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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园艺展概述
Summary Of Garden Shows In China

佟思明 / Tong Siming

1 中国园林园艺展分类

中国举办过的园林园艺展，可分为三种级别五

种类型，分别为国际级世界园艺博览会，国家级园

艺博览会、花卉博览会、绿化博览会，省市地方级

园林园艺展。各种园林园艺展在内容上各有侧重，

规模、时间上略有差别。

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园会）是世界博览会

中的一类，由国际展览局BIE认可，由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AIPH组织。国家级园林园艺展有3种形

式：由国家建设部主办的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

（简称园博会），由中国花卉协会主办的中国花卉

博览会（简称花博会）和由全国绿化委员会主办的

中国绿化博览会（简称绿博会）[1]。省市地方级园

林园艺展由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主办，主要参会

者为各市、县相关部门。

2 中国世界园艺博览会概述

2.1 世界园艺博览会概况

世界园艺博览会由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组

织，分为A1、A2、B1、B2四个级别。世园会是促

进国际园林园艺事业交流、提高技术水平而举办的

博览会。

世园会按类别介绍如下：

A1类：大型国际园艺展览会。这类展览会举办

每年不超过1个。A1类展览会时间最短3个月，最长

6个月。在展览会开幕日期前6-12年提出申请，至少

有10个不同国家的参展者参加。此类展览会必须包

含园艺业的所有领域。A2类：国际园艺展览会。这

类展览会每年最多举办两个，当两个展会在同一个

洲内举办时，它们的开幕日期至少要相隔3个月，展

期最少8d，最多20d。至少有6个不同的国家参展。

B1类：长期国际性园艺展览会。这类展会每年

度只能举办一届。展期最少3个月，最多6个月。B2

类：国内专业展示会。

2.2 中国历届世界园艺博览会

中国曾于1999年、2006年、2011年和2014年先

后举办过四届世园会，并将于2016年和2019年再次

举办世园会。历届世园会占地面积200-550hm2，会

后多保留作为城市公园。

1999年的昆明世园会和2019年即将举办的北京

世园会属于A1级别。2006年沈阳世博会、2011年西

安世园会、2014年青岛世园会以及2016年即将举办

的唐山世园会属于A2+B1级别。我国历届世园会情

况总结如下（见表1）。

1999年的昆明世园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由于当

时中国尚未申办过这种级别的博览会，昆明世园会

的成功申办给全国打了一剂兴奋剂，也将2008年的

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提上了日程。昆明世园会

不但把云南旅游推向世界，也大大增强了国家和民

族认同感，而城市为展会开展的建设，也使昆明的

城市设施水平至少提前了十年[2]。

自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后，各种级别

的园林展在中国纷纷开始发展起来。2006年、2011

年和2014年相继在沈阳、西安、青岛举办A2+B1级

世园会。2006沈阳世园会以正在建设的沈阳植物园

为基址，总面积246hm2，建有国内和国外展园、

综合馆和热带雨林馆两个展馆、二十个专题园等，

展会后，世博园的管理被纳入到棋盘山开发区管委

会，作为风景区开发的一部分进行资源整合，打造

旅游胜地。展后，园区核心区仍然是世博公园，而

早先的植物园部分改造为游乐园，并且形成了一年

五大知名花展的规律，并不时举办与展园和地方相

关的特色活动[3]。2011年西安世园会以促进浐灞新

区开发建设为动力，以带动城市结构调整和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建有长安园、创意园、五洲园、

科技园、体验园五个园区及四大标志性建筑（图

1、图2）。西安世园会的建筑及构筑物设计、展

【摘  要】我国园林园艺展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相较国外，起步较晚，其指导思想、内容、模式、等方面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对我国举办过的三种级别、五种类型的园林园艺展（国际级世界园艺博览会，国家
级园林花卉博览会、花卉博览会、绿化博览会，省市地方级园林园艺展）进行研究，对其规模、作用、影响
及历届发展情况进行描述，总结出我国近年园林园艺展的发展趋势，以及为使我国园林园艺展向着更有利于
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园林园艺行业进步方向发展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风景园林；园林园艺展；世界园艺博览会；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花卉博览会；中国绿化博

