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3-31 1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复旦大学王祥荣复旦大学王祥荣))

第四章第四章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1)(1)

11、、中式园林中式园林

22、、日式园林日式园林

33、法式园林、法式园林

44、意式园林、意式园林

55、英式园林、英式园林

66、德式园林、德式园林

77、美式园林、美式园林

88、、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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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式园林、中式园林
中式园林已有中式园林已有50005000多年的历史，以人工、模拟自然山水、多年的历史，以人工、模拟自然山水、

植物造景为主题，创造自然生境，但又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植物造景为主题，创造自然生境，但又不是单纯的模仿，而
使全园富有诗情画意，是大自然的再现。使全园富有诗情画意，是大自然的再现。

在布局上使在布局上使园中有园，水中有水，岛中有岛；还采用了园中有园，水中有水，岛中有岛；还采用了
含蓄、曲折，因地制宜，巧于因借含蓄、曲折，因地制宜，巧于因借的组景手法。的组景手法。

明、清时代的离宫、圆明园、颐和园和江南众多的私家园林明、清时代的离宫、圆明园、颐和园和江南众多的私家园林
均为世界园林的典范、我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均为世界园林的典范、我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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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东方园林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东方园林

特有的风格。它不仅影响着东方世界，也刺激特有的风格。它不仅影响着东方世界，也刺激
了西方各国。了西方各国。

当时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都仿造中国式当时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都仿造中国式
的风景园林。到的风景园林。到1818世纪英国造国家威廉世纪英国造国家威廉··康伯把康伯把

中国风景式园林介绍到英国，并在皇家植物园中国风景式园林介绍到英国，并在皇家植物园
中建了邱园，使西方世界规则式的园林受到强中建了邱园，使西方世界规则式的园林受到强
烈的冲击，中国风景式园林在西方各国得到了烈的冲击，中国风景式园林在西方各国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因此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广泛的传播，因此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园林之园林之
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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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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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典园林苏州古典园林——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A.A.沧浪亭沧浪亭((北宋北宋))
(Chang Lang Pavilion) (Chang Lang Pavilion) 

位于苏州古城南，占地位于苏州古城南，占地1.11.1

公顷。为北宋著名诗人苏舜公顷。为北宋著名诗人苏舜

钦建造，以钦建造，以《《楚辞楚辞··渔父渔父》》之之

意题园名。意题园名。

以崇阜广水为特色，园内以崇阜广水为特色，园内

古木参天，山石嶙岣。园外古木参天，山石嶙岣。园外

小河相傍，自然开朗。小河相傍，自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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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沧浪亭为清康熙年山巅沧浪亭为清康熙年

重建，柱联重建，柱联““清风明月清风明月

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

情情””为中国名联。为中国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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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狮子林 (元) (Stone Lion Forest)

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
已有650多年的历史。

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元末名僧天如
禅师维则的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
师。” 因园内“林有竹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狻
猊（狮子）者”；又因天如禅师维则得法于浙江天

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
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师子林”、“狮
子林”。

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

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观，更以
湖山奇石，洞壑深遂而盛名于世，素有
“假山王国”之美誉。

苏州园林甲江南，狮子林假山迷宫甲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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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拙政园 (Zhuo Zhen Garden)

拙政园为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占地拙政园为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占地7272亩，为我国亩，为我国

江南园林的代表作江南园林的代表作,,被誉为吴中园林之冠。被誉为吴中园林之冠。

始建于明正德四年（始建于明正德四年（15091509），为明代弘治进士、），为明代弘治进士、

御史王献臣弃官回乡后，在唐代陆龟蒙宅地和元御史王献臣弃官回乡后，在唐代陆龟蒙宅地和元

代大弘寺旧址处拓建而成代大弘寺旧址处拓建而成..““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

之趣之趣””。取晋代文学家潘岳。取晋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闲居赋》》中中““筑室种筑室种

树，逍遥自得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以供朝夕之膳,,…………
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句意句意,,将此园命名为拙政园。将此园命名为拙政园。

拙政园屡易其主，几度荒废。明崇祯四年（拙政园屡易其主，几度荒废。明崇祯四年（16311631））

园东部归侍郎王心一，名园东部归侍郎王心一，名““归田园居归田园居””。。

乾隆初，中部复园归太守蒋棨所有。乾隆初，中部复园归太守蒋棨所有。

咸丰十年（咸丰十年（18601860）太平军进驻苏州，拙政园为忠）太平军进驻苏州，拙政园为忠

王府王府

光绪三年（光绪三年（18771877）西部归富商张履谦，名）西部归富商张履谦，名““补园补园””。。

解放后，解放后，19521952年正式对外开放。年正式对外开放。19611961年年33月月44日被日被

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1997年年1212月月44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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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园之初，王献臣就邀请吴门画派早在建园之初，王献臣就邀请吴门画派

