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壳网：萌“ 悟空”属于猕猴私养违法
猴主人称小猴子成年后会将它送去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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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回应

本报讯 实习生 唐昱霄 记者
顾卓敏 连日来，一款名叫“ 笨
NANA” 的雪糕在全国各地火速蹿
红，在微博和社交网站上更是形成
热议。你没有吃过“ 笨NANA”？那
你OUT啦？不过，这款被称为“ 雪糕
里的战斗糕” 在上海却迟迟不见踪
迹，让不少网友大呼：“ 我们什么时
候才能吃到！”然而，难以买到、价格
离谱、味道一般让“ 笨NANA”在一
些人眼中变的“ 伐哪能”了。

网友发帖炫买到“ 笨NANA”
前日，微博上有不少网友在微

博声称在上海买到了“ 笨NANA”，
并且上传了照片。在微博上搜索

“ 笨NANA 上海”，竟然跳出来46
万条微博，其中有很多都是这些被
剥开的“ 小香蕉”们一模一样的照
片，即便照片内容雷同，但是博主们
仍然不无得意的配上一句：“ 我在
上海终于吃到了‘ 笨NANA’了！”
并引来好友们的一致追问：“ 在哪
里买的？”

不过，网友们在炫耀照片的同
时也不忘理性分析，性价比不高成
了“ 笨NANA”被调侃的主要原因。
网友“ MR_paddy_”就说：“ 传说中
的笨NANA味道也就这样嘛!”网友

“ 叮咚小豪”则表示：“ 形式大于内
容，味道真一般！”更多的网友则是

在吐槽“ 笨NANA”的价格，有网友
表示：“ 这个‘ 小香蕉’要8元一支，
这都够买10个大香蕉啦！”

太难找 买根冷饮像寻宝
“ 笨NANA”食指长度，通体黄

色，放在常温下一两分钟后就以用
手指或者舌头把四瓣香蕉皮剥下
来，露出里面白色的芯子，真的就像
一个小香蕉，只不过口味是苹果加
牛奶罢了。

对于一些网友的“ 炫耀帖”，很
多垂涎已久的网友纷纷赶到“ 笨
NANA”所流传的出现地点前去尝
鲜，不过不少人失望而归。网友“ 木
枯”听说新世界地下一层有卖，“ 我
兜了好几圈，都没找到。”记者也寻
访了新世界和喜士多、7-11、全家这
些有网友表示有卖的地点，结果全
部落空。难怪一名叫“ 于此笑神马”
的网友感叹：“ 买根冷饮像寻宝。”

最后，记者终于在浦东昌里路
“ 艰难”地找到了“ 笨NANA”，它

和其他冷饮混放在冰柜里，老板指
指挂在冰柜上的标语“ 笨NANA到
货热卖中”得意地表示：“ 昌里路这
一带，就我们家有卖这个，而且我敢
说全上海也没几个地方有卖。”

尽管售价高达8元一支，这位老
板依然表示：“ 生意非常好，双休日
一天可以卖掉200多根。” 同样靠

“ 笨NANA” 出名的还有位于同济
大学赤峰路校门口的联华超市，这
里的单价每支变成了5.5元，然而记
者在其他的联华超市内却没有发现

“ 笨NANA”有售。

价格不同因进货渠道各异
一款冷饮，2个售价，带着这一

“ 新发现”，记者上网与众多“ 粉
丝”展开了交流。4元，6元甚至10元！
网上众多网友印证了记者的发现，
但无论是5.5元、6元还是8元，对于网
友们而言都太贵了。“ 笨NANA”只
有成年人的一根食指长，净含量只
有52克，8元一根使它一举成为了冰
柜里最贵的冷饮。或许正是因为