览会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arden Shows in China are developing rapidly.However,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when considers of the contents, patterns and guiding ideologies, etc. This 

paper studies five types of Garden Shows hosted in China which belong to three different levels(the world level,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local level).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a conclusion on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arden Shows in China is mad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arden Shows (Garden Festival);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Garden and Flower Expo; China Flower Expo; China International Virescence Expo

园设计邀请国内外行业领先设计团队，第一次设

有大师园展区[注1]，是园林展在展览内容和水平

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会后西安世博园作为永久的

世园公园保留。2014青岛世园会总面积241hm2，

分为主题区（164hm2）、体验区（77hm2）两部

分。其中，主题区体现园区规划创意主题及主要

展览展示内容；体验区主要是疏解人流、补充功

能、突出地方特色、增加招商招展能力、为会后

发展预留空间。

[注1]：大师园区是西安世园会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园区。组委会在世界园林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中邀请了9位有影响、有思想和探索精神的设计

师，每人设计一个面积约1000㎡的展览花园，展示他们对园林艺术的独特思考和理解，探索园林艺术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可能。大师园成为

西安世园会中最受人关注的区域，同时也使得大师园成为国际风景园林领域具有影响的作品。

 1 

 2 

1_�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导览图（资料来源：西安世园会官方

网站http://www.expo2011.cn/2011/0417/5236.html）

2_��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鸟瞰（资料来源：西安世园会官方网站

http://www.expo2011.cn/exp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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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概述

3.1 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概况

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创办于1997年，是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与地方政府共

同举办的国家级专业性博览会。会期通常为六个

月，是为了扩大国内外园林绿化行业交流与合作，

展示园林绿化新成果，传播园林文化和生态环保理

念，引导技术创新，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而举办的博览会[4]。历届园博会展期，有

数百万的游人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园博会所在

地，有力地刺激城市商贸、旅游服务和环境景观的

发展，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影

响。

3.2 中国历届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

到目前为止，园博会已举办了10届，每1-3年

举办一次。从1997年在大连举办了第一届园博会以

来，先后在大连、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

门、济南、重庆、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并将于

2017年在郑州举行第十一届园博会。历届世园会情

况总结如下（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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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未
知

未
知

延
庆
县

未
知

未
知

未
知

未
知

表2 历届中国国际花卉博览会概况一览表

届次 名称  时间 选址 主题
展览面积
（hm2）

会后利用方式 会后管理

1 大连园博会 1997年

大连星海会展中
心、劳动公园、
星海公园、森林
动物园（未建专
门展园）

无 无 恢复原公园 无

2 南京园博会 1998年 玄武湖公园
城 市 与 花
卉——人与
自然的和谐

3.5 恢复原公园
玄武湖管理
处

3 上海园博会 2000年 上海世纪公园
绿 都 花
海——人城
市自然

50 恢复原公园
上海世纪公
园

4 广州园博会 2001年 广州市珠江公园
生态人居环
境-青山碧
水蓝天花城

67 展览设施全部拆除 无

5 深圳园博会 2004年
深圳市园博园、
深圳市福田区华
侨城东侧

自然家园美
好未来

66
作为免费开放的市
政公园

深圳园博园
管理处

6 厦门园博会 2007年
厦门市杏林湾中
洲岛，距市区
15km

和谐共存•
传承发展

676
（水域300）

主展区保留作为园
林博览苑主题公
园，其他区域作为
城市建设用地分期
建设

厦门市园博
苑区管理处

7
第七届济
南园博会

2009年
（8个
月）

济南市大学科技
园核心区长清湖
及其周边，距市
区25km

文化传承•
科学发展

345
（水域96）

全部保留作为主题
公园

济南市园林
管理局园博
园管理处

8
第八届重
庆园博会

2011年
重庆市北部新区
龙景湖区，距离
市区15km

园林，让城
市更加美好

220
（水域53）

全部保留作为主题
公园

重庆园博园
管理处

9
第九届北
京园博会

2013年
北京市丰台永定
河畔，距离市区
不足20km

绿色交响、
盛世园林

513
（水域246）

全部保留作为主题
公园

北京园博园
管理中心

10
第十届武
汉园博会

2015年
长丰公园和金口
垃圾场

生态园博
绿色生活

231 未知 未知

11
第十一届郑
州园博会

2017年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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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第一届大连园博会开启了中国国际园林

