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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着奇怪 他们觉得可爱
都市里有群养异宠的人与稀奇小动物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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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杜春娜

尽管异类宠物的饲养正在
济南悄然兴起，但是记者采访
后发现，异宠热的背后仍有不
少隐忧。

据了解，部分异类宠物身
上携带病菌，但专业的异宠医
生很少，因此异宠的疫病救治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貂是狂犬
病的一个携带者，所以它需要
打狂犬疫苗，而龟、蜥蜴等爬行
类动物身上可能携带沙门氏
菌。”济南一家宠物医院的医生
介绍。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市
的专业异宠医生只有不到10
位，因此专业的异宠救治在一
定程度上会缺位。“一般的病咱
们都会治疗，但是需要做手术
的就不能做。”对于这些异类宠
物的救治，王先生也表示出了
担忧。“济南目前的宠物医生对
这些异宠特别是爬行宠物的了
解度比较低，他们也不能很好
地救治这些爬宠。”

异宠弃养、放养的问题也
正在被重视。“老板回收不，玩

家蜜，已经怀孕了，不想养了，
太臭了。”这样的言论在社交媒
体上经常出现。由于养的时间
比较长或者治疗费用比较高
时，也会有人产生弃放养的想
法。近年来，“怪鱼”鳄雀鳝在各
地的公共水域出现的消息时常
见诸媒体。其中，有些正是被饲
养者放生，这些动物被放生后，
严重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环境、
威胁了当地的生态安全。

此外，人们会通过贴吧、淘
宝、拼多多等线上途径购买异
宠，这给异宠本身带来了伤害。
李先生就不建议从网上购买宠
物，因为“如果贪图便宜，从淘宝
或者拼多多购买蜜袋鼯，很有可
能会出现死亡或者咬人等不好
的行为。而且长时间的邮寄过程
本身就是对异宠的一种伤害”。

见习记者 杜春娜

蜜袋鼯饲养人“四季的风”：

喂养既快乐又解压

小小的身体、薄而尖的耳朵、
大而圆的眼睛、背部贯穿一条黑
斑……蜜袋鼯凭借可爱的外貌，
俘获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心。

举起手臂，慢慢地张开五个
手指，蜜袋鼯就会展开自己的皮
薄膜从高处一跃飞到手上———

“四季的风”（网名）正在慢慢地尝
试训练蜜袋鼯的这种飞翔方式。

“四季的风”今年只有15岁，但她
在两三年前就已经知道蜜袋鼯
了。“今年，我终于拥有一只属于
自己的蜜袋鼯啦。”

“相较于猫狗，我觉得蜜袋鼯
的价格比较合理，而且家里的条
件也比较适合喂养。”提起喂养蜜
袋鼯的原因，“四季的风”坦言她
从第一次刷到蜜袋鼯的视频的时
候就喜欢上了它。“它那大大的眼
睛，实在是太萌了！”

“我爸妈一开始不愿意我养，
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动物，但是后
来，他们逐渐地接受了蜜袋鼯。现
在他们也觉得蜜袋鼯很可爱，也经
常去摸它！”“四季的风”说。

因为蜜袋鼯是一种热带动
物，十分怕冷，所以“四季的风”为
它精心搭建了一个暖烘烘的窝。
她喜欢把它放在手心里，慢慢地
摸它的毛发。“蜜袋鼯属于夜行
动物，它喜欢晚上活动，而自己
也比较喜欢熬夜，所以我经常晚
上和它一起玩，陪它在家里‘溜
达’。”蜜袋鼯是啮齿动物，所以
当她抚摸蜜袋鼯的时候，她还会
被啃手。而对于“四季的风”来
说，这非但不疼，反而十分有意
思，她在放学之后最喜欢这样与
它互动。

在饲养过程中，“四季的风”
觉得自己的知识得到了增长，中
考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通过饲
养蜜袋鼯，我又认识了一种新动
物，了解了它的习性，生物知识得
到了一定程度增长。并且它越来
越胖，越来越活泼。在两三天的时
间内，它就会使用跑轮了。这些都
让我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她说，
蜜袋鼯不仅给她带来了很多快
乐，也在无形中缓解了许多压力。

“因为平时都是我自己喂养的，所
以饲养过程减缓了我中考的压
力，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与治
愈。”

