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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个地域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的美学观等因素都会深刻影

响园林建造的风格，这就使得世界园林呈现出万千景象。东方园林特点基本是写意的、直观

的，重自然、重情感、重想象、重联想，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韵

味；而西方园林基本上则是写实的、理性的、客观的，重图形、重人工、重秩序、重规律，

以一种天生的对理性思考的崇尚而把园林也纳入到严谨、认真、仔细的科学范畴。然而比较

并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浩瀚宇宙。本文旨在介绍

中、日、英、美、法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园林特点，在此可以大略理出东西方古典园林

风格的异同，使我们有机会去挖掘更多、更精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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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ch regional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speci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aesthetic factors deeply affects the styl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makes the world garden present a
spectacular sight. Oriental garden characteristic basic is enjoyable and intuitive, heavy nature, emotion,
imagination, lenovo, "words have meaning and endless", "but intend in this" lasting appeal. While the
western landscape basically is realistic, rational, objective, heavy graphics, artificial, order, rule, with a
natural advocate of r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landscape into a strict, serious and careful scientific category.
Comparison is not the ultimate purpose, however, the human in one thousand to creat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vast universe.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China, Japa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this can
roughly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lassical garden style,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dig more and more essence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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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艺术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营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应用的美学认识和思

维的集中体现。由于各个民族对美的思辨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方式,因而,当人们把各自的

审美方式应用到实际的造园活动时,也就必然产生出形式和风格迥异的园林。每个国家每个地

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形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文化对园林风格的影

响是最为深刻的,日本是在不断吸取中国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文化的,对中国

文化进行了改进,以适于本国的生存环境。
［1］
现在的日本文化无处不透着中国文化 的影子,

却也无处不体现着日本特有的民族个性,园林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另外，每个地域的地貌以及

气候条件都不同也极大的影响园林的建造，例如法国古典园林地表平坦开阔,中国园林地表起

伏崎岖。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西、北为山,东、南为海。山地、高原和丘陵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的三分之二。另外境内众多的河流湖泊与高山丘陵一起构成了中国古典园林以山水为主体骨

架的园林格局。法国古典园林极少依山而建,一般皆为平地园。这与法国以平原为主的地形条

件有关。
［2］
从美学观的角度来看，西方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为手段来实现自然美;中国以

师法自然因任自然为途径来实现自然美。
［3］
对于植物、水体、山石、建筑等造园要素的选择

也使得园林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很多因素综合起来都深刻的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园林

风格，本文旨在介绍中、日、英、美、法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园林特点，希望能通过介

绍这几个国家的园林特点让读者对世界园林的千姿百态有个初步的认识，也希望能给中国的

园林设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1 日本城市园林设计特点

1.1 追求和崇尚自然风格

日本的园林思想受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较深 , 设计的思想脉络是追求自然 , 崇尚自然 ,

向往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 , 在各类性质的园林绿地中得以体现 。日本是一多山的国家、奇

