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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款名为椰子灰冰激凌，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色彩，风靡网络。
看上去黑黑的冰激凌，吃了以后嘴
唇、牙齿都像是变色一般。这样的黑
色，不是巧克力，也不是墨鱼汁，厂
家宣称是全国首创，“用烧焦的椰子
壳的灰，然后混合椰子片、椰汁以及
奶油做成。”

不少媒体质疑：添加了活性炭
的冰激凌，能吃吗？对此，厂家表示，
冰激凌中添加的并非是活性炭，而
是植物炭黑。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也表示，
植物活性炭作为一种加工助剂、植
物炭黑作为一种着色剂，都允许加
入至食品中。

网红冰激凌：
成都一家便利店每天卖出几十个

近日，椰子灰冰激凌席卷全国
多地，北京、上海、广州无数年轻人
争相抢购，登陆成都后同样引发抢
购热潮，黑色的外观引来很多网友
好奇尝试。

7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红星
路附近的全家超市、711 超市看到
了这款椰子灰冰激凌。位于落虹桥
街 3 号附 1 号的 711 便利店店员表
示，目前椰子灰销量很好，售价9.9
元一支，“平均每天要卖出几十支。”

椰子灰冰激凌也是全家便利店
的网红食品之一，位于庆云南街的
一家全家便利店里，店员透露销量
很好，“每天差不多要卖出2件，也就
是20多支。”售价也是9.9元一支。

而对于椰子灰冰激凌中的黑
色物质，店员均表示没有食品安全
隐患，全家服务员猜测“可能是巧
克力。”

媒体质疑：
活性炭能否添加到食品中？

这款冰激凌制造商来自江西天
凯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扫描该款冰
激凌包装纸上的二维码，记者关注了
制造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凯乐冰
激凌”。该公众号中写明：椰子灰冰激
凌是全国首创，“是用烧焦的椰子壳
的灰，然后混合椰子片、椰汁以及奶
油做成。”

记者通过该制造商公开资料了
解到，这款椰子灰冰激凌是2017年
年初正式上市。制造商官方网站去
年12月5日登出的文章《国内首创
黑色冰淇淋——“椰子灰”震撼来
袭》中写明：“椰壳活性炭经过提炼
加工而成的椰子灰，吃完后，你的嘴
唇、舌头和手指都会染成‘朋克范’
的灰黑色。天凯乐椰子灰冰激凌和
常见的黑芝麻、黑巧克力冰激凌最
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天然活性炭
的美颜作用！”

黑色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对人
体有不良影响？

7月7日，成都有媒体报道《网
红冰激凌走俏 黑色咋来的？》，报道
中有专家表示，活性炭不能作为食
品添加剂加入，但可以作为着色剂。

也有自媒体发布消息，对这样的
黑色表示担忧。7月6日，网易“康智

云医”发文，《网红
“黑色冰激凌”遭禁
售，黑就真的是健
康食品吗？》其中提
到，“理论上说，椰

子灰是一种活性炭。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规定植物炭黑可作为
着色剂用于糖果、大米制品、小麦粉
制品、糕点、饼干生产加工；植物活性
炭可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
但应在制成最终产品前除去。”

江西省食药监：植物活性炭、
植物炭黑均可加入食品中

7月9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
椰子灰冰激凌制造商江西天凯乐食
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胡女士，对方表
示使用的原料之一是植物炭黑，食品
本身也是严格生产后，相关部门质检
合格的合格产品。至于为什么在制造
商公开宣传中有提到活性炭，对方表
示，“我也不太清楚，但据我了解，是
没有加入植物活性炭的。”

这款网红冰激凌产地是江西省
新余市。7月9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
上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科
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根据2011年
发布的《标准》，植物活性炭是属于食
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一类，按照加工
助剂使用原则——加工助剂一般应
在制成最终成品之前除去，无法完全
除去的，应尽可能降低其残留量，其残
留量不应对健康产生危害，不应在最
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所谓的在制
成最终成品之前除去，也是指尽量，并
不是必须的。”该工作人员表示，更重
要的是，植物活性炭是属于“可在各类
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残留量不需限
定的加工助剂名单”之一，也就是说，