兔子饲养人“Belle”：

养宠物让我更有责任心

18岁的“Belle”（网名）也在
养着自己的最爱——— 小兔子。尖
尖的耳朵、小麦色与白色相间的
身体，就是这样一只小兔子让

“Belle”感受到了强烈的治愈感。
“我从小就喜欢小兔子，平时

浏览小红书时也都会关注兔兔和
养兔的博主。而且，我也会和养兔
子的朋友交流饲养心得，学习他
们 养 小 兔 子 的 具 体 方 法 。”

“Belle”向记者介绍。
同“四季的风”的情况相似，

起先父母觉得小兔子脏，不支持
她喂养。但是，“它现在已经是我
们家庭的一员了。”“Bel le”称，

“养了一段时间后，我妈妈发现，
小兔子没有那么脏。而且它还学
会了在专属卫生间里上厕所，这
让我爸爸妈妈都逐渐喜欢上了小
兔子。”

“在屋子里乱跑、在我的枕头
边睡觉、跑回笼子里吃草，这是小
兔子在家里的常态。”“Belle”说，
每当她放学回家后，都会先喊“麦
麦”，之后和它玩一会儿，喂它饲
料，和它跑步。在“Belle”看来，一
块简单的饲料就可以“收买”小兔
子，它就可以乖乖地让自己摸来
摸去。同时，虽然小兔子是一种比
较怕生的动物，但是“Belle”通过
经常喊它的名字，小兔子终于学
会回应她了，这带给了“Belle”非
常大的惊喜。

通 过 亲 手 饲 养 小 兔 子 ，
“Belle”称自己收获了很多。“原
来早上会赖床，现在一想到小兔
子等着我喂早餐我就会很快起
床。而且养兔子的知识也懂得了
很多，比如它感冒了或者眼睛刮
伤了，我都可以看出来。凭借这些
知识，我指导新手是没问题的。”同
时，“Belle”也认识到，相比于以前
回家玩手机、电脑，现在她会跟小
兔子聊天，喂它吃零食，一起锻炼，
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她的
这些变化，“Belle”的妈妈也认为
她现在更有责任心了。

守宫饲养人“掌印”：

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了

除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
生之外，也有一些三十多岁的年轻
人饲养着守宫、蛇等异类宠物。

滑溜溜的身体、鲜艳的肤色、
此起彼伏的斑点和突起……“守

宫”——— 外行人看来它就是一种
有毒的蜥蜴，十分“恐怖”，但“掌
印”（网名）却独爱守宫。“守宫拥
有一对漂亮的‘卡姿兰’大眼睛，
看起来呆萌呆萌的。”

三十多岁的“掌印”从小就喜
欢爬行动物，2017年他就开始饲
养守宫，至今已经五年了。他所
饲养的守宫品类有很多，从一开
始的一两只发展到现在的几十
只，每个个体的种类和花色也都
不同。在这几年的长期饲养中，

“掌印”把饲养守宫从兴趣变成
了热爱，并带动了家人一起饲养
守宫。他还把饲养守宫的过程拍
成趣味短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
上，从而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好朋友。

从养乌龟到养守宫，“掌印”
最爱的宠物一直都是爬行类动
物。“与猫狗相比，爬行动物的饲
养空间更小，饲料费用低。同时，
它自身也没有异味，也不会掉毛
发，并且不用遛，更几乎不需要给
它洗澡，饲养非常简单，还有较强
的互动感。”“掌印”说，守宫的生
活作息正好匹配上班族的作息规
律，它们白天睡觉、傍晚吃东西，
晚上才在盒子里爬来爬去，正好
能与下班回家的上班族互动，非
常适合他们喂养。

多年来，“掌印”一直从饲养
爬宠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对它们
的喜爱程度也逐渐加深。“它脑子
不好使，傻呵呵的，连抓虫子都抓
不准。而且有时候像狗一样，当有
人看它，它就知道要开饭了，会摇
头晃脑傻傻地爬出来看着你，等
着投喂。”就是异宠的这种“迟钝”
和“傻气”让“掌印”感到十分有
趣。在喂养守宫的过程中，他还会
偶尔用手拿着虫子喂守宫宝宝，