的代表人物文征明为其设计蓝本，形成的代表人物文征明为其设计蓝本，形成

以水为主、疏朗平淡，近乎自然风景以水为主、疏朗平淡，近乎自然风景的的

明代园林风格。明代园林风格。

文征明一生最爱拙政园，应园主王献臣文征明一生最爱拙政园，应园主王献臣

之请，作了之请，作了《《拙政园记拙政园记》》，画了，画了《《拙政拙政

园图园图》》三十一景，并各赋其诗，还亲自三十一景，并各赋其诗，还亲自

栽下紫藤一株，成为苏州一绝，距今已栽下紫藤一株，成为苏州一绝，距今已

有有400400多年历史。多年历史。

中园为拙政园的核心，中园为拙政园的核心，夏季荷花盛开，夏季荷花盛开，

微风吹拂，清香满堂，微风吹拂，清香满堂，匾额匾额““远香堂远香堂””为为
文征明所书，拙政园香洲的玉兰堂，相文征明所书，拙政园香洲的玉兰堂，相

传为当年文征明作画之所在。西山上建传为当年文征明作画之所在。西山上建

““雪香云蔚雪香云蔚””亭，文征明手书亭，文征明手书““蝉噪林愈蝉噪林愈

静，鸟鸣山更幽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把拙政园的山的对联把拙政园的山

林野趣描述得淋漓尽致。林野趣描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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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留留 园（清）园（清）(Liu Garden)(Liu Garden)
留园位于苏州阊门外留园路，在苏州园林中其艺术成就颇为突出。以其留园位于苏州阊门外留园路，在苏州园林中其艺术成就颇为突出。以其严谨严谨
布局、高雅风格、丰富景观布局、高雅风格、丰富景观，曾被评为，曾被评为““吴中第一名园吴中第一名园””。。
原是明嘉靖年间太仆寺卿徐泰时的东园。园中聚太湖石十二峰，蔚为奇观。原是明嘉靖年间太仆寺卿徐泰时的东园。园中聚太湖石十二峰，蔚为奇观。
全园占地约全园占地约5050亩，亩，曲廊相连曲廊相连,,迂回连绵，通幽度壑，秀色迭出迂回连绵，通幽度壑，秀色迭出,,达达700700余米余米.. 咸咸

丰年间，苏州诸园颇多毁损，而此园独存。光绪初年为盛康所得，修葺拓丰年间，苏州诸园颇多毁损，而此园独存。光绪初年为盛康所得，修葺拓
建，易名留园。建，易名留园。

全园大致可全园大致可分中、东、西、北分中、东、西、北四个景区。中辟广池，西、北为山，东、南为四个景区。中辟广池，西、北为山，东、南为

建筑。建筑。假山以土为主，叠以黄石，气势浑厚假山以土为主，叠以黄石，气势浑厚。山上古木参天，显出一派山林。山上古木参天，显出一派山林
森郁的气氛。森郁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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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园中部和东部是全园中部和东部是

全园的精华部份。全园的精华部份。

中部以山水为主景，中部以山水为主景，
水居中央，池水西、水居中央，池水西、
北两侧，假山石峰屹北两侧，假山石峰屹
立；立；

池水东南两侧，池水东南两侧，楼、楼、
廊、亭、轩廊、亭、轩错落，形错落，形
成鲜明的对比。成鲜明的对比。

东部建筑重檐迭楼，东部建筑重檐迭楼，
曲院回廊曲院回廊,,颇多野趣颇多野趣

北部是田园景色，别北部是田园景色，别
有风味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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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曲之间水涧蜿蜒，仿佛池山曲之间水涧蜿蜒，仿佛池
水之源。池南涵碧山房、明水之源。池南涵碧山房、明
瑟楼是故园的上体建筑，楼瑟楼是故园的上体建筑，楼
阁如前舱。敞厅如中舱。形阁如前舱。敞厅如中舱。形
如画舫。如画舫。

楼阁东侧有绿荫轩，小巧雅楼阁东侧有绿荫轩，小巧雅
致，临水挂落与栏杆之间，致，临水挂落与栏杆之间，
涌出一幅山水画卷。涵碧山涌出一幅山水画卷。涵碧山
房西侧有爬山廊，随山势高房西侧有爬山廊，随山势高
下起伏，连接山顶闻木樨香下起伏，连接山顶闻木樨香
轩。山上遍植桂花，每至秋轩。山上遍植桂花，每至秋
日，香气浮动，沁人心脾。日，香气浮动，沁人心脾。

池中小蓬莱岛浮现十碧波之池中小蓬莱岛浮现十碧波之
上。池东濠濮亭、曲溪楼、上。池东濠濮亭、曲溪楼、
西楼、清风池馆掩映于山水西楼、清风池馆掩映于山水
林木之间，进退起伏，错落林木之间，进退起伏，错落
有致。有致。

池北山石兀立，涧壑隐现，池北山石兀立，涧壑隐现，
可亭亢于山冈之上，有凌空可亭亢于山冈之上，有凌空
欲飞之势。欲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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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北矗立着著名的留园三峰，厅北矗立着著名的留园三峰，

冠云峰冠云峰居中，瑞云峰、岫云峰屏居中，瑞云峰、岫云峰屏

立左右。冠云峰高立左右。冠云峰高6.56.5米，玲珑剔米，玲珑剔
透，相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系江透，相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系江
南园林中最高大的一块湖石。南园林中最高大的一块湖石。

西部以假山为主，土石相间，浑然西部以假山为主，土石相间，浑然

天成。山上枫树郁然成林，盛夏绿天成。山上枫树郁然成林，盛夏绿
荫蔽口，深秋红霞似锦。荫蔽口，深秋红霞似锦。

山左云墙如游龙起伏。山前曲溪宛山左云墙如游龙起伏。山前曲溪宛
转，流水淙淙。转，流水淙淙。

留园以宜居宜游的山水景观，疏密留园以宜居宜游的山水景观，疏密
有致的空间布局有致的空间布局, , 独具风采的石峰独具风采的石峰
景观，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杰出典景观，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杰出典
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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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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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园厅堂敞丽，装饰精留园厅堂敞丽，装饰精
美，利用许多建筑群将美，利用许多建筑群将
全园空间巧妙分隔，组全园空间巧妙分隔，组
合成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合成成若干各具特色的
景区景区

景区用曲廊联系，全园景区用曲廊联系，全园
曲廊长达七百余米，随曲廊长达七百余米，随
形而变，因势而曲，或形而变，因势而曲，或
蟠于山腰，或蜿蜒于水蟠于山腰，或蜿蜒于水
际，逶迤相续，始终不际，逶迤相续，始终不
断，使园景深远，无穷断，使园景深远，无穷
变化，步移景异。变化，步移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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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扬州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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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扬州个园

个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嘉庆年间两淮盐总黄至筠于明清嘉庆年间两淮盐总黄至筠于明
代寿芝园旧址重建。位于东关代寿芝园旧址重建。位于东关
街，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当时两街，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当时两
淮盐业商总黄至筠的私人园林。淮盐业商总黄至筠的私人园林。