岩怪石, 在城市园林绿地中大量应用景石构景 。 富有观赏价值的景石与树木、草结合构成

一幅幅清新幽雅的图画。公园的道路铺装大多采用石质材料，片石、块石、条石或砂砾，自

然亲切 , 充分体现无石不园林的风格 。休憩设施 、服务设施 、娱乐设施 、园林小品等都

或多或少地采用木制、石制工者仿木制、仿石制的形式，亲切而古朴
［4］
。

1.1.1 日式庭院，洗练素描

日本庭院源自中国秦汉文化，至今中国古典园林的痕

迹仍依稀可辨，日本园林摆脱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趣，

走向了枯寂佗的境界，日式庭园有几种类型，包括传

统的耙有细沙纹的禅宗花园、融湖泊、小桥和自然景

观于一体的古典步行式庭园、以及四周环绕着竹篱笆

的僻静茶园，细节上的处理是日式庭院最精彩的地方。

此外，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这一地理特征形成了它

独特的自然景观，较为单纯和凝练。日本园林的精彩

之处在于它的小巧而精致,枯寂而玄妙,抽象而深邃。

大者不过一亩余,小者仅几平方米,日本园林就是用这

种极少的构成要素达到极大的意蕴效果。 图一 日式庭院

1.1.2 枯山水和池泉

枯山水是日本特有的造园手法，是日本庭园的精华

，实质是以砂代水，以石代岛的做法。其本质意义是无

水之庭,即在庭园内敷白砂,缀以石组或适量树木,因无

山无水而得名。用极少的构成要素达到极大的意蕴效果，

追求禅意的枯寂美。

池泉是微缩的真山水，池泉一般是园景的中心，枯山水

与池泉都是在自然布局的水池中设溪坑石代表岛屿，与

岸相连的驳岸称中岛按不同位置分别称为龟岛。

1.1.3 筑山庭和平庭 图二 以石代岛的做

池泉式指园林构架以池塘和流泉组合为主景观，筑山庭则

是偏重于地形上筑土为山，筑山庭中的土山相当于中国园林中

岗或阜，坡度缓和的土丘称作野筋。

平庭对应于筑山庭指在平坦的基地上进行园林规划,在平地上

追求深山幽谷之玲珑，海岸岛屿之渺漫的效果；筑山庭和平庭

都有真、行、草、三种形式，真庭是对真山真水的全方位模仿，

而行庭是局部的模拟和少量的省略；草庭是大量的省略。

1.1.4 茶道融入园林

茶庭也叫露地是源自茶道文化的一种园林形式，一般是在

进入茶室的一段空间里，按一定路线布置景观，以拙朴的步石

象征崎岖的山间石径，以地上的矮松寓指茂盛的森林以蹲踞式 图三 茶庭

的茶庭也叫露庭,是把茶道融入园林之中,为进行茶道的礼仪而创造的一种园林形式。面积很

小,可设在筑山庭和平庭之中,一般是在进入茶室前的一段空间里,布置各种景观。步石道路按

一定的路线,经厕所、洗手钵最后到达目的地。茶庭犹如中国园林的园中之园,但空间的变化



没有中国园林层次丰富。其园林的气氛是以裸露的步石象征崎岖的山间石径,以地上的松叶暗

示茂密森林,以蹲踞式的洗手钵象征圣洁泉水,以寺社的围墙、石灯笼来模仿古刹神社的肃穆

清静，有很强的禅宗意境。

1.2 日本园林多以静观为主
1.2.1 日本园林铺地和材料

日式风格的庭院更注重地面的装饰，庭院中洋溢着一股生命的力量。木质材料，特别是木

平台在日式风格的庭院中经常使用。在传统的日式风格的庭院中，铺地材料通常选用不规则

的鹅卵石和河石，还有丹波石和大理石铺装。此外还有碎石、残木、青苔石组和竹篱笆。

一尊石佛像或石龛或岩石是这类风格不可少的，同时飞石、汀步和洗手的蹲踞及照明用的石

灯笼是日本庭院的典型特征。

1.2.2 日本庭院造园手法

日本传统庭院中的真、行、草布局手法，则表示了由繁到简。本庭院凭着对水、石、少的

绝妙布局，用质朴的素材、抽象的手法表达玄妙深邃的儒、释、

道法理。自然景观的相对单一，造就了日本人对自然的敏感和

细腻的表现，把平凡的自然景观的变幻投射到精心组织的园林

景观中，使景观的艺术得以升华。景观中以一方庭院山水，而

容千山万水景象。日本人对自然资源的珍爱可以从他们对任何

自然材料的特性挖掘中体现，草是经过疏理精心种植在石缝中

和山石边的，纯净化的景象留下了大片思想的空白，这也就是

日本景观的特征。设计的精心和细致也培养了观者的敏感和多

情，有太多的细腻的场景片断，把墨绿的松针摆放在石板地上，

聚散有致，一株红枫在竹林深处，井边石头包上了厚厚的绒样

的青苔，细流潺潺从竹槽中流入井中，颜色深重的石井，水中

浮着几片红叶。这种细微而注重细节，达到艺术近极至的程度，

这种对自然的提炼，使自然景观的精心设计产生了深远的意味。 图四 日本传统庭院

1.2.3 体验与感悟

日本过去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大和

民族独特的文化。从传统的城市格局定式到市民的生活场景的多样，都反应了他们对自然的

感悟，纯净与禅宗和茶道有着一种契合。作为岛国，大海的意义非凡。白茫茫的大海令人静

思，又会浮想，与日本禅宗的空灵、清远结合。静穆、深邃、幽远的枯山水，用山石和白砂

为主体，用以象征自然界的各种景观。如白砂可以代表大川、海洋，甚至云雾，石头则可寓

意大山、瀑布等等。在其特有的环境气氛中，细细耙制的白砂石铺地、叠放有致的几尊石组，

就能对人的心境产生神奇的力量。

日本的景观中对自然的体验和感悟是特殊和丰富的，阴晴雨雪，花香树影皆成风景。在

表现自然时,日本园林更注重对自然的提炼、浓缩,并创造出能使人入静入定、超凡脱俗的心

灵感受，于是有阴雨四月，情景模糊，形象含蓄，给观者无限联想的空间，庭院中一束青竹

高低参差，疏密有致，细雨淋上，沙沙作响，青翠欲滴，与水珠有节奏的滴落声相应，院落

更加宁静空灵，从而使日本园林具有耐看、耐品、值得细细体会的精巧细腻,含而不露的特色;