花卉博览会的先河；1998年第二届南京园博会，提

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题；2000年第三届上海园博

会，以“人•城市•自然”为主题，展示各类园林

艺术精品，让“绿都花海”的印象深入人心。前三

届园博会均在已有公园中举办，未对场地进行大规

模改造，当然，这也给园林展带来了一些限制。园

博会初始，主要展览内容为园艺展品，关乎园林设

计思想方面的内容较少。

从第四届园博会开始，对园博会选址进行规划

建设。2001年第四届广州园博会提出“生态人居”

主题，展现了东西方园林艺术的精华和各国园艺

产品、生产技术，并与营造良好生态人居环境相

结合，展后展览设施全部拆除；2004年第五届深圳

园博会以“自然·家园·美好未来”为主题，突破

以往的临时性，首创会展与建园合一的模式，闭幕

后，园博会大部分参展景点保留，并开辟为可供群

众休闲娱乐的城市公园；2007年第六届厦门园博会

以“和谐共存·传承发展”为主题，建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水上园博园，开创了数个园博园之最，展后

园博园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部分区域转变功能，

部分展园拆除，使园博岛不仅成为周边市民休息放

松的佳处，同时也成为一个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的

旅游胜地；2009年第七届济南园博园的主题是“文

化传承、科学发展”，提出了生态、环保、节能的

理念[4]；2011年第八届重庆园博会以“园林，让城

市更加美好”为主题，会后全部保留作为主题公

园；2013年第九届北京园博会在原永定河垃圾填埋

场上建设了一座生态环保园博园（图3、图4），对

于永定河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带动旅游和

经济发展，北京园博会建设了首座融合多种科学技

术于一体的中国园林博览馆，园博会注重互动性和

参与性以及新兴科学技术的推广，会后保留为主题

公园。

园博会为举办地带来了综合的效益：从规划角

度讲，园博会促进了城市或城市新区的建设，完善

了城市绿地系统。从经济角度讲，园博会调整优化

了城市产业结构，带来旅游业的长足发展，促进

就业、带动房地产、会展、观光农业等产业的大发

展。从文化角度讲，园博会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

推广园林艺术、园林思想等，提升市民的城市认同

感；从生态角度讲，园博会具有完善城市绿地系

统，加快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

4 中国花卉博览会概述

4.1 中国花卉博览会概况

中国花卉博览会由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

主办的花卉界国家级专业性博览会。花博会是一

个以花卉园艺展示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展会，以宣

传花卉产业发展方针政策，展示花卉园艺事业建

设成就，交流花卉领域新技术、新理念、新成果、

新产品，促进现代花卉产业发展为宗旨。花博会实

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各方支持、企业参与”

的办会方针。花博会每四年举办一届，举办时间为

10d左右[5]。

花博会始办于1987年，对促进交流、扩大合

作、引导生产、普及消费等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对我国花卉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2 历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从1987年至今，花博会先后在北京、上海、广

东、四川、山东、江苏举办了八届，从规模、影响

上都已大大加深，正在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历

届花博会情况总结如下（见表3）：

前三届花博会在北京中国农业展览馆（室内）

举办，主要内容为园艺展览和小型园林设计。1987

年，首届花博会共有19个省花协和400多家单位参

展，观众人数为20余万。第二届花博会首次有境外

单位参展，观众人数达30万。第三届花博会共有全

国32个省、市花协参展，境外9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

展，观众总数超过30万。

第四届中国花博会走出北京，于1997年在上海

长风公园举办，30个省、6个部门和专业分会及境外

13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展，参展企业达500多家，参

观人数突破百万大关。

 4 

3_�北京园博会导览图（资料来源：北京园博会官方网站http://www.