园内多种竹，园主人又特别爱园内多种竹，园主人又特别爱
竹，认为竹本固、心虚、体直、竹，认为竹本固、心虚、体直、
节贞，有君子之风。竹叶形状类节贞，有君子之风。竹叶形状类
似似““个个””字，故取名字，故取名““个园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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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园以假山堆叠精巧著名。假山采取个园以假山堆叠精巧著名。假山采取
分峰叠石的手法，运用不同的石分峰叠石的手法，运用不同的石
头，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号称头，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号称
““四季假山四季假山””，游园一周，如历，游园一周，如历春夏春夏

秋冬四季秋冬四季，实为扬州园林中最具地，实为扬州园林中最具地
方特色的一景。方特色的一景。

▲▲ 个园以竹石为主体，以分峰用石为个园以竹石为主体，以分峰用石为
特色。其最负盛名者乃四季假山：特色。其最负盛名者乃四季假山：

春山笋石参差，修篁弄影春山笋石参差，修篁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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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山中空外奇，泞潭清冽夏山中空外奇，泞潭清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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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黄石丹枫，峻峭依云秋山黄石丹枫，峻峭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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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宣石似积雪未消冬山宣石似积雪未消,,南墙设风洞，有朔风之声，南墙设风洞，有朔风之声，
而西墙漏窗却又远远招来春色而西墙漏窗却又远远招来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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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国现代城市园林绿化
（（Chinese Modern GardenChinese Modern Garden））

由于历代战争和社会动乱，使我国许多著名的古由于历代战争和社会动乱，使我国许多著名的古

典园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园林绿化更是落后。典园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园林绿化更是落后。
清代末年仅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清代末年仅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
租界地中建有少数为殖民主义者使用的面积很小的租界地中建有少数为殖民主义者使用的面积很小的““公公
((花花))园园””，居住区、街道、工厂等处的绿化基本无人间，居住区、街道、工厂等处的绿化基本无人间

津。辛亥革命后，政府宣布开放一部分皇室宫苑。杭津。辛亥革命后，政府宣布开放一部分皇室宫苑。杭
州、成都、南京、天津等市开始建立个别公园向公众州、成都、南京、天津等市开始建立个别公园向公众
开放。个别城市植有小部分行道树。开放。个别城市植有小部分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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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工作极为重视，提出了设工作极为重视，提出了““普遍绿化，重点美化普遍绿化，重点美化””
的方针。至的方针。至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园林年代中期，全国城市园林
绿地面积发展到绿地面积发展到2608026080公顷，公园公顷，公园548548个，动物个，动物
园园3737个个。。

北京、上海等地不仅改建扩建了原有公园，北京、上海等地不仅改建扩建了原有公园，

而且新建许多公园和绿地。北京、南京、苏州而且新建许多公园和绿地。北京、南京、苏州
等市的著名古典园林也相继得到了修缮、扩等市的著名古典园林也相继得到了修缮、扩
建；黄山、泰山、庐山等著名风景疗养区的交建；黄山、泰山、庐山等著名风景疗养区的交
通、食宿等游览设施进行了修整和增设，并为通、食宿等游览设施进行了修整和增设，并为
人民群众游览休息服务。人民群众游览休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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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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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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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双秀园和雕塑公园、陶然亭公北京的双秀园和雕塑公园、陶然亭公

园、松柏园等，上海的大观园、植物园、园、松柏园等，上海的大观园、植物园、
森林公园等，南京的药物园、森林动物园森林公园等，南京的药物园、森林动物园
等，桂林的盆景园，无锡的杜鹃园，杭州等，桂林的盆景园，无锡的杜鹃园，杭州
的太子湾公园，洛阳的牡丹园，沈阳的鱼的太子湾公园，洛阳的牡丹园，沈阳的鱼
跃荷香和芳秀园等，合肥的环城公园等，跃荷香和芳秀园等，合肥的环城公园等，
都是全国城市园林的优秀作品。都是全国城市园林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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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植物园有全国植物园有110110个，同时北京、上海、杭个，同时北京、上海、杭

州、广州的植物园也有了扩大与发展。至今，州、广州的植物园也有了扩大与发展。至今，
全国公园达全国公园达40004000多个，面积有多个，面积有77．．3232万公顷。全万公顷。全
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66．．5252平方米。城市平方米。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达建成区绿地率达2222．．9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
2727．．4444％。全国绿化覆盖面积％。全国绿化覆盖面积915764915764公顷。公顷。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养护管理逐步达到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养护管理逐步达到

了机械化、科学化、规范化，涌现了一批现代了机械化、科学化、规范化，涌现了一批现代
优秀园林。优秀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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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建立全国风景名胜区三目前我国已建立全国风景名胜区三

级管理体系，级管理体系，计计512512处，总面积处，总面积99．．66万平万平
方千米。有方千米。有7878处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完

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并经国务院批准。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并经国务院批准。
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世界遗产项目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世界遗产项目

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目前我国已有黄山、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目前我国已有黄山、
泰山、万里长城、九寨沟等泰山、万里长城、九寨沟等3030处风景名处风景名

胜被列入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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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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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皇家园林北京皇家园林

颐和园颐和园

中式园林举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设计(王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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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简介颐和园简介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
淀区，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
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
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
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
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
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占地
约290公顷。颐和园是我国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
家园林，为中国四大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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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皇家园林，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也是全国重皇家园林，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也是全国重
点点 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19981998年年1111月被评为世界自然月被评为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造园手法造园手法】】
万寿山，属燕山馀脉，高万寿山，属燕山馀脉，高58.5958.59米。建筑群米。建筑群

依山而筑，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依山而筑，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
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
脚的脚的““云辉玉宇云辉玉宇””牌楼，牌楼， 经排云门、二宫门、排经排云门、二宫门、排

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
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转轮藏转轮藏””
和和““万寿山昆明湖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 铸铸

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
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
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登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登
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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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全景颐和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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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三个区域：以庄：以庄

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
清朝末期慈禧与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清朝末期慈禧与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
活动的主要场所。以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乐寿堂、、玉澜堂玉澜堂、、宜宜
芸馆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
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
等组成的风景游览区。等组成的风景游览区。也可分为万寿前山、也可分为万寿前山、
昆明湖、后山后湖三部分。昆明湖、后山后湖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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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廊：长廊：