具有突出的象征性,能引发观赏者对人生的思索和领悟。景观之意境，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当然，过分的追求精致，也是日本园林缺少了自然的野趣。传统的理念沿袭至今，这种现象

表现得愈加明显。

2 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特征

自十七世纪哲人文豪竭力讴歌自然，《失乐园》中风光旖旎的自然园林集中体现人们对

自然景观的高度崇尚和向往开始，英国风景园林的历史就开始展开
［6］
。不列颠群岛潮湿多云

的气候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庞大的城市，促使人们追求开朗、明快的自然风景。18



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风景园，本土丘陵起伏的地形和大面积的牧场风光为园林形式提供了直

接的范例，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园林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条件促成了独具一格的英国式

园林的出现。这种园林与园外环境结为一体，又便于利用原始地形和乡土植物，所以被各国

广泛地用于城市公园，也影响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2.1 自然风景画

特点：强调自然。

把自然与人工做了明确的划分，主角是自然风格，其造景严格按照风景画构图设计，建筑成

为风景的点缀。英国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民族观念较稳固，有其自己的审美传统与兴趣观念，

尤其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追求，形成了英国独特的园林风格。

设计理念：

英格兰田园风格有一种永恒的品质。虽然英格兰的田园园林可能根植于维多利亚后期的风格，

但是从现代意义来说，田园园林所包含的内容比某个特定时期转瞬即逝的时尚要丰富的多。

确切地说，它体现了人们想象中的某个时期某种环境下高尚生活的精华。

铺地材料：园林的铺地会因为自然风化而显出一种铜绿般的光泽，砖墙上爬满了青苔和地衣；

园径两旁花草茂盛。

2.2 景观特征：

（1）“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艺术法则：英国

学派的设计均是以崇尚自然，讴歌自然，赞叹造

物的多样与变化作为美学目标的。同时，英国的

造园家也深知适当地去修饰自然的重要性。钱伯

斯认为，自然需要经过加工才会“赏心悦目”，

对自然要进行提炼修饰，才能使景致更为新颖。

强调情感的表达：英国自然式园林受到浪漫主义

的影响，也相当注意情感的表达；充满了野趣、

荒凉、情调忧郁的罗莎式绘画成为园林设计的蓝

本。可以说，浪漫主义的出现改变欧洲中世纪艺

术的呆板面貌，情感的追求和表达为英国学派园

林注人生命力。 图五 自然的简单修饰

2.3 植物特点：

英国人则更喜欢自然的树丛和草地，尤其讲究

借景与园外的自然环境相融合，注重花卉的形、色、

味、花期和丛植方式，出现了以花卉配置为主要内

容的“花园”，乃至以一种花卉为主题的专类园，

如“玫瑰园”、“百合园”、“鸢尾园”等等，以

致一提起欧陆式园林，就会联想到大片的草坪，孤

植的大树，成片的花径美景。英式园林向往自然，

崇尚自然，渴望一尘不染。所以英式园林中没有浮

夸的雕式，没有修葺整齐的苗圃花卉，更多的是如

同大自然浑然天成的景观。大面积的自然生长花草

是典型特征之一。 图六 花卉为主题的专类园

英国自然式园林抛弃了一切几何形状和对称均齐的布局，代之以弯曲的道路、自然式的

树丛和草地、蜿蜒的河流，讲究借景和与园外的自然环境相融合。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总体

特征是自然，疏朗，色彩明快，富有浪漫情调。
［7］

3 美国城市园林的特点

3.1 “拿来主义”



美国立国历史较短,当然其文化源流也较浅近,这对一个国家,自然是个缺陷,但另一方面,

历史短,传统的束缚少,对外来的东西,一般都较宽容。这种“拿来主义”到处可见,私人园林

有之,大小公园和街头绿地有之.有的大公园中辟有各种风格的局部或建筑,如中国的亭子,日

本风格的园林或石灯笼,荷兰的风车,埃及的人面狮身塑象,欧洲大陆常见的喷泉、雕塑、印地

安人的帐蓬、图腾柱等。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使美国园林事业的发展获益不浅。

3.2 标新立异

美国的城市绿地、公园、住宅园林的布置形

式极少雷同,不管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力求变化

。以住宅园林为例,形式、风格多样,这反映了主

人的迥趣。一般美国人都喜欢弄自家园林。园林

的布置,或自己设计、或请人代劳.布置园林的素

材:植物、建筑土木材料、雕塑、日本石灯笼等点

景物,喷水池、水池、路灯,甚至儿童游戏设备等,

都可以在有关经销店买到。但园主人大都愿意自

己动手制作建造，标新立异的风尚是美国城市园

林发展的一大助推力。 图七 家庭式景观

3.3 重视环境效益

美国的国土规划、土地利用等方面一向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它是拥有迄今世界上数

量最多,累计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国家。在城市园林绿地建设方面,也同样遵

循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的原则,美国城市中一般规划时,都预留出较多的公园绿地,这说明

