒜
准备一个用完的大油壶桶，将里面清理干净，

然后在油壶桶外面打出若干的孔，孔的间距约 3～5

厘米，（比较快速的方式是将铁棍烧热后，在油壶桶

外面烫出孔，但是要注意安全），打好孔后装入介质，

再将准备好的蒜去皮剥好，一个孔里栽一个蒜瓣即

可，浇水的时候只要顺着油壶桶的上面口浇水就可

以了，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大约 15 天就可以收获

第一茬蒜苗了。

种菜
准备塑料瓶若干个，将塑料瓶的上面剪去，装

入介质，然后根据塑料瓶的大小，一个瓶内埋一到二

粒种子即可，不要埋太多，因为塑料瓶容量有限，埋

太多种子，可能会导致蔬菜发育不好，按时施肥浇

水，很快就可以吃到自己种植的有机蔬菜啦。

自吸盆
准备一个塑料瓶，沿着塑料瓶偏下方的地方将

塑料瓶一分为二，然后在瓶身上打几个小孔，小孔可

以用来透气，然后将瓶盖上打两个小孔，将准备好的

棉线穿入，再盖好瓶盖，把瓶身翻转过来插入瓶身的

下部分内，一个简单的自吸盆就做好啦。

花盆
准备一个塑料瓶，按照自己的需要将瓶身剪

开，剪好后在瓶身外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装饰，一个

漂亮的手工小花盆就做好啦。想要花盆更加透气，

可以在瓶底打几个透气孔。

浇花
准备一个有把手的塑料瓶，因为有把手的塑料

瓶方便拿取，然后在瓶身靠瓶口处打若干个小孔，孔

不要打得太大了，否则漏水太多，打好孔后，装入纯

净水，盖好盖子，一个非常棒的浇水壶就做好啦。

狗狗驱虫的3大误区，很多人都中了
这4种行为是虫子爆发的信号灯

废弃塑料瓶千万别扔 拿来养花都是宝

蹭屁股走路
你有没有见过狗狗蹭屁股走路？这可不是

在卖萌，它是在向你求救！有这种行为的狗不是

体内有虫，就是肛门腺堵塞。主人发现这种情况

就要给狗狗驱虫了，并同时挤肛门腺。

频繁挠身体
狗狗偶尔挠挠痒痒是正常的，但是拼命挠同

一个地方就要注意了，有可能是跳蚤上身。赶紧

给狗狗驱虫，如果挠破皮引发发炎、感染，问题可

就严重了。另外，狗狗毛发上出现黑色小颗粒，

放进水里出现血色都是有跳蚤的证明。

大量脱毛
大部分狗都会掉毛，但如果狗狗突然大量脱

毛，观察皮肤甚至有脓包出现，那很有可能是螨

虫在作怪。这时就要赶紧驱虫了。

粪便黑中带血
如果发现狗的便便是黑色且有血丝，或者能

看见虫体的话，别犹豫，赶紧驱虫吧。如果只是

颜色黑没有血的话，这可能只是饮食的问题，换

点别的食物试试看。除了定期进行体外、体内驱

虫，尽量少喂食生肉，充分煮熟的肉不会损失太

多营养成分，却能杀死所有寄生虫。

注意这4个“信号灯”

宠物主们应该都知道，驱虫对于狗狗的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但关于宠物

犬驱虫一直以来都存在着3个误区，你有没有误入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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