长廊位于万寿山南麓，面向长廊位于万寿山南麓，面向
昆明湖，北依万寿山，东起昆明湖，北依万寿山，东起
邀月门，西止石丈亭，全长邀月门，西止石丈亭，全长
728728米，共米，共273273间，是中国园间，是中国园
林中最长的游廊，林中最长的游廊，19921992年被年被
认定为世认定为世 界上最长的长廊，界上最长的长廊，
列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廊上。廊上
的每根枋梁上都有彩绘，共的每根枋梁上都有彩绘，共
有图画有图画1400014000余幅，内容包括余幅，内容包括
山水风景、花鸟鱼虫、人物山水风景、花鸟鱼虫、人物
典故等。画中的人物画均取典故等。画中的人物画均取
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材于中国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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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绿化建设上海市区绿化建设

组员：薛东明组员：薛东明

张茜张茜

施圣阳施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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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山公园上海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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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宁路位于长宁路780780号，上海市大型公共园林，号，上海市大型公共园林，
史称极司非而花园，又称兆丰花园史称极司非而花园，又称兆丰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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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hoto.lvren.cn/7/index77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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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公园鲁迅公园((虹口公园虹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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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公园鲁迅公园

鲁迅公园，原称虹口公园。鲁迅公园，原称虹口公园。

19271927年，鲁迅从广州搬来上年，鲁迅从广州搬来上
海，居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陆海，居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陆
新村，直至去世。鲁迅生前一直新村，直至去世。鲁迅生前一直
来公园散步。来公园散步。19561956年，鲁迅的灵年，鲁迅的灵
枢由万国公墓迁此，并建鲁迅纪枢由万国公墓迁此，并建鲁迅纪
念亭、鲁迅纪念馆等。念亭、鲁迅纪念馆等。19881988年改年改
名为名为““鲁迅公园鲁迅公园”” 。。

公园经百年的历史积累和不断公园经百年的历史积累和不断
改造建设，不仅保留了英国公园改造建设，不仅保留了英国公园
的公布形式，保留了南大门、饮的公布形式，保留了南大门、饮
水器等历史景观和紫薇等百年大水器等历史景观和紫薇等百年大
树，而且揉和了中国造园艺术。树，而且揉和了中国造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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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式园林、日式园林
日式园林受中国古代文化日式园林受中国古代文化

的影响较大，其园林艺术风格的影响较大，其园林艺术风格
取自中国唐代，创造了具有日取自中国唐代，创造了具有日
本的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园林特本的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园林特
色。色。

在公元十二世纪时，日本在公元十二世纪时，日本
就已有了园林艺术方面的著就已有了园林艺术方面的著
作，提出了园林规划与建设的作，提出了园林规划与建设的
基本理论和原则，对园地利用基本理论和原则，对园地利用
和划分有独到见解，如在宫苑和划分有独到见解，如在宫苑
用地中建议的比例为：建筑占用地中建议的比例为：建筑占
40%40%、开敞空间占、开敞空间占30%30%，绿地占，绿地占
30%30%。。



2009-3-31 61

■■镰仓时代镰仓时代(13(13世纪世纪))已开始形成独立的已开始形成独立的
回游式回游式园林风格。其主要特色是把园外风景作园林风格。其主要特色是把园外风景作
为眺望对象，纳入设计要求。园中水体面积较为眺望对象，纳入设计要求。园中水体面积较
大，配以各种优美的树木，景随路转，富有曲大，配以各种优美的树木，景随路转，富有曲

折多变的效果。折多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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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类而言从种类而言,,日本庭日本庭
园一般可分为园一般可分为筑山庭、筑山庭、
平庭、茶庭、露地、平庭、茶庭、露地、
枯山水、池泉园、回枯山水、池泉园、回
游式、观赏式、坐观游式、观赏式、坐观
式、舟游式式、舟游式以及它们以及它们
的组合等。的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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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游式、观赏式、坐观式、舟游式回游式、观赏式、坐观式、舟游式是指在大型是指在大型

庭园中庭园中,,设有设有““回游式回游式””的环池设路或可兼作水面的环池设路或可兼作水面

游览用的游览用的““回游兼舟游式回游兼舟游式””的环池设路等的环池设路等,,一般是一般是

舟游、回游、坐观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舟游、回游、坐观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从而

增加园林的趣味性。增加园林的趣味性。

中式园林以中式园林以动观动观为主、日本园林是以为主、日本园林是以静观静观为主为主

（有别于中国园林的步移景随）（有别于中国园林的步移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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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盯时代室盯时代(14(14世纪世纪))，园林的组石技巧得到高，园林的组石技巧得到高
度发展，桥梁、筑山、平庭、道路都得到了充度发展，桥梁、筑山、平庭、道路都得到了充
分应用。在主要位置上，特别是水边，用殿阁分应用。在主要位置上，特别是水边，用殿阁
来统一格调。以自然石为主，配置常绿树，枯来统一格调。以自然石为主，配置常绿树，枯

淡结合。淡结合。



2009-3-31 65

■■桃山时代桃山时代(16(16世纪世纪))兴起了兴起了茶庭茶庭的构造特色，在园的构造特色，在园

林材料上力求天然美，努力保持原始形态和质感，园林材料上力求天然美，努力保持原始形态和质感，园
中植物材料丰富，用常绿树表现自然的粗犷气氛，具中植物材料丰富，用常绿树表现自然的粗犷气氛，具
有自然幽寂之感。后来还产生了有自然幽寂之感。后来还产生了夜庭及石灯笼夜庭及石灯笼的配景。的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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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庭茶庭也叫露庭、露路也叫露庭、露路,,是把茶道融入园林之中是把茶道融入园林之中,,为进行茶为进行茶

道的礼仪而创造的一种园林形式。面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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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在进入茶室前的一段空间里,,布置各种景观。布置各种景观。

