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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米花·冻米糖
王乐天

小时候，爆米花师傅很常见，脸膛总
是黝黑的，整天戴着的破帽子也是黝黑
的，隔三岔五，他们就会挑着担子，一边是
打爆米花的加热釜，一边是装煤球的箱
子，木箱下层是与加热釜相连的风箱，来
到离我家附近的晒谷场或弄堂口，摆上黑
不溜秋、呈腰鼓型的密封加热釜，铺开竹
簟（竹篾条编成的桶形盛具）、布袋，烧起
煤球，扯开嗓子，大声吆喝起来：“打爆
——米——花——打爆——米——花！”

每当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时，正在玩
耍的孩子们就会循声而去，围在旁边凑热
闹。我自然也不例外，跑回家缠着母亲说
肚子饿，要吃爆米花。母亲常常拗不过，
就从米缸里舀出满满一勺籼米或粳米，带
上糖精和一个可以盛放爆米花的米袋，拉
着我过去。

此时的晒谷场、弄堂口早已围满了观
看的人群于是，母亲也跟在歪扭的队伍后
面，我则尽量往队伍前沿挤，目不转睛地
盯着爆米花师傅的每一个动作。那情形
像极了南宋范成大记录的吴地风俗“上元
……爆糯谷于釜，名孛娄，亦曰米花。每
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

众目睽睽之下，师傅利落地将一碗碗
的籼米或粳米从加热釜的上端倒进釜内，
加点糖精，再合上机头锁口，架在煤球炉
上方，然后一手拉风箱，一手不紧不慢地
摇着加热釜，同时用眼睛观察着压力表。
有时，他还会漫不经心地叼上一根烟。火
苗一舔一舔，与加热釜的转动节奏十分默
契。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后，釜内气压达到
一定程度时，师傅就停止加热，将加热釜
旋出炉火，迅速用一截钢管套住加热釜上
端，一只翘起的小摁把，一头接上盛放爆
米花的大布袋，然后扳起加热釜，朝向天
空，悠长地喊出一声：“放——炮——啰

——”见此情景，大多数孩子定会躲得远
远的，捂紧耳朵，只有胆大的敢站在师傅
后面目睹出炉的精彩瞬间，随着“嘣”的一
声巨响，一缕白烟随之扩散，此时，爆米花
的香气就迅速弥漫开来。但见师傅手里
的那个大布袋顿时涨得鼓鼓的，师傅拎起
布袋，左右上下摇晃，一粒不剩倒给了顾
客，紧接着进入打下一炮的程序。此刻，
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抢溅落在地
上的爆米花，把这些“漏雨之网”放进嘴
里，大口大口地嚼着，脸上充满了兴奋和
满足。而每逢爆米花师傅高兴时，就会朝
你努努嘴：“娒，来来来，让你摇。”这时候，
这名幸运的孩子会不顾一切抢先上去抓
住摇柄，把黑溜溜的加热釜转得飞快，直
到师傅喊叫停时，才恋恋不舍停歇下来,
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提起爆米花，就会使人联想到冻米
糖。孩提时，喜欢甜食的我对它情有独
钟，而父母也总会想方设法弄给我品
尝。

其制作工序比较烦琐：先将上等白糯
米炊熟，晒干，在室外冻上一个晚上，变得
粒粒晶莹，经爆米花机爆成米花，然后将
爆米花和由白糖、饴糖熬成的糖浆以及猪
油按一定的比例，一道倒入抹了一层菜油
的口型木头模子里，上面撒些桂花，再拿
一个同样抹过油的擀面杖，将冻米糖擀
平、擀实，稍凉后卸掉模子，切成一块块小
长方块，就成为一个个黏黏的冻米糖成
品。尽管当时民间制作的冻米糖较为简
陋，却香甜松脆，成为一种受大众欢迎的
美食。温州地区众多的冻米糖品种中，尤
以乐清大荆的冻米糖最为纯正地道。现
在的超市里，也可以很容易地购买到类似
于冻米糖的甜食，如“米老大”系列；有时
一些人家办喜事回赠宾客的小礼盒中，也
会偶尔翻到一小袋装的像“泰国炒米”之
类的零食，但相比之下，孩提时的冻米糖
要硬一点，脆一点，当然味道也更纯正。

如今的爆米花早已“华丽转身”，沿着
繁华的街道，不时看到一个个自动的爆米
机。洁净的玻璃柜里放置一盏灯、一把
勺、一个炒盘，随着营业员的手一转，盘沿
就会不时地挤出爆米花来，原料大多为玉
米，白花花，黄灿灿，充满了奶油香，大都
用斗状纸盒包装。对这些“膨化食品”，我
也会忍不住买上一盒，但总觉得不如当年
家乡爆米花师傅用黑黝黝的加热釜制作
的爆米花。

