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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非常渴望家里有一只宠物。但妈妈却不肯，说我必须要

先学会自理。

去年初，妈妈竟然领养了一只小猫。我雀跃万分，一蹦三尺高。

妈妈劝我别高兴得太早，小猫的吃喝拉撒都须由我负责。当下，我

爽快地答应了。

我给它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虎虎”。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就闻

到了一股粪臭味从客厅飘了上来。糟糕，小猫拉了一坨粪在客厅的地板

上。我赶紧用报纸把它的粪便包起来，拿到后院去丢，再拿了一块湿布

到客厅擦地板。

可当我回到客厅时，地板上竟然多了一些脚印。我跟随脚印去看个

究竟。我的妈呀！虎虎，你怎么搞的，把沙发都盖上了你的脚印？

可捣蛋的虎虎却在沙发上用稚气的脸看着我，好像在对我说：“来

啊，来抓我呀！是我干的。”我一气之下追着它满屋子跑。客厅的东西

都被我弄乱了，也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妈妈。

妈妈看到凌乱不堪的客厅，还看见我抓住小猫坐在地上，顿时火冒

三丈，怒吼我赶快把客厅给收拾干净。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把客厅里里外

外都收拾一遍。

为了惩罚它，我把它抓去洗澡。不管它怎样喵喵叫，我势必要把

它洗干净。妈妈听见小猫的求救声，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过来。知道

缘由后，妈妈更生气了，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还让我要有耐心地教导

它，而不是处罚它。我听了妈妈的话后，惭愧不已。

晚上，我一直在想妈妈告诉我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什么我没

有耐心教导它，而是处罚它呢？

既然我是它的主人，我就应该为它负起责任，而不是任性地处罚

它啊！从那以后，我开始耐心地教导虎虎到后院大解。不仅如此，我还

煮它最爱吃的鱼，让它饱餐一顿。此外，我每两个星期还会帮它洗一次

澡。

看着虎虎一天天地长大，我感到十分欣慰。经历了这一切，我才知

道原来养宠物也可以让我学会这么多事啊！

我的虎虎猫教会我懂得耐心，教会我要做个有责任感的主人。这次

养宠物的经验，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啊！

岂能没有耐心？
张诗妍（六年级，林梦育兴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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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金鱼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看金鱼在水里悠哉地游动，不慌不忙地，仿佛在告

诉我，任何事情都可以慢慢来，需要小心翼翼，才不会

搞砸事情。

金鱼是变温动物，对水温适应比较强，体温随着水

温而变化。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危机化为转机，并带

来生机”这件事，什么是安然若素地生活。

金鱼的精神真好啊，我要更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

安然若素
袁佳恩（12岁，乐山小学）

我五岁时，大姨妈家的狗生了三只

狗宝宝。我看上了其中一只狗宝宝，它

的眼睛水汪汪的，很是好看。我征求大

姨妈的同意后，就把狗宝宝带回家了。

不料几个星期后，我就对狗宝宝感

到腻了。每当我无聊时，我会强迫它陪

我玩。它病了，我也对它不管不顾。它

睡着时，我会一直去吵醒它。

虽然妈妈很用心地照顾和关爱它，

但小狗还是不幸地在一岁时因病过世

了。

六年后，我变懂事了。我才知道我

应该慎思慎行啊！
江棋莺（五年级，林梦育兴华小）

错了，当年我不该那么做的。我现在很

想念小狗。思念之情夹杂了一丝丝的愧

疚和懊悔。都怪我当初不懂事，连自己

都照顾不好，竟然还妄想要照顾一只小

狗。

要养宠物，就要懂得照顾。常言

道：“珍惜眼前人。”小狗教会了我要

懂得珍惜，懂得尊重，无论是人或动

物。

另外，我也学会了负责任。做每个

决定前要先想其后果，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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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关心•感恩
颜允珩（11岁，锡米山国民型华文小学）