“不聪明”的守宫宝宝会直勾勾地
看着他，让他感受到了“钓”守宫
宝宝的快乐。

守宫的成长过程中有蜕皮的
习性。“掌印”会长时间观察并记录
守宫蜕皮的过程，以及帮助“瘫
痪”的守宫进行人工蜕皮。调试
合适温度的水，把“瘫痪”的豹纹
守宫放进去让它进行“泡澡”，经
过一段时间后，“掌印”对守宫从
头到脚进行了人工蜕皮，最后还
对它进行按摩。这样细致的人工
蜕皮过程让他释放了压力，收获
了很多乐趣。而“掌印”发布的趣
味视频中，守宫蜕皮的现象也收
获了较多人的关注。“好治愈、好
解压”“太舒适了”等留言也经常
出现。

见习记者 杜春娜

孩子喜欢父母也支持

近日，记者走访了济南西
环花鸟鱼虫大世界等花鸟市场
和多个宠物店发现，目前，犬猫
等动物仍是主要的售卖宠物，
但是，角蛙、仓鼠、松鼠、六角恐
龙鱼、金丝熊、守宫、蜥蜴、鹦鹉
等异类宠物也有售卖。其中，角
蛙、仓鼠、六角恐龙鱼、金丝熊
等宠物已经被不少市民认可并
购买。

王先生的“龟迷蜥窍”店开
了四五年，来济南的西环花鸟
鱼虫大世界也已经一年半了。
他专门售卖乌龟、角蛙、守宫、
蜥蜴。其售卖的异宠，价格从十
几块到几万块不等。虽然店铺
的空间相对狭小，但是品种很
多。“线下售卖守宫、蜥蜴等异
宠的店铺在济南市还是比较
少，线上的店铺相对更多。”王
先生称，“线上购买质量没法保
证，所以来我这里买守宫、蜥蜴
的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有很
多小朋友来买守宫、角蛙。”他
说，小孩子特别喜欢角蛙、守
宫，研究角蛙、守宫的知识也十
分透彻，而且他们的父母也特
别支持，不会阻拦小朋友购买。

李先生是通过线上和线下
途径销售蜜袋鼯。“现在买蜜袋
鼯的人其实挺多的。”据李先生
透露，现在蜜袋鼯的买家主要
是学生。他们看到李先生发布
的蜜袋鼯视频后，觉得这种动
物很新奇，就向其询问蜜袋鼯
的购买方式。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在
年轻人群体中，异宠生意正在

悄然蹿红。根据《2020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中国的养宠人
数已经突破 8 0 0 0万人，其中
1707万人饲养“异宠”，90后是
青睐异宠的主要群体。

养异宠为寻求个性与陪伴

这些异类宠物为什么能够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记者采访发现，通过饲养异宠，
人们不仅能够满足自身追求个
性的心理需求，也能满足自身
陪伴的需求。

“一部分宠物饲养者是因
为想要标新立异。”济南晓霞心
理咨询工作室的刘晓霞认为，
为了在朋友面前有谈资，提升
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一些年
轻人会饲养蜥蜴、蛇等比较异
类的宠物。“蜜袋鼯是一种比较
新奇的动物，看到别人都养猫
狗，而自己养蜜袋鼯，觉得这是
一件比较个性化和独特的事
情，我非常自豪。”“四季的风”
说。同时，“Belle”觉得相比于猫
狗，养兔子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因此饲养异宠也是一件非常个
性化的事情。

同时，刘晓霞提到基于对
现实关系的不满意以及人际关
系的冷漠，年轻人特别是青少
年饲养一些蜥蜴、守宫等冷血
动物正是为了向外投射内心的
冷漠兴趣，进而起到陪伴、缓解
孤单的作用。“父母不在家的时
候，它就带给我很强的陪伴感，
让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和
无聊，也不会害怕。”“Belle”这
样回答记者。“四季的风”也说，
在饲养蜜袋鼯、与蜜袋鼯互动
的过程中，自己的孤单感也少
了很多。

专业医生稀少 弃养威胁环境

异宠蹿红背后有隐忧

喜欢追求个性 就爱与众不同

年轻人成异宠饲养主体

蜜袋鼯、松鼠、蜥蜴、守宫、仓鼠……近年来，一些鲜为人知的异类宠物走进公众的视
野，它们正逐渐打破猫、狗、观赏鱼为主的传统宠物格局，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最爱。近日，
记者采访了济南几位异宠“饲养官”，了解他们与宠物之间的故事。

近年来，以蜥蜴、守宫、壁虎等为主的异宠收获了不少
人的青睐。异宠为何会越来越火，到底是哪些人热衷饲养异
宠？他们为何喜欢异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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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印”喂养的守宫。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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