步石道路按一定的路线步石道路按一定的路线,,经厕所、洗手钵最后到达目经厕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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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空间的变化没有中国园林层次
丰富。丰富。

其园林的气氛是以裸露的步石象征崎岖的山间石径其园林的气氛是以裸露的步石象征崎岖的山间石径,,以地上的松叶暗示以地上的松叶暗示
茂密森林茂密森林,,以蹲踞式的洗手钵象征圣洁泉水以蹲踞式的洗手钵象征圣洁泉水,,以寺社的围墙、石灯笼来以寺社的围墙、石灯笼来

模仿古刹神社的肃穆清静模仿古刹神社的肃穆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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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山庭筑山庭是在庭园内堆土筑成假山是在庭园内堆土筑成假山,, 以石组、树木、飞石、石灯笼的园以石组、树木、飞石、石灯笼的园
林构成。一般要求有较大的规模林构成。一般要求有较大的规模,,以表现开阔的河山以表现开阔的河山,,常利用自然地形加常利用自然地形加
以人工美化以人工美化,,达到幽深丰富的景致。日本筑山庭中的园山在中国园林中达到幽深丰富的景致。日本筑山庭中的园山在中国园林中
被称为岗或阜被称为岗或阜,,日本称为日本称为““筑山筑山””((较大的岗阜较大的岗阜) ) 或或““野筋野筋””((坡度较缓的土丘坡度较缓的土丘

或山腰或山腰) ) 。日本庭院中一般有池泉。日本庭院中一般有池泉,,但不一定有筑山但不一定有筑山,,即日本以池泉园为即日本以池泉园为
主主,,筑山庭为辅。筑山庭为辅。

平庭平庭即在平坦的基地上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园林即在平坦的基地上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园林,,一般在平坦的园地上表一般在平坦的园地上表
现出一个山谷地带或原野的风景现出一个山谷地带或原野的风景,,用各种岩石、植物、石灯和溪流配置用各种岩石、植物、石灯和溪流配置
在一起在一起,,组成各种自然景色组成各种自然景色,,多用草地、花坛等。根据庭内敷材不同而有多用草地、花坛等。根据庭内敷材不同而有
芝庭、苔庭、砂庭、石庭等。平庭和筑山庭都有真、行、草三种格式。芝庭、苔庭、砂庭、石庭等。平庭和筑山庭都有真、行、草三种格式。

池泉园池泉园是以池泉为中心的园林构成是以池泉为中心的园林构成,,体现日本园林的本质特征体现日本园林的本质特征,,即岛国性即岛国性
国家的特征。园中以水池为中心国家的特征。园中以水池为中心,,布置岛、瀑布、土山、溪流、桥、亭、布置岛、瀑布、土山、溪流、桥、亭、
榭等。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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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江户时代(17(17世纪世纪))由于交通发达，皇子外由于交通发达，皇子外
出巡视机会增多，刺激了日本大型园林的发出巡视机会增多，刺激了日本大型园林的发

展，在大面积的园林中，可以极力模仿园内外展，在大面积的园林中，可以极力模仿园内外
的风景名胜，创造了缩影式的园林艺术特色，的风景名胜，创造了缩影式的园林艺术特色，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民族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民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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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园林中心设立水池，水中立有一般在园林中心设立水池，水中立有
小岛，再用小桥把岛陆相连。池的背后小岛，再用小桥把岛陆相连。池的背后
建有假山和瀑布，理水弯曲成河，建有假山和瀑布，理水弯曲成河，并还并还
点点 石灯笼和洗手钵石灯笼和洗手钵等等。古建筑在主要。古建筑在主要

地位错落组合。地位错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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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明治时代(19(19世纪世纪))后后，，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

本出现了很多大面积的国家公园。在庭园中重视本出现了很多大面积的国家公园。在庭园中重视草坪、草坪、
花坛和羊肠小道花坛和羊肠小道的应用。例如，东京日比谷公园，就利的应用。例如，东京日比谷公园，就利
用了规则式的特色；明治神宫的内苑，则是日本式，而用了规则式的特色；明治神宫的内苑，则是日本式，而

外苑又为西方规则式。外苑又为西方规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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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包括池、溪、水道、跌水等，在水体水体包括池、溪、水道、跌水等，在水体
景观的应用中又常运用根据人的主观想象力景观的应用中又常运用根据人的主观想象力
形成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成分，如日本园林中形成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成分，如日本园林中

常用的常用的““枯山水枯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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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山水又叫假山水枯山水又叫假山水,,是日本是日本
特有的造园手法特有的造园手法,,系日式园系日式园
林的精华。其本质意义是无林的精华。其本质意义是无
水之庭水之庭,,即在庭园内敷白砂即在庭园内敷白砂,,
以石组或适量树木以石组或适量树木,,因无因无

山无水而得名。山无水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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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配置中宁用植物配置中宁用单色调、而不喜欢绚丽多单色调、而不喜欢绚丽多
姿，有时采用各种不同色度的或单色的苔藓、姿，有时采用各种不同色度的或单色的苔藓、

蕨类植物，蕨类植物，在其旁植一小片草地。在其旁植一小片草地。
日本园林还多以各种乔木树冠、灌木枝条日本园林还多以各种乔木树冠、灌木枝条

和叶色浓淡相宜配置，荷花则是水景中少不和叶色浓淡相宜配置，荷花则是水景中少不
了的点 植物。了的点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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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二战结束开始，在城市周围营造人日本自二战结束开始，在城市周围营造人

工植物群落式防护林，提倡与自然共存，并制工植物群落式防护林，提倡与自然共存，并制
定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日本当时的一项社会定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日本当时的一项社会
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市民将城市绿化与环境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市民将城市绿化与环境

视作与物价、住宅同等重要。视作与物价、住宅同等重要。

举例：举例：

日本桂离宫日本桂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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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离宫桂离宫KatsuraKatsura ImperialImperial VillaVilla.htm.htm