expo2013.net/tpls/default/imgzhcn/flash/index.html）

4_��北京园博会鸟瞰图（资料来源：北京园博会官方网站ht tp : / /

expo2013net.sinaimg.cn/ybhflash/index.html）
 3 

表3 历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概况一览表

届次 时间 选址 展览面积 会后利用方式 会后管理
参观
人次

第一届
花博会

1987年
中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未知 无 无 20万

第二届
花博会

1989年
中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未知 无 无 30万

第三届
花博会

1993年
中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
未知 无 无 30万

第四届
花博会

1997年 上海长风公园 长风公园33hm2 作为城市公园
上海长风公
园经营发展
有限公司

100万

第五届
花博会

2001年
广东省顺德市
陈村花卉世界

展馆4hm2；中心展
馆1.8hm2；花卉大
观园7hm2；园艺设
施展区4000m2

无 无 108万

第六届
花博会

2005年
四川省成都
市温江区

主 展 馆 建 筑 面
积4hm 2；交易区
5hm2；中国花卉博
览园50hm2

作为城市建设用地
（房地产开发）

无 133.6万

第七届
花博会

2009年
北京市顺义区、
山东省潍坊青州市

两地室内展区共
11hm2；室外展园
共74.8hm2；交易
区共20多hm2•

顺义：主场馆保留成
为新国际展览中心的
一个分馆，室外展示
区改造为城市主题公
园

未知 180万

城市公园 未知 164.7万

第八届
花博会

2013年
江苏省常州
市武进区

主 展 馆 总 面 积
7hm2；主展区面积
近200hm2

城市公园 未知 2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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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届开始，中国花博会办会模式由定点

举办改为申办。2001年9月，第五届中国花博会在

广东顺德陈村花卉世界举办，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均组团参展，境外15个

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企业500多家，观众人数达

108万，花卉贸易成交额为1670万元。2005年9月，

第六届中国花博会在成都温江举办，展会期间共接

待游客133.6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约9000万元。

2009年9月，第七届中国花博会在北京顺义、山东

青州两地同时举办，展出期间，北京展区共接待游

客180万人次，现场销售花卉达500余万元，综合收

入逾亿元; 山东展区迎来游客164.7万人，交易额

达到2.7亿元[6]。第八届花博会于2013年9月在江苏

省常州市举办，展期首次延长至一个月，在展览面

积及参观人数上都是一次突破（图5、图6）。

5 中国绿化博览会概述

5.1 中国绿化博览会概况

中国绿化博览会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

局和承办城市所在的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

承办城市人民政府和所在省绿化委员会、林业厅承

办，是我国绿化生态领域组织层次最高的综合性博

览会，每五年举办一届。

绿博会旨在展现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在国土绿

化方面的伟大成就；借鉴国际上绿化先进国家在国

土绿化和植林造园方面的理念和成果；展示我国绿

化和生态领域的新理念、新成果、新技术、新产

品；为加强国土绿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重要平

台；推动我国国土绿化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7]。

5.2 历届中国绿化博览会

首届绿博会于2005年在南京举办，第二届绿博

会于2010年在河南郑州举办，第三届于2015年8月

在天津武清区举办。历届绿博会情况总结如下（见

表4）：

第一届绿博会选址于南京河西新城区滨江风光

带，占地面积77hm2（见图7）。是以滨江绿色生态

景观营造与保护为主，突出人本情怀，结合博览展

会、科普环保、休闲旅游等功能建设的大型绿色开

放公园，会后作为滨江公园带的一部分而保留，并

陆续新增特色景点以保持对游客的吸引力。第二届

绿博会设有主会场“郑州·中国绿化博览园”和分

会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后成为郑州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展示场所和教育基地。综合而言，绿

