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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挑食怎么办？
如果我们饲养的狗狗正常进食

时间超过 30 分钟，经常拒绝吃狗
粮，但又非常喜欢吃人的食物，就要
考虑是否存在挑食行为。狗狗这种
挑食并不是什么小问题，初次养狗
狗的可能并不重视，时间长了会损
害狗狗身体健康，必须加以纠正。
狗狗养成食用狗粮的良好习惯，对
狗狗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老年后更
加健康有较大的好处。

导致挑食的原因
平时乱投喂食物。狗狗挑食大

多数是小时候的饮食习惯不良造成
的，从小没有养成定时定量饲喂的
习惯。狗狗喜欢吃人的食物，因此
就会变得越来越挑食。主人一般都
会比较心疼小狗，看见不吃饭，就会
想着办法让它吃各种食物。给狗狗
各种口味好的零食，长此以往，狗狗
就把零食当作主食了。

狗粮口味不适。狗狗对于主粮
的口味也是有要求的，不过铲屎官
不能只将口味作为选择标准，有的
狗粮狗狗爱吃，可能只是因为里面
加了一些诱食剂，使狗狗十分爱

吃。所以要选择一款狗狗爱吃，口
感、味道适合，又能保证各类营养成
分全面的狗粮。同时对于不同生长
阶段，选择不同的狗粮，对狗狗身体
健康有益。

疾病引起食欲不振。狗狗如果
突然挑食，很可能是疾病引起的食
欲不振，铲屎官最好能带狗狗去医
院进行全面检查。有可能是胃肠系
统发生病理变化，或内脏器官病变，
导致狗狗挑食或食欲不振。

生理性厌食。正处在换牙、发
情、妊娠、临产等特殊时期的狗狗也
会表现出挑食，有时狗狗由于环境
变化，情绪也有变化，暂时变得精神
不佳，开始挑食。这些情况，一般慢
慢会好转。

长期挑食的危害
狗狗挑食会导致营养失衡，从

而危害身体健康。长期吃各类零
食，会让狗狗患上口腔疾病，如牙结
石、牙周病、蛀牙等，从而导致狗狗
牙齿脱落、咬合不齐等。狗狗挑食
后一般都比较瘦弱，会导致免疫功
能下降，容易感染犬瘟热、细小等传

染病的风险，同时容易发生内分泌
紊乱性疾病。

纠正挑食的方法
训练良好的饮食习惯。固定时

间喂食，不要随意改变，这样狗狗的
自我意识中会形成一个进食的生物
钟，进食时间控制在10~15分钟，如
果狗狗不吃了，直接将食物收走，无
论是否吃完都收走食盆，不让剩余
狗粮留在狗狗身边。目的是让狗狗
意识到，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吃食，
它只能等下一餐，做到定时定量。
这样做，狗狗也会养成一个很好的
饮食习惯，对狗狗的身体是很有帮
助的。

可以让狗狗临时饥饿。对待挑
食不吃狗粮的狗狗，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饿几顿，它们肚子饿了，也就去
吃狗粮了。让狗狗停食24小时，但
要给足饮用水，一般第二天狗狗就
会恢复食欲了。对于健康的狗狗，
一天没有足够的进食并不会影响健
康。就是下狠心，培养狗狗及时按
时吃犬粮。不要给它任何希望，觉
得还能吃到其他好吃的。当挑食狗

狗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逐步改善
习惯了。

通过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
会消耗狗狗大量的体力，通过饥饿
加上运动，会增加狗狗吃狗粮的积
极性。适当运动会促进消化，促进
狗狗食欲。

严格控制零食。平时一定要控
制零食的给予量，不要给狗狗喂食

过多零食，建议一周最多喂食一两
次适量的狗狗零食即可，有时仅对
狗狗奖励时给予少量零食。最好养
成不吃零食习惯，要让狗狗养成以
狗粮为主食的习惯，选择一款符合
狗狗各个年龄段、口感适合、营养丰
富均衡的狗粮给狗狗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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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窝是宠物的家，宠物窝合适与否，直接影响到宠物的休息质量，进而影响到宠物的健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看尺寸、看宠物自身情况、看材

料、看季节、看品牌等方法来挑选宠物窝，接下来就来看看宠物窝选购方法以及宠物窝选购注意事项吧！

“孩子喊父母回家”，鼓励返乡就业不能只靠亲情牌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地方政府必须出台有效性的政策，才能吸引外出劳动力回家就业。 >>>>>>22版版