位于京都西南郊的桂川岸边，因是后阳成天皇位于京都西南郊的桂川岸边，因是后阳成天皇

的弟弟智仁亲王的离宫，故称为桂离宫。后经智仁的弟弟智仁亲王的离宫，故称为桂离宫。后经智仁
亲王之子智忠亲王扩建，于亲王之子智忠亲王扩建，于16621662年完成，成为日本年完成，成为日本
皇家园林。明治十六年（皇家园林。明治十六年（18831883），桂离宫始成皇帝），桂离宫始成皇帝
行宫。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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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离宫的庭院建筑和布局，体现了日本民族古建筑桂离宫的庭院建筑和布局，体现了日本民族古建筑

的精华。园林占地的精华。园林占地4.44.4公顷，西倚岚山，地势平坦，公顷，西倚岚山，地势平坦，园园
内一石一木、水池建筑内一石一木、水池建筑等皆精心布置。等皆精心布置。

庭院中央掘湖水一片，以引桂川水系，湖心置三岛庭院中央掘湖水一片，以引桂川水系，湖心置三岛
以石桥相连。池苑周围石径环绕，通向庭轩屋院。池岸以石桥相连。池苑周围石径环绕，通向庭轩屋院。池岸
曲折，庭石、水钵、石灯点 其间。岛上松柏枫竹翠绿曲折，庭石、水钵、石灯点 其间。岛上松柏枫竹翠绿
成荫，湖水清澈见底倒影如镜。园中四时花木浑朴幽成荫，湖水清澈见底倒影如镜。园中四时花木浑朴幽

深，书院茶室掩映其中。深，书院茶室掩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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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离宫内沿湖岸设茶室四处，应四季之桂离宫内沿湖岸设茶室四处，应四季之

景，其中松琴亭为冬景而置。茶室尺度小巧亲景，其中松琴亭为冬景而置。茶室尺度小巧亲
切，内部空间分隔自由；采用木梁柱，架空地切，内部空间分隔自由；采用木梁柱，架空地
板，木作细腻精致，不施油彩，保持木质纹板，木作细腻精致，不施油彩，保持木质纹

理；推拉门糊以白纸，以求室内充足的光线；理；推拉门糊以白纸，以求室内充足的光线；
柱础、小径铺以天然毛石；葺草顶。柱础、小径铺以天然毛石；葺草顶。
整个建筑追求形式的质朴和素雅。这种简整个建筑追求形式的质朴和素雅。这种简

朴至上的美形成的建筑风格，对日本近代园林朴至上的美形成的建筑风格，对日本近代园林
及民居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及民居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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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园林的四分之三都由日式园林的四分之三都由植物、植物、
山石和水体山石和水体构成构成,,因此因此,,从种植设从种植设
计上计上,,日式园林植物配置的一个日式园林植物配置的一个
突出特点是突出特点是::同一园中的植物品同一园中的植物品
种不多种不多,,常常是以一二种植物作常常是以一二种植物作
为主景植物为主景植物,,再选用另一二种植再选用另一二种植
物作为点景植物物作为点景植物,,层次清楚层次清楚,,形式形式
简洁简洁,,但十分美观。但十分美观。

选材以常绿树木为主选材以常绿树木为主,,花卉较少花卉较少,,
且多有特别的且多有特别的

含义含义,,如如松树代表长寿松树代表长寿,,樱花代表樱花代表
完美完美,,鸢尾代表纯洁鸢尾代表纯洁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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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园林的基本特点：日式园林的基本特点：

1)1)源于自然源于自然,,匠心独运匠心独运

日式园林充分利用造园者的想象日式园林充分利用造园者的想象,,从自然中获从自然中获
得灵感得灵感,,创造出一个对立统一的景观。注重选材的创造出一个对立统一的景观。注重选材的
朴素、自然朴素、自然,,以体现材料本身的纹理、质感为美。以体现材料本身的纹理、质感为美。
造园者把粗犷朴实的石料和木材造园者把粗犷朴实的石料和木材,,竹、藤砂、苔藓竹、藤砂、苔藓
等植被以自然界的法则加以精心布置等植被以自然界的法则加以精心布置,,使自然之美使自然之美
浓缩于一石一木之间浓缩于一石一木之间,,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简朴、使人仿佛置身于一种简朴、
谦虚的至美境界。谦虚的至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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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讲究写意讲究写意,,意味深长意味深长

日式园林常以日式园林常以写意象征写意象征手法表现自然手法表现自然,,构图简洁、意构图简洁、意
蕴丰富。蕴丰富。

其典型表现便是多见于小巧、静谧、深邃的禅宗寺其典型表现便是多见于小巧、静谧、深邃的禅宗寺
院的院的““枯山水枯山水””园林。在其特有的环境气氛中园林。在其特有的环境气氛中,,细细耙细细耙

制的白砂石铺地、叠放有致的几尊石组制的白砂石铺地、叠放有致的几尊石组,,便能表现大便能表现大
江大海、岛屿、山川江大海、岛屿、山川;;

不用滴水却能表现恣意汪洋不用滴水却能表现恣意汪洋,,不筑一山却能体现高山不筑一山却能体现高山
峻岭峻岭,,悬崖峭壁。它同音乐、绘画、文学一样悬崖峭壁。它同音乐、绘画、文学一样,,可表可表
达深沉的哲理达深沉的哲理,,体现出大自然的风貌特征和含蓄隽永体现出大自然的风貌特征和含蓄隽永
的审美情趣。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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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追求细节追求细节,,构筑完美构筑完美
对于细节的刻画是日式园林中对于细节的刻画是日式园林中
的点睛之笔的点睛之笔,,对微小的东西如一根枝条对微小的东西如一根枝条,,一块石头所作出的一块石头所作出的
感性表现感性表现,,显得极其关心并看得非常重要显得极其关心并看得非常重要,,这些在飞石、石灯这些在飞石、石灯
笼、门、洗手钵、培垣等的细节处理上都有充分的体现。笼、门、洗手钵、培垣等的细节处理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4) 4) 清幽恬静清幽恬静,,凝练素雅凝练素雅