博会更侧重于国土绿化，其建设作为城市绿地系统

完善的一部分，带动了周边区块的发展。

6 省级园艺博览会概述

除了国家级的园林园艺展外，近几年，各省份

也相继开展自己的园林园艺方面的博览会，这些博

览会由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主办，主要参会者为

各市、县相关部门，每年或两年举办一次。此类园

林园艺展以带动城市开发建设为主要目的，一般展

期一个月，相较国家级大型的园林园艺展，此类园

林园艺展内容更贴近市民生活。其中广西壮族自治

区、山东省、江苏省、广州市的园艺博览会发展较

为成熟，其概况总结如下（见表5）：

 6 

5_�江苏常州市花博园导览图（资料来源：中国花卉博览园官方网站

http://www.flowerexpo.com.cn/guidmap.html）

6_��江苏常州市花博园鸟瞰（资料来源：中国常州网http://news.cz001.

com.cn/2013-10/27/content_1993678.html）

 5 

表4 历届中国绿化博览会概况一览表

届次 名称 时间 主题 选址
展览
面积 

（hm2）
会后利用方式

会后
管理

参观
人次

1
南京
绿博会

2005年9
月26日至
10月16日

以人为本——携
手共建家园

江苏南京 77

保留42个国内外景
点，陆续建设特
色景点，作为永久
性城市生态公园

南京滨江
公园管理
有限公司

50万

2
郑州
绿博会

2010年9
月26日至
10月5日

以人为本，共建
绿色家园——让
绿色融入我们的
生活

河南郑州
新区核心区

196 城市生态主题公园

郑州·中
国绿化博
览园管理
处

100万

3
武清
绿博会

2015年
8月

绿色让梦想绽放 天津武清区 380 未知 未知 未知

 7 

7_�南京绿化博览园总平面图及鸟瞰效果图（资料来源：南京绿化博览

园官方网站http://www.njlby.com/about3/&i=26&comContentId=26.

html）

表5 广西、山东、江苏、广州园艺博览会概况一览表

省、市、自治区 开始年份 已举办届数 类别 选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1 5 园林园艺博览会 城市近郊建立展园

山东省 2005 5 城市园林绿化博览会 基于原有公园扩建展园

江苏省 1999 8 园艺博览会 基于原有公园扩建展园

广州市 1993 未知 新年花展、园林博览会 基于原有公园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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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开设于2011年，由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公益性展览活动与盛会，是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的重大举措，

由省内各城市轮流举办。历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

面积在60-200hm2，分为室内展和室外展，室内展

活动一个月，结束后室内展品撤场，室外展展示造

园艺术，永久保留。现已分别由柳州市、阳朔市、

南宁市、北海市、百色市举办过5届[8]。

山东城市园林绿化博览会是由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承办地区的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山

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设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共同承办。一般每2年举办一届。每届园博会都根

据行业发展形势确定一个主题，自2005年以来，已

相继在菏泽、济南、青岛、临沂成功举办四届，有

力地推动了全省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江苏省园艺博览会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农委、市政府共同承办，自