“汪，汪，汪！”身上穿着白色

毛茸茸的大衣、一双水汪汪迷人的大眼

睛、一条可爱的小尾巴，这就是我心爱

的宠物狗小白球。          

小白球的重要角色是：看门。每当

有陌生人靠近我们家门口时，小白球都

会使出它最威猛宏亮的叫声，把陌生人

给赶走。它的负责任，还有面对生活的

勇气，是我的最大学习。          

要照顾小白球，除了要准备它的三

餐，还要把它洗得香香的，还得清理它

的排泄物！还要陪它玩，带它去散步。

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关心、照顾、付出爱

心。          

小白球对主人的忠诚，也让我体会

到“感恩”两个字。父母亲含辛茹苦把

我养大，细心照顾我，用心栽培我，我

一定要孝顺他们，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

望。          

小白球虽只是一只又肥又可爱的小

狗，却让我学会了许多人生大道理，愿

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我会好好待你
刁思琦（5M，锡米山华小）

圆圆是一只迷你贵宾犬，长得非

常可爱，大大的眼睛、黑黑的鼻子、小

小的嘴巴、毛茸茸的身体，是家里的宝

贝。

每逢周末，我会帮它洗澡；每天傍

晚，也会定时帮它清理笼子，让它住的

地方保持得干干净净的；无论多忙，我

也会抽空陪它玩，带它出去溜达。

圆圆让我知道该如何爱护小动物。

以前看见流浪猫狗时，我都会不以

为意，现在我会拿食物去喂它们，会心

疼流浪的动物。我知道它们之中，有些

被没有责任心的主人所丢弃。

我会好好照顾圆圆，不让自己有丢

弃它的念头。

圆圆让我学会注重自身和环境的卫

生，做个有责任心和有爱心的人。我很

高兴能有圆圆的陪伴，我也一定会更加

珍惜和它在一起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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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
何骏熙（12岁，乐山小学）

我有四只龙猫，分别取名为番薯、马铃薯、木薯和萌萌。

它们非常爱干净，喜欢洗澡，让我知道保持身体卫生的重要性。

龙猫很友善，也让我们知道要如何好好善待他人。

它们常常摆出的讨喜样子，可爱极了！

我们相互陪伴
李文杰（12岁，乐山小学）

每日陪伴我的猫，就是我家的宠物。

每次只要我生气或心情低落，它就会不自觉地走到我的身边陪伴

我。

我有空时，就会陪它玩。

养猫让我学会了做人的责任心，不能喜新厌旧，否则对宠物很不公

平。

对待小动物也必须要有爱心和耐性，不能有三分钟的热度，更加不

能虐待宠物。

为此，我也学会了整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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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相处，学会别离
李南顺（12岁，SJKC Bertam Valley）

五年前，我们领养了一只叫小

白的狗。

还记得初次见面，小白凶巴巴

地对着我们吠，吓了我一跳。

后来经一次次尝试与它相处，

它才开始变得温顺起来，几个月下

来，我和它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

情，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玩，同时也

生出了对它的不舍心情。

那一次，它偷偷溜出去玩，

被一辆卡车撞死了。当下我非常难

过，希望一切是梦，但又深知这是

不可能的事。经过几个月后，我才

渐渐放下了它。

小白不只教会了我遇到事情不能放弃，

要坚持下去，也教会了我该如何放下。

小白，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流浪猫咪回我家
陈俊成（五年级，太平保阁亚三华文小学）

以前的我十分讨厌小宠物，但这件

事改变了我对小宠物的心态。    

上个周末，我走路回家时，发现一

只小猫在垃圾桶边被一只小狗欺负。我

觉得小猫很可怜，就决定抱它回家去疗

伤。

带回家后，我小心翼翼地替它处理

伤口，还喂它吃东西。渐渐的，它的伤

口痊愈了。不久，小猫越长越可爱，我

就要求妈妈让我收养，作为我的宠物。

在我细心的照料之下，小猫渐渐长

大了，越长越可爱，而且还胖嘟嘟呢。

我们都叫它小胖。每当我做功课

时，小胖都会陪在我身边。如果有心

事，我都会向它倾述，它静静地看着

我，我的心情就畅快多了。

长时间的相处后，我和小猫的感

情越来越好。养宠物不但让我变得有爱

心，还让我培养起更多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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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伙，谢谢你！
黄诗淋（12岁，槟城日落洞华文小学）