“ 奇货可居”，所以对于店家而言，
“ 笨NANA” 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

嫁，再贵也有人买。
采访中，昌里路上的这位摊主

表示：“‘ 笨NANA’ 原本的指导零
售价是3.5元，但是我现在进价就要
6元多，卖8元钱一根不过分吧。”面
对记者的试探，这位摊主全盘托出
了“ 内幕”：“ 雀巢公司在上海已经
没 有 代 理 商 了 ， 我 这 里 的‘ 笨
NANA’ 都是其他的进货商从外地
的雀巢厂家进货的，他们进的价格
本来就高，再分销给我们当然更高
啦！”记者注意到，这里所售的“ 笨
NANA”产自于天津雀巢公司。

六宗罪直指“ 日本石猴”子虚乌有
萌翻了的袖珍猴“ 悟空”近期实

在是赚尽垂爱，许多人都@猴主人
“ Topleaf”问在哪买，恨不得立马领

一只回来驯养。可就在人们对这个宠
物猴充满无限兴趣之时，果壳网的一
位达人“ 河马叔叔”日前发表了一篇
名为《 都是可爱惹的祸──私养宠物
猴的六宗罪》的文章。

文章开篇强调了作此文的出发
点：讨伐将自己的财富建立在欺瞒顾
客和虐待猴子之上的商家，而非猴主
人，因为他相信大多饲养者都是充满
爱心，对猴子关怀备至的。“ 本文希望
通过专业知识告诉一个事实：养猴看
上去很美，最终却只会是一个对人对
猴都充满危害的双输结局。”

对该结论，他列举了六宗罪：
第一、日本石猴子虚乌有，“ 网上

流传的图片显示，这些宠物石猴明显
是猕猴的一种”，他说这种普通猕猴
就是一般在大街上戏耍的那种猴子，
无数人只见小猴子大脑袋大眼睛的
萌样，却不知道4-5年后，即便雌猴也
要长到八九公斤重。

第二、私养任何猴子都是违法
的，无论他们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繁殖
的。“ 无论那猴子是否野生，其原产地
是否在中国，都等同于国家二级以上
保护动物。”

第三、私养宠物猴最危险之处在
于病菌在人猴之间相互传染。

第四、它是凶猛的伪宠物。青春
期带来的是荷尔蒙分泌，肌肉生长和
性成熟，使得它的情绪会变得难以捉
摸，喜怒无常，相当于“ 在家里埋了一
个野性难驯的定时炸弹。”

第五、把猴子养在家本身就是一
种虐待。

第六、催生走私贸易，连累野生
种群。“ 野生动物贸易是世界第二大
非法贸易。” 曾经就有不法商人为了
将亚洲蜂猴当萌宠卖，在出售前强行
拔掉它们的牙齿。

悉心照料却受网友“ 炮轰”
因为看了“ 河马叔叔”的文章，

有 些 网 友 同 情“ 悟 空 ”， 跑 到
“ Topleaf”的微博指责他，给猴主人

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记者了解到，其实北京、上海等

地都有人驯养宠物猴，只 是 不 像
“ Topleaf”受千夫所指。“ Topleaf”告

诉记者，他的“ 悟空”究竟是不是石
猴，他也不是很清楚。至于是否违法，

他表示“ 悟空”已经经过当地林业局
的登记，并且通过了防疫站的检疫。

关于“ 虐猴”一说，“ Topleaf”更
觉得冤：每天早上5点钟他就起来给
它喂奶，晚上还给它夜宵吃；几乎每
天都给它洗澡，给它涂沐浴液；穿各
种款式的小衣服，置单独的床给它
睡，与它相处得非常友好融洽。

除了干净漂亮，“ 悟空” 的身体
状况也没少让他操心。出生下来不
久，就给它打了肺结核疫苗与狂犬病
疫苗，每隔3个月就让兽医给它做检
查，抽血样，让它健康生长。

“ 它的祖先可能是野生猕猴，但
已经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了，少了许
多野性，所以幼时很乖，成年后，可能
会恢复野性。”“ Topleaf”说，“ 悟空”
4岁才会成年，相当于人类的18岁，此
时他会将它送至南京野生动物园，让
他过群居生活。“ 它成年了，懂事了，
不放它回猴群，会得忧郁症的。到那
时，我若想他，开车去南京看它就是
了。”

