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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火烧
苏有郎

传承

周末

火烧是威县特产。火烧，如果顾名思义，
再浅显不过的一个词，却禁不住细琢磨：用火
烧后吃的东西就叫火烧吗？显然不是。“一头
沉”使我吃小摊二十来年，在小摊上，我多吃
烧饼。烧饼一块钱一个，火烧通常一块五一
个，无故多花五毛钱，觉得不值。
在张家口工作时，我就开始吃小摊，来
碗豆腐脑或豆浆，就个小咸菜，要两个烧
饼，一顿饭就解决了。不过，张家口那不叫
烧饼，叫焙子，一般都是用废汽油桶包泥糊
的一个烤炉子。一边打一边卖。这种叫焙子
的东西，比烧饼稍小一点。还有一种叫麻饼
的，却比普通的烧饼大些，有油和芝麻，内
外皆软，别处不多见。
邢台人吃小摊，是离不了火烧和烧饼
的。我呢，除了有朋友下小摊，或自己馋
了，要个馅火烧，平时是不大吃的。总以
为，火烧，几乎只有两张皮，或者一点点内
瓤，不实在，不如烧饼量大，再说，也没什
么油，芝麻也不多。
原来总是肤浅地认为，火烧与烧饼是一回
事儿，只不过形状不同罢了。烧饼是正圆形，
火烧是长圆而已。都是用小麦面粉在火炉子上
烘烤成的，何区别之有？
后来才发现，其实不然，火烧与烧饼是有
大不同的。那各种各样的烧饼，看似相同，其
实五花八门。而火烧，是独特的一类，只要一
吃，是不是威县火烧，口感糊弄不了人。有一
次，我在邢台大街上的火烧摊，要了两个。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邢台县糖画
2012 年市面上出现制作糖画的智能机器
设备，甜舔嘴智能糖画机。该机器以程序驱
动电机，以类似自动雕刻的机械自动化工艺
在平面载体上自动完成糖画的制作，不需要
美术功底，不需要经验和技巧，操作容易，
制作快速，图形多达几百上千种，可以说，
这是对传统糖画工艺一次革命！
关于糖画，还有一个更加生动有趣的民
间故事。据糖画老艺人白世云、樊德然、黎
永成等回忆，相传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在家乡
时，很喜欢吃黄糖 （蔗糖），不过他的吃法却
与众不同。一代才子会首先将糖溶化，在清
洁光滑的桌面上倒铸成各种小动物及各种花
卉图案，待凝固后拿在手上，一面赏玩一面
食用，自觉雅趣脱俗。
后来陈子昂到京城长安游学求官，因初
到京师人地两生，只做了一个小吏，闲暇无
事时，便用从家乡带去的黄糖如法炮制，以
度闲暇。一天，陈子昂正在赏玩自己的“作

品”。谁知宫中太监带着小太子路过，小太子
看见陈子昂手中的小动物，便吵着要。太监
问明这些小动物是用糖做的时，便要了几个
给太子，欢欢喜喜回宫去了。谁知回宫后小
太子将糖吃完了，哭着吵着还要，惊动了皇
上，太监只好上前如实回禀。皇上听完原
委，立即下诏宣陈子昂进宫，并要他当场表
演。
陈子昂便将带去的黄糖溶化，在光洁的
桌面上倒了一枚铜钱，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
小太子手中，小太子立即破啼为笑。皇上心
中一高兴，脱口说出“糖饼 （儿） ”两字，
这就是“糖饼 （儿） ”这一名称的由来。由
此陈子昂便得到了升迁，官至右拾遗。
后来，陈子昂解衣归里后，为了纪念皇
上的恩遇，同时也因闲居无聊，便收了几个
徒弟传授此技。这些徒弟又传徒弟，并将它
传向四方。有的干脆以此为业，走村串乡做
起糖饼儿生意来。这糖饼儿生意虽小，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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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
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
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
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
第四条 保 护非 物质文 化遗
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
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
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
持续发展。
第五条 使 用非 物质文 化遗
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
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
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
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
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保存工作。
(连载 2）
（苏子 辑）

板叫李柱，早年在威县工农兵饭店当学徒时，
拜著名火烧师傅刘振英为师，吸收众家所长，
又研制出油酥火烧、馅火烧、糖火烧、千层火烧
等品种。福广火烧、大春火烧、大光火烧等，也
颇有影响。如今，威县火烧已经遍布全国，各主
要城市几乎都有威县人在做火烧，就像兰州拉
面和山西刀削面一样。
如今，火烧不仅仅是小摊上的主角，大
小饭店几乎都备。如果你去威县上档次的招
待所或高级宾馆，主人也往往会给你上一盘
火烧。这时上的火烧，非同一般，肯定是杰
华新做的，刚出锅的——吃火烧，一个最主
要的讲究，必须要新出炉的。
有一个邢台县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自
己创业，夫妻两个开起了烧饼摊。总好弄几
个让伙计们尝尝。我跟他说起邢台花市街有
一个百年小摊，只有一个三平米不到的小棚
子，露一个小窗口，永远不扩大经营。这家
卖烧饼，每一个都要用戥子称称。这个朋友
一听，笑了：“那还有戥子？还用每一个过
秤？有一次，一个朋友为了考验我揪馅的准
头，当场实验，弄了一块面，揪了十个烧
饼，打熟后用秤一称，你猜怎么，连一钱都
不差。大伙儿心里没有不佩服的。”问朋友是
哪里的师傅。他说，邢台卖烧饼的，绝大多
数是威县师傅，不用说。问他为什么不打火
烧，他说，他学的就是打烧饼，与打火烧不
是一回事儿。邢台大多数打烧饼的都认识。
火烧，那是另一门技术。