温州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白天又断
断续续地下。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西边
灰蒙蒙的天空惊现彩虹，这条彩虹架构恢
弘，光彩夺目，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形成圆
润无比的半圆形，朦胧的山峦、清晰的楼
幢、宽敞的大马路、绿地……尽数被彩虹
圈罩住，此时街灯闪烁，车辆龟行，恰好一
列轻轨列车缓缓驶过，组合成一幅活动的
精美绝伦的画图。整片天空呈淡淡的绛
紫色交织着桔黄色，彩虹倒被模糊了七彩
的本色，望彩虹不是远眺更似盯着看，渐
渐地，彩虹的外沿出现一条色彩反向的
“副虹”——霓，一虚一实相映成辉，约摸
二、三分钟，虹霓渐渐退隐，绛紫色桔黄色
的天空也渐渐还原成灰褐色。虹霓在都
市的傍晚天空昙花一现。接下来微信朋
友圈可乐翻了天，全市城乡各种角度和构
图的图片视频霸屏。偶现的彩虹释稀了
人们因生活工作而郁积的情绪。

彩虹终归会化为乌有的。虹霓是常
见的自然气象，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光
的折射形成的，只要天空有水雾并遇到
适合的阳光便能形成，细小的水珠将自
然光七种原色光离析出来，便是七彩之
虹，虹经反射便成霓，这是形成虹霓的机
理。正所谓风雨之后见彩虹。

虹与雷电风云雨雪日晕月晕乃至缥
缈不定的北极光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区
别，皆是水汽之子。只是彩虹因美丽祥
和而倍受人们的喜爱欢迎。

久违乍现的都市彩虹也撩起我的许
多回忆。彩虹就是我的童话。

我第一次对彩虹感兴趣是得知彩虹
会“吸水”。我的家乡在楠溪江中游，对彩
虹可是司空见惯，一场雨后碧空如洗，一
抬头，便发现尚有山霭缭绕的山涧里悬挂
着一截七彩分明的彩虹。那年梅雨季节
的一天，我们在长河滩林里放牛，突然下
了一场暴雨，雨止，山涧里又现一截彩虹，
这截彩虹仿佛特别粗壮，一端扎进险岩坑
水库一端插进云层……不好，水库里的水
会被虹吸光。驼背公对着彩虹说。我们
很惊奇，虹会吸水？驼背公说，天上的水
也是定量的，如果都只下不吸回去还不下
完？所以下多少要收回多少，刚才雨那么
大，得多少水？而恰恰吸险岩坑水库里的

水，还不被吸光？从此以后我对彩虹就特
别关注，我发现我村上空出现彩虹时，它
的一端总爱扎进水库，我甚至有这样的想
法：我何不跑到水库坝上亲眼目睹一下彩
虹吸水的情景？无奈现彩虹的时间太短
了，最长也没有超过10分钟；如果在水库
坝上蹲等呢，却又不知几时能现彩虹。当
然，彩虹总是神龙见尾不见首，它常常一
头扎进楠溪江一头搁在芙蓉崖上，我就
想，它将楠溪江的水源源不断吸到芙蓉崖
上，那里肯定发大水；彩虹也常常一头搁
在鹰嘴岩一头搁在大象山尖，那么它只能
吸山林里的水珠了。终于有一次，彩虹直
接扎进我家的稻田里，我爸在插田，我站
在田角头，下着毛毛细雨，西边雨止现青
天，我眼前突现异象：一根粗大无比五彩
斑斓的光柱直直罩住弯腰插秧的爸爸，光
柱闪烁，水珠被放大了好多倍，滚动着表
面放出多彩的光，爸爸惊愕地停住手中
活，我竟忘记了惊呼，这条光柱在稻田里
缓缓移动，足足逗留了五六分钟。在周边
劳作的农民后来告诉我，彩虹扎进你家田
里了。有趣的是田水倒也没有减少。此
后彩虹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作文
里。我的童年的彩虹给予我无穷乐趣。