他们的城市规划人员和决策人员有很好的保护环境的意识。

3.4 体现对人的关怀

美国风景园林设计师协会(AsLA)有这样一句口号:为大众设计(Designforpeople).在美国城

市园林中,对人的关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众多的休息设施.公园和街头绿地中,建筑很少,

但园椅很多,到处都可以坐下来休息.除园椅之外,矮

墙、池沿台阶挡土墙等,凡可利用的地方都尽量做成舒

适的坐处。

（2）公园中特别是人多的公园,大都设有饮水器,以方

便游人。

（3）对残疾人员的特别照顾,在有台阶的地方都设有

供残疾人员乘坐的轮椅的坡道。
［8］

4 法国城市园林的特点 图八 公园花丛中椅子

4.1 文艺复兴

在法国文艺复兴初期，法国园林中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堡园林的高墙和壕沟，或大或小

的封闭院落组成的园林在构图上与建筑之间毫无联系，各台层之间也缺乏联系。花园大都位

于府邸一侧，园林的地形变化平缓，台地高差不大。意大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园要素和手

法上，园内出现了石质的亭、廊、栏杆、棚架等，花坛出现了绣花纹样的简单图案，偶尔用

雕像点缀。岩洞和壁龛也传入法国，内设雕像，洞口饰以拱券或柱式
【9】
。

4.2 平原地区布局法



法国园林在学习意大利园林同时，结合本国特点，创

作出一些独特的风格。其一，运用适应法国平原地区布局

法，用一条道路将刺绣花坛分割为对称的两大块，有时图

案采用阿拉伯式的装饰花纹与几何图形相结合。其二，用

花草图形模仿衣服和刺绣花边，形成一种新的园林装饰艺

术，称为“摩尔式”或“阿拉伯式”装饰。绿色植坛划分

成小方格花坛，用黄杨做花纹，除保留花草外，使用彩色

页岩细粒或砂子作为底衬，以提高装饰效果。其三，花坛

是法国园林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从把整个花园简单

地划分成方格形花坛，到把花园当作一个整体，按图案来

布置刺绣花坛，形成与宏伟建筑相匹配的整体构图效果，

是法国园林艺术的重大飞跃。 图九 对称的花坛

4.3 法式园林中的代表作凡尔赛宫

图十 凡尔赛宫绿地 图十一 凡尔赛宫绿地

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大的王宫，凡尔赛宫宫殿为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建筑左右对称，造型轮廓整

齐、庄重雄伟，被称为是理性美的代表。如今，凡尔赛宫已是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参观人数每

年达200多万。除了是因为其中收藏着大量珍贵的肖像画、雕塑、巨幅历史画以及其它艺术珍品外，

其园林也是主要的参观对象。凡尔赛宫花园是法式园林中的代表作，由人工大运河，瑞士湖和大

小特里亚农功组成。把主轴线做成艺术中心它反映着绝对君权的政治理想，构园也要分清主从，

像众星拱月一般
［10］
。

4.4 植物造景

常绿树种在设计中占据首要地位，其非常独特之处在于大规模地将成排的树木或雄伟的林荫树

用在小路两侧，加强了线性透视的感染力。就植物造景的艺术性方面，追随了造型艺术的基本原

则，即多样统一，对比的一座纪念碑，它不仅是皇帝的宫殿，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还是当时法

国社会政治观点、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是法国古典主义宫殿及园林的代表作。凡尔赛宫整体的

建筑规划形体对称，中轴东西向。包括了前宫大花园、宫殿和放射形大道三部分。立面为标准的

古典主义三段式。古典主义建筑造型严谨，普遍应用古典柱式来表现。而严格规则化的园林设计，

则作几何式布局，以中轴线为主线加以延伸，大方得体。在规划设计和造园艺术上都被当时欧洲

所效仿。

5 中国城市园林的特点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是世界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门类一起发展，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极为丰



富的文学、美学内涵。其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即：先秦及秦汉时期的“自然时期”，此