火 烧 锅

《中华人民共和国

威县火烧用料考究，工艺独特，味美层
多，肉嫩皮酥。和面，抻条，成型，烘烤，每
一道工序都有独特之处。比如用吊炉烘烤，木
炭作底火，要柴硬火温；用火讲究，须外高内
低；生坯置炉内。刚出炉的火烧外皮焦黄，外
酥内软，香而不腻，口感极好。火烧除了繁细
的程序，用料最为讲究，面要上等中性精粉，
必须要小磨香油，盐要威县人自己淋的精盐
（威县自古有淋盐传统），花椒面必须要干焙
的。烧火的木炭必须要用枣木、梨木或桃木等
果树木的。和面时，讲究“拌和”，顺一个方
向，以增加面筋的长度。要反复“揉搓”，可
使面粉内组织严密，质地坚实。成型挂皮后，
面皮朝上反扣盆内，盖上洁净的棉布，以防风
吹干皮，静置十五至二十分钟，俗称“醒
面”，行内也叫“饧面”。面和好了，要求手
光，盆光，面光，行内称“三光”，不用洗
手，就像没沾过面一样干净利落。
关于火烧的制作过程，
我不是师傅，
不太关
心，
但烘烤时的讲究很多，
必须要四翻七转才可
出炉，这是最关键的。火候的掌握更为复杂，旺
火、中火、小火、微火，中上火、中下火，还有底
火、面火之分。这要看烤炉的面积大小。面积不
同，结构不同，火位不同，火力不同，炉内的不
同部位温度也不同。只有掌握了火候，才能烤
制出外酥脆、内松软，也不失劲道爽滑、金黄色
亮、飞皮微翘的油酥火烧。
近几年，威县火烧更是邢台人的必备食
品。其中以杰华火烧最为知名。杰华火烧老

火烧传承人李柱

古时火烧摊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提及糖画，不但能激发无数人丰富的想
象，更会勾起众人诸多儿时回忆。目前，邢
台县糖画被列为我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糖画，顾名思义，就是以糖做成的画，
它是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以糖为材料来进
行造型，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民间俗称
“倒糖人儿”“倒糖饼儿”。
糖画所用的工具仅一勺一铲，糖料一般
是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放在炉子上用温火
熬制，熬到可以牵丝时即可以用来浇铸造型
了。
在绘制造型时，由艺人用小汤勺舀起溶化
了的糖汁，在石板上飞快地来回浇铸，画出造
型，民间艺人的手上功夫便是造型的关键。当
造型完成后，随即用小铲刀将糖画铲起，粘
上竹签。
糖画的题材有小说、戏曲人物、吉祥花
果、飞禽、走兽、文字等内容，以人物和动
物的造型最为有趣，若是侧面的形象，便以
线造型；若是正面的形象，则用糖料将其头
部堆成浮雕状。由于糖料的流动性，即使相
同的形象，亦不会出现雷同的造型。民间艺
人在长期实践掌握了糖料的特性，同时根据
操作的特点，在造型上多施以饱满、匀称的
线条，从而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样式，给人以
美的享受。
糖画分为平面糖画与立体糖画两种，它
是地道的民间画种，颇具特色的街市艺术，
广泛流传于我市各地之间，是备受老百姓喜
爱的工艺食品。
最常见的“糖画”是平面糖画。除了平
面画，手艺好的艺人还会在大理石板上将平
面“零件”拼接出风格各异的立体画来，像
极一件装饰品，令人不忍吃掉。若要做一个
花篮，先用糖稀做个圆糖饼，再接着倒一个
小一点的圆圈，利用两次糖稀的冷热不同，
一提，立体的花篮筐底就出来了。再加提
梁、花卉等，整个花篮不再是平面的糖画，
而是立体的、生动的、丰富多彩的了。
据考，糖画起源于明代的“糖丞相”。清
代小说家褚人获的 《坚瓠补集》 里载，明俗
每新祀神，“熔就糖”，印铸成各种动物及人
物作为祀品，所铸人物“袍笏轩昂”，俨然文
臣武将，故时戏称为“糖丞相”。
到了清代，糖画更加流行，制作技艺日
趋精妙，题材也更加广泛，多为龙、凤、
鱼、猴等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坚
瓠补集》 中有一首诗，真实记录了糖画盛行
的情况：熔就糖霜丞相呼，宾筵排列势非
孤；苏秦录我言甘也，林甫为人口蜜腹。霉
雨还潮几屈膝，香风送暖得全肤；纸糊阁老
寻常事，糖丞来年亦纸糊，逐渐演变发展成
为今日的糖画艺术。