日本的自然山水园日本的自然山水园,,具有清幽恬静具有清幽恬静,,凝练素雅的整体风格凝练素雅的整体风格,,尤其尤其
是日本的是日本的““茶庭茶庭””,,““飞石以步幅而点飞石以步幅而点,,茶室据荒原野处。松风笑茶室据荒原野处。松风笑

看落叶无数看落叶无数,,茶客有无道缘未知。蹲踞以洗心茶客有无道缘未知。蹲踞以洗心, , 守关以坐忘。守关以坐忘。
禅茶同趣禅茶同趣, ,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小巧精致小巧精致,,清雅素洁清雅素洁;;不用花卉点不用花卉点 ,,不用浓艳色彩不用浓艳色彩,,一概运用一概运用
统一的绿色系。为了体现茶道中所讲究的统一的绿色系。为了体现茶道中所讲究的““和、寂、清、静和、寂、清、静””和和
日本茶道歌道美学中所追求的日本茶道歌道美学中所追求的““佗佗””美和美和““寂寂””美美,,在相当有限的空在相当有限的空

间内间内,,表现出深山幽谷之境表现出深山幽谷之境,,给人以寂静空灵之感。空间上给人以寂静空灵之感。空间上,,对对
园内的植物进行复杂多样的修整园内的植物进行复杂多样的修整,,使植物自然生动使植物自然生动,,枝叶舒展枝叶舒展,,
体现出天然本性。体现出天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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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谈佛论法谈佛论法,,体现禅意体现禅意

宗教在日本一直处于重要宗教在日本一直处于重要
地位地位,,而寺院、神社则是日本而寺院、神社则是日本
文化中重要的象征物。日式文化中重要的象征物。日式
园林的造园思想受到极其浓园林的造园思想受到极其浓
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追求一追求一
种远离尘世种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境界。超凡脱俗的境界。

特别是后期的枯山水特别是后期的枯山水,,竭竭
尽其简洁尽其简洁,,竭尽其纯洁竭尽其纯洁,,无树无树
无花无花,,只用几尊石组只用几尊石组,,一块白一块白
砂砂,,凝缠成一方净土。凝缠成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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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本园林不以鲜艳亮丽为特色，而是着力体日本园林不以鲜艳亮丽为特色，而是着力体
现一种沉思、独处和宁静的自然之美。现一种沉思、独处和宁静的自然之美。地形、水地形、水
体、石头和植物体、石头和植物是日式造园中的四大园林要素。是日式造园中的四大园林要素。

地形是园林构图的主要部分，不仅利用自然地形是园林构图的主要部分，不仅利用自然
地形，也创造人工地形。地形，也创造人工地形。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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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式园林十分强调来源于自然）日式园林十分强调来源于自然,,但不简单但不简单
地模仿自然地模仿自然,,反映了其民族的自然观。反映了其民族的自然观。

33）砂石之间的流水）砂石之间的流水,,庭院角落的植物与组石庭院角落的植物与组石,,
园林中的山景、小溪以及园中的树木园林中的山景、小溪以及园中的树木,,无不无不
与日本作为岛国相适应与日本作为岛国相适应;;

44）其茶室庭院也与日本茶文化紧密相关）其茶室庭院也与日本茶文化紧密相关,,是是
茶道的体现。茶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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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日本园林受到）日本园林受到““空、寂、灭空、寂、灭””的影响的影响,,剔除了设计剔除了设计

中的刻意加工中的刻意加工, , 却可以让人产生回味无穷却可以让人产生回味无穷,,心神俱心神俱
醉的意境醉的意境

66）日式园林与中式园林虽同属东方园林）日式园林与中式园林虽同属东方园林,,但绝不等但绝不等
同于中式园林。日本园林通过有选择的、有发展同于中式园林。日本园林通过有选择的、有发展
的从中国园林之中兼收并蓄的从中国园林之中兼收并蓄,,同时吸收许多西方园同时吸收许多西方园
林林((特别是在园林建筑方面特别是在园林建筑方面))的优秀之处的优秀之处,,发展了具发展了具
有自己民族风格、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园林形式。有自己民族风格、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园林形式。

从分析日本园林的特色从分析日本园林的特色,,我们可以在当前的城市绿我们可以在当前的城市绿
地景观设计和园林建设中得到启发。地景观设计和园林建设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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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思考题::

1、试述中日园林流派的主要特色。

2、生态学原理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与设计中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复旦大学王祥荣)�第四章   城市绿地规划与设计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1)�� 
	1、中式园林
	      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东方园林特有的风格。它不仅影响着东方世界，也刺激了西方各国。�      当时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都仿造中国式的风景园林。到18世纪英国造国家威廉·康伯把中国风景式园林介绍到英国，并在皇家植物园中建了邱园，使
	（1）中国古典园林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C.拙政园 (Zhuo Zhen Garden)      
	   D.留  园（清）(Liu Garden)�
	 
	案例分析:扬州个园�
	夏山中空外奇，泞潭清冽�
	秋山黄石丹枫，峻峭依云�
	冬山宣石似积雪未消,南墙设风洞，有朔风之声，而西墙漏窗却又远远招来春色 �
	  (2)中国现代城市园林绿化�（Chinese Modern Garden）�       由于历代战争和社会动乱，使我国许多著名的古典园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园林绿化更是落后。清代末年仅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租界地中建有少数为殖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极为重视，提出了“普遍绿化，重点美化”的方针。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发展到26080公顷，公园548个，动物园37个。�     北京、上海等地不仅改建扩建了原有公园，而且新
	