“植物活性炭残留量是不受限制的。”
至于植物炭黑，“跟植物活性炭

不是同一款产品，而是另一种产
品。”该工作人员表示，同样在《标
准》中写明：植物炭黑可以作为着色
剂使用，加入到冷冻饮品、糖果、大
米制品、小麦粉制品、糕点和饼干之
中，最大使用量不超过5g/kg。

消化内科专家：
活性炭不会对人体有太大影响

活性炭本身会不会对人体造成
影响？四川省医学会消化专委会常
务委员、达州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白学松表示，食用活性炭不会对
人体造成影响，多年来活性炭一直
作为吸附胃部毒素的解毒剂使用，
可以用于解毒功效。而因为其良好
的吸附功能，也可能会吸附水分，可
能会有便秘情况产生。总的说来，不
会对人体有太大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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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灰冰激凌风靡网络

“烧焦的椰子壳做的”
能吃吗？

从小说到剧本，王霞的创作灵感主要
来自两方面，一是她十多年来结识的几十
个家庭；二是做剧本时的100个陪读家庭
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王霞的调研中，有
90%以上都是父亲缺位，只有母亲在国外
陪孩子读书。正是这样，让电视剧反映出
了真实的经历。

感叹：生活总是比故事还要精彩

比如剧中的女主角李娜，是个事业型
女性，不会烧菜做饭。到了温哥华给儿子
做菜，就只会番茄炒蛋，看得儿子直嚷嚷
要出去下馆子，“我在国内也是事业型女
性，不会照顾人。我儿子看了正在播出的
电视剧这个桥段还笑我，说老妈你写的不
就是你自己的嘛！”王霞说。

回顾这 10 年所看到的陪读家庭，王
霞感叹生活比故事还要精彩，有些人的经
历比电视剧中的故事更为凄凉。“本来是
好好的家庭，一家三口在国内其乐融融。
结果为了孩子去陪读，孩子正好是青春逆
反期，和同学喝酒跳舞、夜不归宿，她们又
不敢告诉国内的老公，说了也没用，所以
她们就报喜不报忧，自己克服困难。”遇到
了问题，又没有人倾诉，导致她们很郁闷，
甚至有人患上了忧郁症啊，而长期两地分
居，也出现了丈夫出轨的问题，“有一些特
别不好的事情，包括孩子的自杀、忧郁症
…后来都被我删掉了。”

建议：不管陪读还是留学 要三思

随着《陪读妈妈》的播出，关于是否送
孩子留学，是否陪读的争议在网上成为焦
点，引发了不少观众讨论。作为一名高级
知识分子，一名有10年陪读经历的妈妈，
王霞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始终强
调，不管是陪读还是留学，一定要三思而
后行，“我不建议低龄孩子如十二三岁的
孩子出国留学，因为他们还没正确树立世
界观，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家庭窘迫，

为了孩子砸锅卖铁出去就更不应该了。”
至于陪读，王霞也并不建议，“这是一

种个人的牺牲。要不要为了孩子把三口之
家生生地掰成两地，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和问题，还是要慎重。”王霞口中的麻
烦包括多方面，如剧中李娜那样的中产阶
级，出去陪孩子，不仅把事业耽误，还影响
了夫妻感情。“像我周围的朋友原来在国
内都是职业女性，但在温哥华她们都不上
班，以后即使回国也无法回到职场。”

在王霞看来，在事业上失落后，所有
焦点就在孩子身上，但越是关注，孩子会
很反感。另外，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
你都没工作了，反而会被孩子低看，“陪伴
最好的是正确的引导，是精神的陪伴，而
不是 24 小时生活上的陪伴。你要给孩子
正确的引导，给他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比保姆式的陪伴要好得多。”

