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插花源远流长， 怎样更好传播是任重道远的
事情，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侯芳梅长期致力于园林
花卉、 插花艺术等方面的教学、 科研和传播推广工作， 她
多次参与国内外重要花事活动的策划、 组织、 培训及交流
工作， 有上万人次人员从中受益； 2014年APEC会议期间曾
为外国元首夫人进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表演……如何更好
地传播中国传统插花，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侯芳梅， 听她
讲述了中国传统插花的传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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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芳梅：
传播插花艺术 留下一路芬芳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通过培养学生来传播中国传
统插花

“菊花非常美， 今天的插花作品我
们就用菊花做主花材好不好？” 北京农
学院园林学院副教授侯芳梅从旁边的
花桶中， 拿出一枝金黄色的菊花， 询
问簇拥在自己身边的小朋友。 今年十
一期间， 北京国际设计周 “胡同里的
园艺” 系列体验活动中， 侯芳梅的插
花表演， 在西城区金奖胡同5号院和7
号院落里展露风采。 像这样的公益插
花活动， 侯芳梅每年都会参加很多场。

“我很小的时候， 就生活在花的世
界里， 我爸爸特别喜欢养花， 院子里
都是花。 春天惊艳的玉兰花， 秋天灿
烂的菊花， 冬天凌寒绽放的蜡梅， 更
别说富贵雍容的牡丹， 清雅高洁的茉
莉、 君子兰， 沉浸在花的世界里， 我
感觉生活也芳香扑鼻。” 侯芳梅用诗意
的语言向记者讲述了她对花的热爱。

因为爱花， 侯芳梅报考了北京农
学院的园林专业， 后来又到北京林业
大学进修， 毕业后 ， 她留在北京农学
院任教， 除了花卉学， 侯芳梅还非常
喜欢研习插花。 刚留校时， 为了培训
青年教师， 学校派侯芳梅到校企花店
工作， 她欣喜接受， 并得到同校教授
赵祥云在插花方面的指导。 后来她师
从中国插花花艺协会会长、 牡丹专家
王莲英教授， 在插花上的造诣更上一
层楼。 她在校内开设的插花课， 很受
学生青睐， 她的课堂上常常人员爆满。

“中国的插花艺术源远流长， 里面
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 古人喜欢
借花喻人， 借花明志， 比如在冬天盛
开的梅花 ， 不畏惧严寒 ， 傲霜斗雪 ，
凌寒独自开， 古人常用梅来象征不屈
的斗志； 比如兰花， 菊花， 清雅高贵；
而百合则因其浓郁的芳香让人喜欢 ，
更有 ‘百年好合 ’ 的吉祥寓意……”
说到中国的花文化， 侯芳梅娓娓道来。

中国的插花艺术崇尚花与花材搭
配的自然、 和谐， 并于其中寄托某种
情怀与人生追求。 插花艺术固然需要
“技” 层面的深研， 更需要对中国传统
花文化的探索， 比起古人只能选用应
季花材、 面对面传授， 今人实现了花

卉周年生产、 远程教育， 条件更加优
渥。 而大学生， 无疑是推动插花艺术
传承与进步最合适的人选。

在课堂教学中， 侯芳梅一直秉持
“插花技艺” 和 “花文化” 并重的传承
理念，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如何让学
生感受到插花之中包蕴的审美、 文化
力量， 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 “把中
国传统插花之美植进学生的心里， 点
缀他们的生活。” 教课16年来， 有3000
人次以上的学生， 从她的插花课中感
受生活之美、 艺术之美、 文化之美。

为APEC会议中外贵宾表演
中国插花

除了在校内开课传播中国传统插
花， 侯芳梅还走向社会， 开展插花类
的培训讲座， 她曾在北大、 清华等十
余所北京高校都开展过插花艺术的培
训， 每年有千余人次教职工受益。 她
还利用节假日， 走进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 中小学， 郊区县， 普及传
统插花艺术。 让插花扮靓更多人的生
活， 成为她最大的心愿。