时期是从“囿”到“苑”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占地宽广、工程浩大、人工设施增加；唐宋

时期古典园林的形成时期，由汉代开端了中国园林发展进程，经过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到隋代统一中国的过渡，园林发展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在苑囿的营建中注意了游乐和赏景

的作用；二是绘画技术发展与造园艺术的发展互相促进。形成时期突出的成就就是造园和文

学、绘画的结合。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时期，至此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已具备了功

能全，形式多及艺术化三个特点。

5.1 外师造化，内发心源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园林是滋生在中国文化的肥田

沃土之中，并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由于诗人、

画家的直接参与和经营，中国园林从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

意的浓厚感情色彩。中 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对中国园林

的影响最为直接、深刻。可以说中国园林一直是循者绘画

的脉络 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什么造园理论专著，

但绘画理论著作则十分浩瀚。这些绘画理论对于造园起了

很多指导作用。画论所遵循的原则莫过于"外师造化，内

发心源"。外师造化是指以自然 山水为创作的楷模，而内

发心源则是强调并非科班的抄袭自然山水，而要经过艺术

家的主观感受以粹取其精华。【11】 图十二 情画意境

5.2 “重情”的美学思想

诗词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 的

诗。诗对于造园的影响也是体现在"缘情"的一面。中国古代园林多由文人画家所营造，不免

要反映这些人的气质和情操。这些人作为士大夫阶层无疑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哲学和伦理道德

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儒、道、佛"的重情义，尊崇自然、逃避现实和追求清净无为的思想汇

合一起形成一种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气质和情操，这

也就决定了中国造园的"重情"的美学思想。

5.3 规划式园林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

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

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
【12】
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

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

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 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

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 是追求意境。在平原地区，由不同标高的水平面及缓倾斜

的平面组成；在山地及丘陵地，由阶梯式的大小不同的水平台地、倾斜平面及石级组成。

5.4 自然式园林

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

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

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
【13】
。黑格尔在他的〈〈美

学〉〉中曾专门论述过自然美的缺陷，因为任何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自在的，没有自觉的心灵

灌注生命和主题的观念 性的统一于一些差异并立的部分，因而便见不到理想美的特征。"美



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以自然美必然存在缺陷，不可能升华为艺术美。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

他理应按照认得意志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5.5 偶然性

中西相比，西方园林以精心设计的图案构成

显现出他的必然性，而中国园林中许多幽深曲折

的景 观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充满了偶然性。在

山地和丘陵地，则利用自然地形地貌，除建筑和

广场基地以外不作人工阶梯形的地形改造工作，

原有破碎割切的地形地貌也加以人工整理，使其

自然。如有驳岸也是自然山石驳岸，园林水景的

类型以溪涧、河流、自然式瀑布、池沼、湖泊等

为主。常以瀑布为水景主题。 园林内个体建筑

为对称或不对称均衡的布局，其建筑群和大规模

建筑组群，多采取不对称均衡的布局。全园不以

轴线控制，而以主要导游线构成的连续构图控制

全园。
【14】

图十三 以溪为景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

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特定的历史条件迫使士大夫阶层淡漠政治而邀

游山林并寄情山水见，于是便借"情"作为中介而体 认湖光山色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的自然美。

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

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然的天性，恰恰

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

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即"畅神"。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中国则是

自然拟人化。

中国人可能是最早欣赏纯自然的民族，“师法自然”一直是中国传统园林的艺术原则。

无论是园林还是在其他艺术如绘画及诗词中，乡村景观在中国的艺术中似乎很少被关注。但

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中来看，乡村景观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6 总结

中西方园林艺术尤其是其差异性,是中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深入研究中西方园林艺

术差异可以透过园林特点这一表面现象,使我们能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和西方园林的造园史、园

林艺术的本质特征,并充分感受到不同历史、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趣,在各种文化互相冲击交融

的今天,有利于我们在造园时除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外,还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

秀文化成果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作品,使整个人类的园林文化更加绚丽多彩。差异中国园林西

方园林历史渊源在发源之初就是将一定的天然地域加以范围。在东方的园林设计中更加注重

每个部分的安排和摆放；在西方园林中，传统仍是设计的根基，在造型上仍采用理的方式去

锤炼形式与探索空间，仍然以和谐完美作为设计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各国园林中，都存在

它自身具备的优良因素，当然也少不了缺陷。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相互学

习，择优补短。这将给世界园林的发展步入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给世界人民带来一个和谐

的生活环境。近来世界的主题不断提出绿色、和谐。这表明世界人民渴望一个完美的生存空

间。这对园林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所以园林专业人士应不辞辛劳的为世界建造出一

个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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