另外，他表示，“ 悟空”绝没被拔
牙，他现在每天还会用纱布沾盐水给
它擦牙。在他认识的“ 养猴族”中，最
大的一只宠物猴两岁了，体积也只不
过塑料可乐瓶那么大，牙齿依然小而
平，所以他既不担心4岁前“ 悟空”长
得特别大，也不担心它有锐牙伤人。

河马叔叔是进化人类学博士
这位“ 河马叔叔”究竟是何方神

圣，为何文章看似如此专业？记者昨
天联系果壳网了解到，“ 河马叔叔”
进化人类学博士生的身份被果壳网
认证过，只是他目前在国外，尚无法
接受本报的采访。

果壳网具有生物学知识背景的
科学编辑陈旻告诉记者，这篇文章，
他们“ 找了数位懂行的人审稿，是
完全可信的。所谓石猴，就是猕猴的
幼崽，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也证
实了这个观点。” 陈旻强调说，“ 根
本不存在石猴这个物种，这是奸商
捏造出来的概念。猴被个人当宠物
养是非法的。个人或单位要养，需要
省 级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颁 发

《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耍猴人养猴，大部分也是非法
养殖。从理论上来说，猴从小就得群
居生活，否则就会失去和同类交往
的能力。”

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裴恩
乐昨天也表示，私养猴是违法的，且
有传播人畜共患病的威胁和危险。

原价3.5元叫价8元
“ 笨NANA”现身沪上

雀巢公司：不会将其正式引进上海市场

面对“ 笨NANA”在上海不统
一的价格，混乱的销售渠道，其制造
商雀巢公司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雀巢上海销售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
示：“ 我们在上海已经没有冰激凌
零售的业务，也就是说公司不会将

‘ 笨NANA’引进上海市场。”
对于商户自定“ 笨NANA”的

销售价格，该工作人员表示所属部
门并不负责此事并建议记者联系北
京总部。但截至发稿，雀巢北京总部
的相关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夏天已经到来，能剥皮的“ 笨
NANA”毫无疑问成为了当季最火
冷饮，但是伟大的“ 吃货”们也没有
忘记过去的最爱，经典的“ 绿舌头”
和“ 光明冰砖”仍然是大热天网络
上热衷讨论的对象。

舔几口就会变得像柔软的舌
头，吃口像雪糕又像果冻，今夏“ 绿
舌头”成了“ 笨NANA”的比较对
象。微博上网友“ 又又memo”就表
示：“ 看到有绿舌头，毫不犹豫地买
了一个。一直都觉得它是笨NANA

的秒杀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相比
“ 笨NANA” 的贵族价格，“ 绿舌

头”明显要平民化很多，只要1.5元。
同样没有被忘记的还有“ 光明

冰砖”，在华师大上大学的小唐有天
晚上突然发现在宿舍的大厅里就有
卖冰砖，他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一块啃
起来，“ 好怀旧啊！其实应该放在碗
里用勺子刮着吃才最正宗。” 在网
上，冰砖的吃法更是更是五花八门，
但是无论是在冰砖里加雪碧、加可乐
还是加牛奶，大家竟然都说很好吃。

尚未引入上海市场

》怀旧派

这些年我们追过的冷饮

巴掌大小，一会穿上白色蕾丝女仆围裙装纯，一会蹲在肯德基桌子上
喝可乐卖萌，这只现身网络的袖珍猴“ 悟空”近期引起了数万名网友的关
注，本报之前也对其进行了报道。

可被果壳网认证过身份的进化人类学博士生“ 河马叔叔”前日则称，
世上根本不存在日本石猴，国家也不允许私人饲养。对此，袖珍猴主人昨
天表示，专业人士有权普及科学知识，但不该将他们家“ 悟空”的照片配
在文章里面，让他备受攻击。另外，他也坦言，待“ 悟空”4岁成年后让它
返回猴群。 本报记者 罗丹妮

“ 笨NANA”在上海出售地点少，价格也差别很大。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网 友
Topleaf 对

“ 悟 空 ”十
分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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