□导读古镇“最微小单元”闪亮志愿服务光芒
□通讯员 顾一琳

金山区枫泾古镇是一个开放型
景区，景区和社区交织在一起，2387
户居民、1000余家沿街商户与景区
景点互存共生。如何发挥商铺这

“最微小单元”在景区管理中的基础
性作用？2022年，金山区枫泾综合
党委通过凝聚商户自治力量，陆续
开展自治项目等方式，以“新路子”
夯实自治基础，以“新标准”优化特
色服务，以“新样板”打造前沿阵地，
促进形成古镇商户“自己提、自己
议、自己管”。

走出治理“新”路子
“来来，我来帮你搭把手，一起

搬进商铺。”春风拂面的3月，当第
一缕阳光照耀在古镇的青瓦上，金
山区枫泾古镇联勤联动工作站的队
员们两两一组，开启了新一天的巡
逻工作。

2022年，金山区枫泾古镇商圈
党支部成立后，凝聚起了古镇上的
党员商户共同参与联勤工作，以十
户联防为基准，开启了“1+9”商户
自治自管模式，1名党员商户与9名
群众商户为一组，分时分段开展街

面巡查、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
调处等工作。“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
庭，古镇的商户们一起参与管理，提
升了商户责任心和向心力。”枫泾古
镇商圈党支部书记倪国琴说。

小陈在枫泾古镇经营着一家饭
店，同时他也是枫泾镇综合党委品
牌志愿者队——“枫雨同舟”志愿者
队的一员。前期，小陈凭借对古镇
的了解，一直热心参与古镇的各类
管理，“有力就多出点力”。而在枫
泾古镇联勤联防小组成立后，他第
一时间加入，也带动和他一样既是
商户经营者又是枫雨同舟“在编”志
愿者的同志一起加入，充实了联勤
联防队伍力量。

干出服务“新”标准
深入古镇，充满生活气息的修

伞、修鞋、配钥匙等传统业态诉说着
人间烟火故事。“每次到敬老院做志
愿者，就像给自己的父母理发一
样。”党员老孙是一家理发店的老
板，20多年来，夫妻俩以好手艺和
热心肠收获赞誉无数。同一街区磨
剪刀的老陈也是，每次便民服务，他
都是扛着工具第一个到达现场。

便民服务站是古镇商户们开展

志愿服务的独有优势，为了将这支
队伍的能量最大化，商圈党支部以

“服务日常化、便民常态化”为支部
品牌，通过“三分类”，将便民服务落
到实处：一是分时段，在“三五”学雷
锋日、“七一”建党日、志愿者日等固
定节日开展服务；二是分类型，通过
对接敬老院、社区居委会等，每月固
定时间上门为敬老院老人、独居老
人、困难家庭服务，除“本职”服务
外，配合谈心聊天、打扫卫生、读书
读报等拓展服务内容；三是分工种，
在古镇商圈党群服务站内，7日便
民服务点，24小时不间断服务，结
合自助服务机，周边群众可根据需
求前往。“三分类”工作法把原本

“散”的队伍“集”起来，汇聚成一支
“特色服务队”。

建出家园“新”样板
“这个门店的党群服务点真不

错，为我们环卫工人免费提供茶水
和休息的地方。”眼下，位于古镇景
区内的九丰农场门店党群服务点已
成为服务游客、群众的前沿阵地。
除了九丰农场门店党群服务点外，
古镇上，电信和移动门店内的党群
服务点同样是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等新就业群体“歇脚”的好去处，喝
一杯水、充一会儿电、读一会儿书，
汇聚“八个一”功能的红色驿站，不
仅功能丰富，也从一定程度上优化
了古镇的业态能级。

“非常期待改造后的样子。”位
于古镇枫丽路上的小广场是王阿姨
每天早晨锻炼身体的地方。为进一
步满足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眼下
正在积极打造成党建小公园。届时，
将由专业团队进行绿化及环卫管理，
实行党员包干责任制，负责日常巡
查，党员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展“板
凳党课”，通过全方位、广覆盖、多层
次、多视角宣传党建知识，形成“处
处是课堂、时时受教育”的氛围。

从红色驿站，再到党建公园，串
联起了枫泾古镇红色空间。枫泾古
镇商圈党群服务站是整个红色风景
线的最后一站，融合了党员议事、教
育管理、党课学习、党内事务办理、
便民服务的“红色微家”，让古镇商
圈的党员有了归属感。与在古镇内
的友好居民区、和平居民区开展同
创共建，商圈的党员和居民区的党
员通过理论共学、服务共做、成功共
育，服务功能辐射周边居民。

遇爱别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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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实用的，不要只看外表
首先给狗狗选择狗窝，实用性

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只看外表。最
好不要选择那种直接放在地上的劣
质棉质狗窝，虽然介绍中说可拆洗，
但洗过之后，里面的棉絮就会变成
一团团的，很难恢复原样，而且梅雨
季节地面回潮容易返渗进狗窝，对
狗狗身体并不好。