摊主，为啥威县火烧好吃？他说，威县火烧
早不兴了，邢台火烧比威县火烧好吃。好大
的口气！我一吃，很稀松平常，一点没有威
县火烧好吃。过后忽然反应过来——既然敢
说比威县火烧好吃，为什么不敢卖威县火烧
的 价 —— 威 县 火 烧 都 是 统 一 价 ， 一 块 五 一
个，而这个邢台火烧，却卖一元一个——说
明他到底没有底气！
威县火烧，是有历史的。
我国面食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古代，
面食统称为“饼”，《辞源》 说：“饼，麦饽的
统称。”可见，火烧与烧饼是近亲。明、清时
期，威县为冀南重镇，四方客商云聚此地，原
有的食品难调众口，精明的威县人独出心裁，
将北方的大饼 （即油饼和千层饼） 结合胡饼
（即烧饼） 的工艺，采用吊炉 （青海、甘肃一
带制作“锅盔”所用的吊炉） 烧烤，创造了
“火烧”
。因火烧与烧饼工艺接近，口味形制不
同，故用“火烧”名之，习称“威县火烧”。
又因其状如牛舌，俗称“牛舌火烧”。
清初，山东临清成为北方商业重镇，威县
火烧很快占领了市场，在直东交界各州县享有
盛誉。清代文人笔记中曾记载：“洺阳有吊炉
火烧者，状如牛舌，其味类饼而酥，临清徽商
喜食之，谓之‘洺阳一绝’。”威县曾为洺阳。
民国初年，威县打火烧的曾出过不少名师，黄
街的石老美、西街的和友林，最负盛名，史上
有载。解放后，又有刘振英、李保海、马佩琴
名重一时。

王保军在绘制糖人
（本版图片提供

王文）

曾得到过皇帝的赏识，所以生意十分兴隆，
学的人越来越多，并代代相传，这一技艺从
此就流传下来。在一些大街小巷里经常会看
见糖饼儿人的身影，周围围着一圈好奇的人
儿。
在进行绘制糖人之前要先熬糖。熬糖前
先准备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刷上油，油刷得
要薄一些，这样可以防止糖粘在大理石板
上。把一个铜锅放在火上，加入适量清水，
再放入白砂糖。白砂糖放入以后要轻轻搅动
一下，防止粘底。水温要逐渐升高，为的是
利于糖溶解在水中。水开之后，把水蒸汽排
到空气中。这时，糖液的温度逐渐变高，糖
液中的水分逐渐减少。可以看到，糖液开始
起大泡了。这是因为糖液中的水份少了，糖
液的张力就大了。空气在排放的过程中，会
在糖面上起一些大泡。这时候温度还不够。
熬糖的合适温度是色泽稍微变黄，大泡变为
小泡就差不多了。熬糖的目的是把糖液摊成
糖片，以便在糖画绘制中使用。待颜色变
黄，泡也变小了，火候就差不多了，趁热把
它倒在大理石板上。糖液倒在大理石板上之
后就会冷却、凝固。待糖液完全凝固后，把
糖片切碎，收入盘中。质量好的糖块在常温
下，半个月都不会溶化。这样熬制出的糖透
明度较高，非常脆，不粘手，不滴油，不流
液，才能作为绘制糖画的材料。
在绘制糖画之前，首先要化糖。化糖就
是把准备好的糖块放在糖锅内溶化。溶化糖
要用小火，火大了糖就会焦。用温火将糖慢
慢溶解，当糖完全溶解后就可以绘画了。
邢台县东先贤村糖画传承人王保军自幼喜
欢绘画、书法，为此，数年如一日勤学苦练，
并在各种赛事中屡获殊荣。相对而言，他与糖
画的结缘要晚一点。1995 年，偶然机会，王保
军迷上了这门甜蜜的老技艺。当时，他找到了
来自邯郸的李党师师傅，拜师学艺，苦学糖画。
王保军说：“糖画是门艺术，如果要有持
续的生命力，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以前的孩
子们喜欢孙悟空、猪八戒、黑猫警长多一
些，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卡通人物层出不
穷，相比之下，如今的孩子可能更喜欢熊
大、熊二、光头强。”王保军介绍，为此，学
糖画以来，他从没有停止过学习。
这些年来，王保军也带了不少徒弟，学
成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利润薄，部分年轻
人坐不住，所以很难坚持下来。”王保军说，
目前，他已将这门老技艺传给了两个女儿。
尤其是正在上高中的小女儿王汇川对糖画很
感兴趣。不但学会了熬糖，每逢假期，父女
俩外出摆摊，王汇川也能动手作画，简单的
十二生肖以及小动物都不在话下。
（苏有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