宠物不仅是动物，更是陪伴人类的小家伙。

别看它们小小一只，其实它们的存在给我们

带来了许多的教育。

我家小家伙的存在，就让我学会了承担责

任，拥有责任感。

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照顾它；付出毅

力去养育它，对它负责任；付出足够的耐心，即使

它惹你生气或是做错事情了，我们都不能对它发脾

气，我们能做的就是教导它；花费大量的金钱，提

供它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这些都是我们在下定

决心对它负责任后，需要承担的，不能说放弃就抛

弃了它。

我家小家伙的存在，让我心情愉悦，让我感

受世间的美好。

每当我遇到挫折或烦心事，它都会以它单纯

和活泼的性格安慰我，为我治愈一切。每当我看见

它在我跟前开心地摇着尾巴时，它就像是一把扫

把，把那些烦心事统统给扫到“垃圾桶”了。当我

经历不如意时，它也像是一道光，总会照亮我的

心，让我知道世界充满着美好，待我去发现。

小家伙的存在，也让我学会面对失去。

虽然我年纪尚小，对“失去”似懂非懂，但

仍旧觉得失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每次看见和小家

伙相似的小动物时，我还是会想起和它在一起的最

美好时光，也会想起最痛的失去。这种感觉只有同

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感谢我的宠物教会了我这件

事。

我家小家伙的存在，让

我学会活在当下。

时 间 就 像 是 一 把 雕 刻

刀 。 它 会 给 不 珍 惜 时 间 的

人，雕刻一只乌龟，背着沉

重的包袱，里面装满了遗憾

和后悔，在后面走得十分苦

恼；它会给珍惜时间的人，

雕刻一匹马，肩上没有任何

的包袱，却充满了自豪和成

功，每天总是四蹄飞扬，在

别人前头奔跑。它就是这样

的铁面无私，它会给我们带

来喜悦和惊喜，也会带走我

们身边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各自的小家

伙也会被带走。我相信，每

个人都会对它留下许多的不

舍和遗憾，所以，我们应该

珍惜时间，活在当下。

宠 物 不 只 是 表 面 的 那

样单调，它会很关注主人的

情绪，同时也会想尽办法给

你带来快乐。谢谢你，我的

小家伙，你让我学会了这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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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它一时，它却忠心一世！
张永贺 （10 岁，立德华文小学）

“汪汪”！ 我如常地听到了欢迎我的小狗声。

这间宠物店，我们一家人都已经成了常客。

周末是我们一家人探访这间宠物店的时光。那

里的动物多得我眼花缭乱，有松狮狗、牧羊犬、金

毛寻回犬……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年幼可爱的狮子

狗。

由于老板让其中一只年幼的狮子狗趴趴走，因

此每次我到宠物店时，它总会在门前迎接我。我们

来了好多好多遍，所以狮子狗都认得我了。

有一天，我们如常去探宠物店。没想到当天老

板给趴趴走的，是两只狮子狗。由于狮子狗的特征

长得相近，外形、毛色都一样，分不清的我随手抱

起的原来是一只“新狮子

狗”，一时间，平日迎接我

的那只狮子狗吃醋了，感觉

自己失宠了。我赶紧安慰了

它，才总算让它“振作起

来”！

原来狗和人一样，都重

感情。宠它一时，它却忠心

一世。它们让我意识到了我

们应该懂得感恩父母给予我

们的爱！

是你教会了我生活
陈以纯（12岁，乐山小学）

自从拥有了爱犬艾丽丝，我多了一个最佳良伴，无

趣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有一次，我在公园走丢了，是它把我找回来的。就

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它就是我最真诚的朋友。

它的天真活泼，让我意识到享受人生的重要性，因

为人生没有第二次。

谢谢教会我无数事情的爱犬艾丽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