评价：梅婷是特别优秀的演员 不做作

值得一提的是，王霞除了是总编剧，
同时也是《陪读妈妈》的投资人之一。所以
小到拍摄场景安排，大到主演选定，第一次
当投资人的她，都会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

对于一众主演，王霞赞不绝口，“他
们都特别棒，并不计较片酬，主动加了很
多戏，做了增量、加法。”王霞特别提到主
演梅婷，“当时问了很多演员，但都不愿
意演妈妈，觉得演老了。但梅婷一看剧本
就觉得可以。我觉得梅婷从各个方面来
说都是特别优秀的演员，不做作，特别真
情流露。”王霞回忆，梅婷特别善于锦上
添花，如有一场戏，内容是丁一一打架被
学校退学，李娜从上海飞到温哥华“救
火”。当时梅婷的眼睛刚好有些发红充
血，她指着自己的眼睛看着对方，现场加
了一句词，“我都气得不行，你看的我的
眼睛，都上火了。”

和市面上一些剧用配音不同，《陪读妈
妈》中90%都是用的原声，“我们的主演都是
自己说的话，不像一些‘神剧’，都是数字明

星，根本不是自己。”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齐宇勤 受访者供图

讲述海外陪读家庭辛酸故事《陪读妈妈》引热议

陪读是牺牲自我
编剧王霞：不建议低龄孩子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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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由蒋译霆担任总制片人，
亮眉侠（本名王霞）担任总编剧、陈畅执
导，梅婷、许亚军、邬君梅等实力派演员
共同出演的电视剧《陪读妈妈》播出。这
部打着国内首部讲述海外陪读家庭故事
的电视剧一经开播，就引发了观众对陪
读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剧总编剧
王霞本身就是一名有着 10 年陪读经历
的兼职陪读妈妈。王霞认为，自己并不
建议低龄的孩子出国留学，家长选择陪
读前更是要三思而后行。

到底要不要陪读？值得吗？

作为国内首部关注陪读妈妈海外生
活现状的情感剧，《陪读妈妈》的切入点
很有新意。梅婷饰演的李娜，是公司高
管。丈夫丁致远（许亚军饰）是教授，两个
人都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为给孩子创造
更优质的教育环境，于是选择送儿子丁
一一去加拿大留学。

剧中，另一组家庭则是另一种环境。
陈莉莉（郝洋饰）和罗松（徐永革饰）是一
对挣扎在小康生活线边缘的夫妇，他们靠
卖包子供儿子出国留学。一个留守爸爸，
在国内省吃俭用。一个陪读妈妈，为了留在
国外，打黑工，给人端盘子、做保姆。电视剧
播出后，豆瓣上有网友感叹，在异国他乡的
陪读生活需要各方面的考虑，《陪读妈妈》
呈现的故事，值得想要陪孩子读书的家长
好好反思，到底需不需要让孩子出国留
学，家长真正做好了陪读的准备吗？

学霸教授将陪读生活搬上荧屏

事实上，《陪读妈妈》的总编剧王霞
本身就是一位有过长达 10 年陪读经历
的妈妈。王霞并不是专业的编剧，她本人
是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她回忆，儿子早在中学时就被她送
到加拿大留学。

2014年的时候，即将结束陪读生涯的
王霞萌生了把这段生活写出来的想法。前
后花费了近两年时间，王霞写了40多万字
的小说，取名《红枫树下的女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霞遇见了海润
影视董事长刘燕铭，“他也是陪读家庭，
我们两人很默契，一拍即合说拍电视剧，
将这种生活分享给更多的人。”在打磨剧
本的两年中，王霞还自己带着编剧去加
拿大采访了 100 个陪读家庭的故事，前
后写了8稿。

最好的陪伴是正确的引导，是精神的陪伴

源于十年陪读
的亲历和所见真实

《陪读妈妈》的剧照

编剧王霞

便利店售卖的椰子灰冰激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