上中学学了光学懂得了虹霓形成的
机理后，彩虹神秘的面纱被剥离，这令我
沮丧，我还是乐意相信虹能吸水。不过
对彩虹的钟爱丝毫没有退减，每逢雨霁，
总希望蓝天的某一角出现一条哪怕一截
七彩分明的彩虹。然而我发现雨后的天
空出现彩虹的概率越来越小，连楠溪江
流域也甚少见到，也许是雾霾遮掩了水
珠的表面等因素使然吧，我在期待、盼望
中慢慢失去耐心，彩虹在我的心中也慢
慢淡化。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有许多自
然现象也消失了，例如“空谷回音”(在楠
溪江流域又叫“应山脉”)，那天我再游楠
溪江北坑景区时，忆起童年在这里斫柴，
回音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站在峡谷
里随便大吼一声，回音激荡不绝，尤其在
一处叫“罗隐岩”的悬崖前吼一下，会产
生三重回音，甚是有趣。于是，我童心萌
发对着峡谷幽深处大吼一声，但是回音
杳然，这是怎的啦？有人解释现在植被
茂盛，声音被缓冲吸收，我后来又在多处

纯悬崖深谷如大若岩崖下库等地求证，
回音确实“消失”了。日晕奇观倒频频出
现，前年楠溪江现特大型日晕便有大规
模目击者。

彩虹当然不会消失。阳光照射瀑布
便现“彩虹”，而且不是一条可能还有许
多条，我们无意间也会创造“彩虹”，对着
阳光喷洒水雾时，一条跳跃的袖珍的彩
虹便诞生了。但这些能称为彩虹吗？偶
尔天空出现一条彩虹，色彩也是混沌不
清的，大打折扣。难道我们这里壮观的
彩虹都逃逸了？每每在水彩画里见到可
人的彩虹我都心中一阵惊喜。

爱彩虹之人总有“艳遇”。去年初
夏，我一家人到云南旅游。在丽江古城
的一座竹楼上吃午饭，天空蔚蓝，片片白
云洁净无瑕，我望着蓝天白云喝着花卉
酿制的美酒，心旷神怡，此时突兀地下了
一阵晴天雨，雨散，但见一条足有四分之
三圆周形制的彩虹缺口镶嵌在古城之
上，艳丽至极，蓝天、白云、彩虹、古城，我
永生难忘这组构图！今年初春，我冒雨
到巴黎蒙马特高地拜谒梵高故居，来到
高地天刚放晴，转瞬间，天空蔚蓝得失
真，我的目光穿透一条两旁楼房林立的
坡道，惊喜地看到一截弧形彩虹搁在楼
幢之上，那么眩目，彩虹衍生出一截等量
的霓，霓有喧宾夺主之态势，虹霓并存足
足20分钟时间，我就默默对着虹霓注视
20分钟。

我在云南丽江、巴黎观赏到最本真的
彩虹后，对瓯越彩虹退化现象甚是不解。

这次都市乍现彩虹，简直还是横空
出世，一出现便是特大型的，从南到北形
成直径达十数公里的半圆形，虽然七彩
并不分明，虽然天空不是蓝色而是绛红
色交织桔黄色，但却依然壮美无比震撼
人心。人们为这场邂逅狂欢。

家住楠溪江石桅岩景区的网友惊
叹，久不见彩虹，这是今年首次在家乡见
到彩虹，太惊艳了。他的话也许道出了
大众的心声。

彩虹在我们的上空不常现并不要
紧，要紧的是心中要装有彩虹，那便是装
着一份美丽和念想，因为，空中和心中的
雾霾总会散去的。

小时候，祖母曾教过我很多山歌和
熟语，多年过去了，绝大部分都已忘却，
剩下还有几句，一直记忆犹新。

譬如“当着不着，额坎头贴膏药”，我
就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大半生以
来，“神头”特别“拎清”，许多无谓的错误
也少犯了很多。

但要说记得最深刻的熟语，却是“落
雨天，吃麦饼”这句。而且，每逢落雨天，
这句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
海。而后，常常面对着窗外的雨丝，缓缓
感慨一句：“落雨天，吃麦饼”。倘若寻得
机会，还会特意出门去买个麦饼回来，就
着粥影汤愉快地吃起来。

有一次，孩子特意问我：“老爸，为什
么说落雨天吃麦饼啊？难道不落雨的时
候，就不能吃麦饼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
了童年时的故乡。

落雨天吃麦饼，是祖母告诉我的。
但她没告诉我为什么，然后就忙着去找
麦粉、掺麦粉、剁菜咸、摊麦饼了。我猜
可能是下雨天的时候，不用干农忙活，空
闲一点吧，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不
知道。