1999年开始，已举办了8届，是全省园林园艺展的盛

会，一般展期一个月。

7 总结

我国园林园艺展相较国外起步较晚，近年来发

展迅速，但仍处于初始期。近几年，我国园林园艺

展在展览内容、场地选址和影响效应三方面有较明

显的变化。

从展览内容上看，各类园林园艺展的展览内容

略有差别，如世博会、园博会侧重园林设计展示，

花博会侧重花卉产业交流，绿博会侧重绿化成果展

示，但总体上，园林园艺展内容逐渐从单一的成果

展览走向信息及思想的深入互惠，展览内容和参展

领域也逐渐走向多元化。在场地选择上，园林园艺

展展示场地从室内走向室外，从原有公园转变为待

开发风景区或城市新城，场地面积也逐渐扩大。近

年来行业内比较认同200hm2左右的展园结合展馆

进行规划设计，展馆设计也逐渐成为展园的亮点。

园林园艺展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园林园艺展的举

办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建设，举办地以园林园艺展为

契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城市未来建设打下契

机，收效甚好。

除此之外，我国的园林园艺展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

从展览内容上讲，尤其是室外展园，我国园林

园艺展仍停留在用一些符号化的构筑物表现地方特

色，以传统文化宣传为主要目的。这使得园林园艺

展很难将园林艺术与生活建立联系，这与欧洲园林

艺术深入百姓生活，人人建立自己的家庭花园的认

知观念还相距甚远。近年来在这一方面已在探索改

进方式，如2011西安世园会引入的大师园。

从公园管理上讲，我国园林园艺展展园及展馆

往往投资巨大，建立了大量永久设施，展览场面宏

伟，瞬时游客量惊人，但展期过后，由于游客量骤

减，展园和展馆因为维护成本高，大量设施荒废，

后期管理难以跟进。这使得人们反思园林园艺展的

建设量是否过大而导致公共资源浪费或公园规划初

期对后续利用的考虑和评估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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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林展发展综述

园林展的概念最初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由于

人们对植物的兴趣日渐高涨及植物学科的蓬勃发

展，各类植物协会及组织陆续建立，公园也逐渐成

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1809年比利时

举办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展，自此园林展在

欧洲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自1951年起，德国开始每

两年举办一次联邦园林展（Bundesgartensehau），

1960年荷兰举办的国际园艺博览会成为第一个由国

际展览局（BIE）认可的园林展。迄今为止，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举办过各种规模、级别、类型的

园林展，可分为世界性的国家级园林展和各个国家

地区本土的园林展，其中国家级园林展主要包括由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组织的国际园林园

艺博览会(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国家及

地区本土的园林展如德国的联邦园林展，英国的切

尔西花展(ChelseaFlowerShow)，中国花卉博览会

等。本文选择各大洲有代表性的国家及其举办的园

林展进行概况综述。

2 欧洲园林展概述

园林展起源于欧洲，且在园林展数百年的发展

历程中欧洲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其他各

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其中，英国、德国、法国、

荷兰、葡萄牙等国有着悠久的举办园林展的历史，

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园林展。

2.1 英国

20世纪初，英国逐渐失去世界霸主地位后，开

始进入工业衰退和大幅度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带来

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致使英国政府开始思

考城市区域更新的策略。英国自1984年开始，每两

年举办一次园林博览会，共在10年间举办了5次。

英国举办的园林展多位于随着区域产业结构变更而

逐渐衰落的工业废弃地，意在利用举办园林展的契

机改造更新衰退的工业废弃地，进行文化复兴和重

建[1]。

2.1.1 英国国家级园林展概述

英国举办的国家级园林展开始于1984年的利物

浦国际园林博览会(Liverpool 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之后又分别在Stoke on Trent(1986

年)、Glasgow(1988年)、Gateshead(1990年)、

EbbwVale(1992年)举办了5届国家级园林展。其中

具有首创性及重要意义的便是1984年英国的首届园

林展—利物浦国际园林节。

王晞月  段诗乐 / Wang Xiyue  Duan Shile

【摘  要】园林展（Garden Festival，又称Garden Show，Garden Expo等）是以园林或园艺为主题
的一类节事性展览活动。近年来，各类园林展在我国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大中型城市发展更新的推动力及区
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通过大量文献的研究，对国外园林展的发展与历史脉络进行梳理，试图以历史和发
展的角度为日后我国园林展的举办提供借鉴。

【关键词】风景园林；历史；园林展；发展脉络

Abstract: Garden Festival is a kind of festival exhibition activity.Various kinds of Garden Festivals emerge in the cities 

of China these days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fuel of the regeneration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of cities or regions.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Garden Festival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rough suffi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trying to provide the guidance to the future conduct of Garden Festival in China.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y; Garden Festival; Development

国外园林展发展历史与脉络综述
The Development Venation And History Of Foreign Garde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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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等都曾参与设计。