要选择比狗狗体型稍大的
其次给狗狗选择狗窝，也要看

大小，根据狗狗的体型来选择。不
能选择太小的，因为这样狗狗身体
无法伸展，长时间下来狗狗的骨骼、
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也不能选择太

大的，因为这样会让狗狗没有安全
感，最好是选择比狗狗体型稍大的。

要注重舒适和保暖
然后，给狗狗选择狗窝注重舒

适和保暖，其实就是注意狗窝的面
料。现在市面上的狗窝面料大多数
是纯棉、腈纶、还有绒布类，而填充
物主要是海绵、棉花、PP 棉。在这
中间，面料最舒适和保暖的第一首
选肯定是纯棉，其次是绒布，而填充
物第一首选是PP棉，其次是棉花。

要挑选容易清洗的
给狗狗挑选狗窝最好是挑选容

易清洗的，毕竟宠物主也不希望给
狗狗洗狗窝洗一天你都洗不完。要

说最容易清洗的肯定是木质狗窝，
中大型犬可以买这种，其次就是棉
质狗窝，但要尽量减少饰物，这样清
洗起来才更方便。

要观察细节
给狗狗选择狗窝也要看一看细

节。现在狗窝的类型有很多，有一
些窝垫不止选用的棉质，底下还垫
了一层防水层；有一些会和地面有
一定的距离，避免潮湿，所以一定要
选择最适合自家狗的品种。另外最
好是选择中间有凹陷的窝垫，那样
狗狗睡得更有安全感。

定期清洗狗窝
为了狗狗的健康，给狗狗定期

清洗狗窝是很有必要的，那狗窝多
久洗一次才好呢？

如果家里比较潮湿，每天有时
间都可以拿出去晒晒太阳，至少一

周清洗一次。如果家里十分干净卫
生的，狗窝也不潮湿的，那就 15~20
天清洗晾晒一次，给狗窝消一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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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猫窝要适合猫咪自身的特点
幼小、正在生病的猫咪或是正

在哺乳期的猫妈妈应该选择一些半

封闭式的猫窝；有一些夏天出生的
小猫，即将度过一生中第一个寒冷
的冬天，要是家中的暖气不太让人

放心的话，就一定要为它们挑选那
些挡风、保暖的猫窝。

我们可以通过猫咪平时睡觉的
位置和姿势来判断它喜欢类型的猫
窝。猫咪睡觉经常把自己卷成一个
球，那么可以尝试买圆形的猫窝；猫
咪喜欢钻进衣服、床单里睡觉，或喜
欢在桌子、床底下睡，可以购买洞穴
式的猫窝；如果猫咪喜欢在沙发、窗
台等地方睡觉，就可以选择垫子。

封闭还是开放式猫窝
猫咪比较喜欢开放式猫窝，因

为猫咪属于捕猎式动物，封闭式猫
窝不利于逃跑，会让猫咪产生非常
强的压抑感，从而对猫咪的情绪也
会出现一定的影响，长时间让猫咪
睡封闭猫窝，会导致猫咪出现抑郁
的情况，有些猫咪在精神状态不佳

时，会出现呕吐的现象。
不同季节选用不同材质的猫窝
春秋两季的猫窝可以完全凭宠

物主和猫咪的喜好挑选；冬季的床
具，保暖好的自然是首选；夏天散热
更重要，猫咪由于酷热难耐，到哪儿
往哪儿倒，在地板上一趴，完全不顾
及自己优雅的形象，这个时候床具
的散热功能就很重要了，藤制的筐
缝隙比草编的要大，透气性和散热
性都比较强，所以这种猫窝是猫咪
夏季的最佳选择了。

猫窝的材质
宠物主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

观察猫咪有没有特别喜爱的材质，
如它总喜欢在软软的沙发上睡觉，
总喜欢在小毛毯上睡觉等等，那么
在挑选猫窝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同样

材质的。
棉布是做猫窝很常见的材料，

像猫窝底部或周围内里是填充棉花
的，表面是布料。棉布猫窝最大特
点就是柔软、保暖和透气。

木质猫窝可以做成很多款式，
优点是稳固结实，好擦洗，四季可
用，一般可以搭配棉垫使用。

藤编猫窝韧性好，轻盈，凉快透
气，也可四季搭配使用，夏天睡着凉
快，冬天铺上棉垫或者毯子也可以，
选一个质量好的，耐咬耐抓。

瓦楞纸做的猫窝除了睡觉，最
大用处就是可以磨爪，但是会撕下
纸屑并且沾上猫毛，属于易耗品，需
要不断更换。

（来源：爱萌宠之家 波奇网 天
元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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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探索课堂热度“回升”
社区自治花园迎来“小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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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挑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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