那时候的麦饼，就是一道美食，不常
做。只有像这样的雨天，或者家里的男
人们要去远山干活的时候，才会摊麦
饼。我们当地有句谚语说“冷水冰冰，蚊
虫叮叮，爬爬山岭，吃吃麦饼”，说的就是
这种情况。小时候，我就喜欢跟着家里
的大人们爬山岭去干活。山路真的遥
远，树林真的茂密，但能在日昼时分，分
到他们当午餐吃的麦饼，就不觉得路途
辛苦了。那时的山泉水好冰，但格外甘
甜。麦饼也凉，但不觉得冰，吃起来感觉
特别踏实，因为肚子被塞得满满的。

麦饼不好做，特别是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祖母为了省馅料，多做几个
麦饼，常常把饼边留得厚实了一些。大
人们吃习惯了，我们却很不喜欢。常常
把里面的菜咸吃光了，留下一条厚厚的
饼边，然后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拿出去
扔掉。不过，如果被发现了，那是要狠狠
挨骂的，说我们不爱惜粮食。

麦饼火也不好烧，因为麦饼最后放
镬里烤时，不能像平常一样让火集中在
中间烧，要均匀地分开一圈围绕镬边烧，
而且还要注意火候，否则容易烧焦。我
们当地的谚语说“烧得了麦饼火，做得了
好新妇”，就十分准确得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每次做麦饼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大
人们从灶洞前的柴仓凳上给赶出来。

那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第一个麦
饼熟了的时候。只见祖母手起刀落，三
下两下，一个麦饼就被均匀地分成了四
劐（huō）或者六劐了。我们每人分得一
劐，然后因为还很烫，总要边左右手换来
换去，然后吹好几口气，才忍不住咬下第
一口。有时候因为耐不住性子，嘴巴免
不了要被烫一烫。麦饼切出来，根据大
小，还有专门的叫法。完整的麦饼，叫
“个”。一刀从中间切下，分两半，每一半
都叫“一边”，一般大人每人分一边；麦饼
从中间切“十”字的两刀，分成四块，每一
个块叫“一劐”，一般小孩子每人只能分
得一劐。所以，如果你经过一户刚做好
麦饼的熟人家，人家说“日昼吃罢未？走
来麦饼吃劐先”或者“日昼吃罢未？走来
麦饼吃边先”，还有“日昼吃罢未？走来
麦饼吃个先”，这三句话意思是有区别
的。这个时候，你“神头”要“拎清”，让你
吃一劐，你却拿了人家一边或者一个，那
是要遭白眼的。反之，人家让你吃一个，
你只要了一边或者一劐，那就是相当懂
礼貌了。当然了，也有人叫你吃，其实只

是和你打个招呼，并不是真叫你去吃，这
也是需要你搞清楚的。不过，大部分人
是真叫你吃，其实也是一种邻里之间的
相互分享，增进感情的意思。今天我叫
你吃，明天你叫我吃，叫来叫去，吃来吃
去，感情就更深切了。

我常常怀念小时候“落雨天吃麦饼”
的日子，以至后来到了另一个镇上读高中
的时候，还常常在落雨天，去街头找一家
麦饼摊买个麦饼来吃。那时候，几乎整个
小镇的麦饼摊上的麦饼，我都尝过。哪家
馅料足，哪家里面的菜咸好，哪家饼边比
较薄，哪家价格比较实惠，我差不多都是
清楚的。所以，后来每次都比较固定地去
哪一家买，买不到才退而求其次。

再后来，成家立业了，家里几乎不做
麦饼了，因为太麻烦。偶尔才能从母亲
和岳母那里吃到几次麦饼。麦饼刚出镬
时，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虽然现在可以
吃一边了，但还是喜欢拿一劐。也像小
时候那样，左右手换来换去，嘴里不断吹
着气，然后趁热一口下去，满满的咸菜夹
着油油的肥肉，在嘴巴里幸福地砸巴着。

再再后来，偶尔想吃麦饼的时候，也
会在开车经过的马路边麦饼摊上捎一个
回家，或者有时候也特意去街上的麦饼
铺子里买一个。还是熟悉的麦饼味道，
只是再也吃不出幸福的感觉了，即使现
在的麦饼种类多了，馅料花样也多了。

想起孩子问我的话，“为什么要在落
雨天吃麦饼”？我终于慢慢想明白了，
“落雨天吃麦饼”：不仅仅在于下雨的天
气，更在于一家人在一起；不仅仅在于
吃，更在于“落雨天做麦饼”的过程；不仅
仅在于麦饼的味道，更在于其乐融融的
“家的味道”！

这种“家的味道”，简单而又幸福，只
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落雨天，吃麦饼
戴柏葱

彩虹“吸”我秧田水
徐贤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