肖蒙花园节固定的选址和简单的运作方式为花

园节展园的质量提供了保障，每届花园节都像是花

园的艺术展廊，参观者通过花园感知设计者对主题

的理解及对艺术、生态、历史等方面的思考感悟

[4]。气氛或轻松愉悦或发人深省，常使用新奇的材

料或装置挑战传统花园的概念，从而也推动大众对

花园的理解及行业的发展。

 

2.3 德国联邦园林展概述

德国联邦园林展（Bundsgartenschau，简称

BUGA）从1951年开始举办至今，已举办了33届。

从二战后的首届园林展开始的前几届园林展的举办

是为了修复战后的城市；其后，园林展的举办目的

逐渐演变为创造优美的城市生活环境。联邦园林展

的举办也在逐渐趋于成熟。

德国联邦园林展每两年举办一次，展期是4-10

月，在这半年时间里, 可以充分展现出春、夏、

秋三季的景观。展会会址的面积相差很大,小的仅

20hm2, 大的达160hm2, 但多数为70hm2左右。与

很多国家的园林展所不同的是，德国的每届园林展

并不在固定的地点举行。从首届的汉诺威到第33

届的哈维尔，联邦园林展的举办城市几乎遍布了全

德的所有大型城市，有的城市甚至举办了多次。为

举办一届园林展要提前十年左右向主办方德国园林

联合会（DBG）提交一份详细的申办报告,其内容

包括城市概况、交通、展会选址、展览宗旨等, 以

便获得举办权后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报告中所提到

的目标。每一届的园林展不论是规模大小、城市选

址、展会主题等都是依托于当下环境与当下民众的

需求，也考虑到整个联邦园林展的发展历程。较有

影响力的园林展有1993年第20届斯图加特联邦园林

展和2005年第28届慕尼黑联邦园林展[1]。

 

德国联邦园林展是综合性的园林展，包含了景

观、园艺、艺术等多方面的主题。每届园林展结束

后，大部分的临时展园被拆除，仅有部分展园被保

留作为永久展园进行展示。绝大多数园林展结束之

后，展园都作为城市公园进行使用，部分作为开放

的免费公园供城市居民使用，部分作为开放的收费

公园进行运营。

2.4 荷兰国家级园林展概述

荷兰是少数几个持续性定期举办国家级园林

展的国家之一。荷兰国际园艺博览会（Holland  

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是国际园艺生产者

协会（AIPH）和国际展览局（BIE）批准并注册的

A1级世界园艺展会，自1960年荷兰鹿特丹举办的国

际园艺博览会开始约每10年举办一次，每届展期半

年，已成为世界最高级别且影响深远的园林展。

每届的园艺博览会都会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与行业相关组织参展，展出新研发的植物

品种和相关的养护技术及设备。每届博览会都会设

置相应的主题与主题区，在这些主题区中人们能以

 

1984年的利物浦国际园林节举办地点位于英

格兰西北部西海岸通往大西洋出海口的利物浦

（Liverpool）。它曾是英国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导致港口逐渐废弃，成为