侯芳梅说， 除了插花培训 ， 她还
进行插花表演， 插花表演作为一门综
合性表演艺术， 涵盖了插花技艺、 服
装、 灯光、 舞美设计等多种元素， 通
过花艺师精湛的技艺来展现中国传统
插花艺术的魅力。 2014年9月， 侯芳梅
接到著名学者型导演王荣起的邀请 ，

为APEC会议的中外贵宾进行中国传统
插花艺术表演。

“牡丹自古有富贵之象， 所以我们
选择了五朵牡丹， 象征 ‘五福临门’，
还选择了 ‘龙枣 ’ 作为配材 ， ‘龙 ’
是中国最珍视的吉祥之物？， ‘龙枣’
遒劲倾斜 ， 两者搭配起来十分有美
感。” 经过几番斟酌， 侯芳梅最终选定
牡丹为主花材， 搭配龙枣枝倾斜式衬
托， 置于青瓷鹿头尊内。 牡丹的雍容
端庄与龙枣的遒劲屈曲， 勾勒出一幅
高贵典雅、 寓意繁荣昌盛的完美画面，
选择瓶插 ， 则使作品多了几分平安 、
吉祥之意。

2014年11月 ， 伴随着一曲 《高山
流水》， 身着一袭蓝色改良旗袍的花艺
师侯芳梅款款走上舞台 ， 一双妙手 ，
把一幅高贵典雅、 富有画意的牡丹插
花作品 “龙腾呈瑞” 展现在APEC会议
贵宾们面前， 优雅娴熟的表演赢得热
烈的掌声。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 也随
着APEC会议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 对
此， 侯芳梅说：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传统插花艺术能在国际舞
台上大放光彩， 让人自豪。”

中国传统插花走向国际舞台

中国传统插花与太极 、 古琴相结
合的 《山居吟》 曾在2017年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故宫御花园文
化展演活动中， 为出席活动的外国元

首配偶表演过。 而侯芳梅便身着清雅
的旗袍唯美演绎了中国传统插花。 舞
台上， 清高淡雅的梅枝横斜于天青色
梅瓶之中， 典雅高洁； 青花瓷瓶中有
清雅梅枝、 富贵牡丹、 明丽山茶、 虬
曲松枝……一幅充满吉祥祝福之意的
岁朝清供图优美呈现于观众面前， 极
富东方神韵美。

侯芳梅说，为了完美呈现《山居吟》
的高古意境，将中华优秀文化及古典风
韵原汁原味呈现给观众， 在表演插花
时，她设置了一桌，一几，几案上的梅瓶
里插了两枝梅花， 梅以简以疏为美，而
桌子上的凤尾尊里则插了牡丹、 百合、
山茶等十大传统名花， 追求 “隆盛”之
美。 在这过程中，她的助手们也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让她欣慰。

今年春节期间， 古琴 、 插花 、 太
极、 昆曲、 民乐等代表中华优秀文化
的艺术， 以舞台表演的形式登上了美
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市塞班剧场。 其中，
侯芳梅现场演绎的中国传统插花作品，
让现场观众印象深刻 。 侯芳梅表示 ，
虽然语言、 地域、 文化皆有不同， 但
通过插花作品依然能够让大家感受花
朵背后的祝福之意， 令当地民众对中
国传统插花有了新的认识。

侯芳梅介绍， 完成美国洛杉矶的
两场访问展演后， “欢乐春节·魅力京
津冀” 活动又到访了哥斯达黎加圣何
塞市、 巴拿马巴拿马城两地， 将历史
悠久的中华文化传递给三地市民 ， 与
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国年。

今年6月，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举办的 “感知中国” 系列
活动中， 侯芳梅表演的中国传统插花
艺术又一次展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魅
力……

“我不是一个人在传播， 我的不少
学生已经毕业， 他们很多人成为老师
开始传承中国传统插花， 还有众多爱
好插花的同道者们 ， 他们也在努力 ，
我希望有更多的花艺师认真研习传统
插花的同时， 能够成为文化使者， 走
出国门， 弘扬传播中国插花艺术。” 据
记者了解， 目前国内还没有花艺专业
外语课程， 而传统插花的国际化路程，
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