	       北京的双秀园和雕塑公园、陶然亭公园、松柏园等，上海的大观园、植物园、森林公园等，南京的药物园、森林动物园等，桂林的盆景园，无锡的杜鹃园，杭州的太子湾公园，洛阳的牡丹园，沈阳的鱼跃荷香和芳秀园等，合肥的环城公园等，都是全国城市园林的优秀作品
	       全国植物园有110个，同时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植物园也有了扩大与发展。至今，全国公园达4000多个，面积有7．32万公顷。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6．52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22．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27．44％。全国绿化
	       目前我国已建立全国风景名胜区三级管理体系，计512处，总面积9．6万平方千米。有7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完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并经国务院批准。�      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目前我国已有黄山、泰山、万里长城、
	北京皇家园林
	颐和园简介
	颐和园全景
	长廊：
	  上海市区绿化建设
	中山公园�
	位于长宁路780号，上海市大型公共园林，�史称极司非而花园，又称兆丰花园
	鲁迅公园(虹口公园)
	鲁迅公园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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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式园林
	      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东方园林特有的风格。它不仅影响着东方世界，也刺激了西方各国。�      当时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各国都仿造中国式的风景园林。到18世纪英国造国家威廉·康伯把中国风景式园林介绍到英国，并在皇家植物园中建了邱园，使
	（1）中国古典园林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C.拙政园 (Zhuo Zhen Garden)      
	   D.留  园（清）(Liu Garden)�
	 
	案例分析:扬州个园�
	夏山中空外奇，泞潭清冽�
	秋山黄石丹枫，峻峭依云�
	冬山宣石似积雪未消,南墙设风洞，有朔风之声，而西墙漏窗却又远远招来春色 �
	  (2)中国现代城市园林绿化�（Chinese Modern Garden）�       由于历代战争和社会动乱，使我国许多著名的古典园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园林绿化更是落后。清代末年仅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租界地中建有少数为殖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极为重视，提出了“普遍绿化，重点美化”的方针。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发展到26080公顷，公园548个，动物园37个。�     北京、上海等地不仅改建扩建了原有公园，而且新
	
	       北京的双秀园和雕塑公园、陶然亭公园、松柏园等，上海的大观园、植物园、森林公园等，南京的药物园、森林动物园等，桂林的盆景园，无锡的杜鹃园，杭州的太子湾公园，洛阳的牡丹园，沈阳的鱼跃荷香和芳秀园等，合肥的环城公园等，都是全国城市园林的优秀作品
	       全国植物园有110个，同时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植物园也有了扩大与发展。至今，全国公园达4000多个，面积有7．32万公顷。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6．52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22．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27．44％。全国绿化
	       目前我国已建立全国风景名胜区三级管理体系，计512处，总面积9．6万平方千米。有78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完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并经国务院批准。�      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目前我国已有黄山、泰山、万里长城、
	北京皇家园林
	颐和园简介
	颐和园全景
	长廊：
	  上海市区绿化建设
	上海中山公园�
	位于长宁路780号，上海市大型公共园林，�史称极司非而花园，又称兆丰花园
	鲁迅公园(虹口公园)
	鲁迅公园 
	2、日式园林   �    日式园林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较大，其园林艺术风格取自中国唐代，创造了具有日本的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园林特色。�    在公元十二世纪时，日本就已有了园林艺术方面的著作，提出了园林规划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对园地利用和划分有独到
	■镰仓时代(13世纪)已开始形成独立的�回游式园林风格。其主要特色是把园外风景作为眺望对象，纳入设计要求。园中水体面积较大，配以各种优美的树木，景随路转，富有曲折多变的效果。�
	■室盯时代(14世纪)，园林的组石技巧得到高度发展，桥梁、筑山、平庭、道路都得到了充分应用。在主要位置上，特别是水边，用殿阁来统一格调。以自然石为主，配置常绿树，枯淡结合。
	 ■桃山时代(16世纪)兴起了茶庭的构造特色，在园林材料上力求天然美，努力保持原始形态和质感，园中植物材料丰富，用常绿树表现自然的粗犷气氛，具有自然幽寂之感。后来还产生了夜庭及石灯笼的配景。�
	 ■江户时代(17世纪)由于交通发达，皇子外出巡视机会增多，刺激了日本大型园林的发展，在大面积的园林中，可以极力模仿园内外的风景名胜，创造了缩影式的园林艺术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民族形式。
	   一般在园林中心设立水池，水中立有小岛，再用小桥把岛陆相连。池的背后建有假山和瀑布，理水弯曲成河，并还点缀石灯笼和洗手钵等。古建筑在主要地位错落组合。
	■明治时代(19世纪)后，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很多大面积的国家公园。在庭园中重视草坪、花坛和羊肠小道的应用。例如，东京日比谷公园，就利用了规则式的特色；明治神宫的内苑，则是日本式，而外苑又为西方规则式。�
	    水体包括池、溪、水道、跌水等，在水体景观的应用中又常运用根据人的主观想象力形成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成分，如日本园林中常用的“枯山水”，�
	   植物配置中宁用单色调、而不喜欢绚丽多姿，有时采用各种不同色度的或单色的苔藓、蕨类植物，在其旁植一小片草地。�   日本园林还多以各种乔木树冠、灌木枝条和叶色浓淡相宜配置，荷花则是水景中少不了的点缀植物。�
	       日本自二战结束开始，在城市周围营造人工植物群落式防护林，提倡与自然共存，并制定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日本当时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市民将城市绿化与环境视作与物价、住宅同等重要。��  举例：�日本桂离宫
	
	      桂离宫的庭院建筑和布局，体现了日本民族古建筑的精华。园林占地4.4公顷，西倚岚山，地势平坦，园内一石一木、水池建筑等皆精心布置。�    庭院中央掘湖水一片，以引桂川水系，湖心置三岛以石桥相连。池苑周围石径环绕，通向庭轩屋院。池岸曲折，庭石
	      桂离宫内沿湖岸设茶室四处，应四季之景，其中松琴亭为冬景而置。茶室尺度小巧亲切，内部空间分隔自由；采用木梁柱，架空地板，木作细腻精致，不施油彩，保持木质纹理；推拉门糊以白纸，以求室内充足的光线；柱础、小径铺以天然毛石；葺草顶。�    整个建
	日式园林的基本特点：�
	1）日本园林不以鲜艳亮丽为特色，而是着力体现一种沉思、独处和宁静的自然之美。地形、水体、石头和植物是日式造园中的四大园林要素。�    地形是园林构图的主要部分，不仅利用自然地形，也创造人工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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