城市发展和更新的焦点所在。与其他国家的园林展

不同的是，英国政府选择了以城市开发公司承办园

林展的模式进行城市更新。展区的设计主要分为二

个部分，南部包括节日馆、剧场和盛会区域，以及

主要的水景部分；北部主要由主题花园组成，包括

国际、国内和城市中的自然三个部分。展会收效良

好，300万余人前来参观游览。但由于展会性质具有

较强的商业因素，此次园林展在推动园林园艺发展

上并无太大建树，展会的会后利用问题也因盈利不

足的原因一再搁置[1]。

在1986年至1992年间，英国还举办了另四届园

林展，场地均选择了需要更新和再次开发的工业

衰落地或废弃地，其后的几届均以其为模板，无论

从运作模式还是场地选址等方面并无大的突破。其

中包括1986年的斯塔福德郡炼钢厂区域Stock-on-

Trent；1988年的苏格兰工业港口城市格拉斯哥；

1990年的纽卡斯尔煤炭装载基地盖茨黑德；1992年

的威尔士钢铁基地埃布谷。总体来说，英国园林展

以商业化和具有独特的工业遗产为特色，但在推动

园林园艺行业发展方面尚有不足。

2.1.2 英国切尔西花展与汉普顿宫花展

除举办国家级园林展以外，英国还有两个本

土花展值得关注，即切尔西花展(Chelsea Flower 

Show)和汉普敦宫殿花展(Hampton Court Place 

Flower Show)。

1_�1984年的利物浦国际园林节平面图[2]（图片来源：刘重义.利物浦国

际园艺节[J].世界建筑,1985（6））

 1 

切尔西花展是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oya l 

Horticultural Society)主办的，它起源于1862年创

办于肯星顿(Kiensington)的春花展(Great Spring 

Show)，自1913年起移至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皇家医

院，更名为切尔西花展。切尔西花展每年举办一

次，展期5天。世界各地的花园设计师、园艺爱好者

和花卉育种家在此聚集，展示各自的花园、花艺作

品和花卉品种[3]。它以花园展的形式使得花园艺术

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切尔西花展活力的原

因所在。切尔西花展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每年

都能吸引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来此参观，不仅是英

国的花卉盛事，也成为了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园林展

之一，花园艺术发展的风向标[4]。

英国汉普顿宫花展在1990年由历史皇家宫殿和

东南网络首次举办，后东南网络宣布撤消对该花展

的补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HS）经成功投标后

接管花展。第一届RHS汉普顿宫花展于1993年举

行。花展以环境保护为理念，向公众展示众多的花

园模型，包括植物帐篷、插花、园林等，还举办会

谈与表演，并提供园艺方面的咨询、技术与服务，

游人心仪的园艺装饰物、植物等可以购买回家。这

种形式的园林展对于启发园林园艺设计思想、推动

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唤醒公众对园林园艺的热爱发

挥了较大的作用。

2.2 法国肖蒙花园节概述

肖蒙花园节（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in 

Chaumont sur Loire）的全称是法国肖蒙城堡国际

花园艺术节，首次举办于1992年，会期为每年4-10

月。花园节的举办地点为法国中央大区卢瓦尔河畔肖

蒙城堡的园林中，卢瓦尔河谷及肖蒙城堡都是法国著

名的旅游地，每年来此旅游的参观者不在少数。肖蒙

城堡为花园节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其国际影

响力，而花园节也为城堡赋予了新的活力。

肖 蒙 花 园 节 每 年 展 出 2 6 个 花 园 ， 面 积 

210-240m2，相当于国外一般家庭花园的大小。花

园节组委会每年提出特定的展览主题并在世界范围

征集花园设计方案，同时组委会也会特别邀请几位

世界各地知名的设计师进行设计，如著名建筑师佩

劳（Dominique Perrault）、建筑师兼艺术家弗朗

索瓦（Edouard Francois）、风景园林设计师王向

2_�法国肖蒙城堡国际花园艺术节平面图[5]（图片来源：由法国肖蒙城堡

国际花园艺术节提供）

 2 3_�2005年第28届德国联邦园林展局部鸟瞰图（图片来源：www.

m-luftbild.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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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方式观赏、感受和体验自然，充分领略

世界园艺领域最新的发展理念和趋势。总体来说，

荷兰举办的园艺博览会具有更强的商业性和技术先

进性，艺术性及创意性较弱，对于行业的先端发展

有引导和宣传的作用。

2.5 葡萄牙蓬蒂·迪利玛国际花园节概述

蓬蒂·迪利玛国际花园节（Internat iona l 

Garden Festival of Ponte de Lima）是由当地的国

际花园展组委会主办。从2005年起，花园节于每年

的5-10月在葡萄牙的古镇蓬蒂•迪利玛举办。该花

园节的举办立足于寻求舒适的户外空间，是葡萄牙

最有潜力的项目之一，自2005年启动以来就一举成

名，凭借内容的多向度和独特性吸引了每年约十万

的游客[6]。

花园展的基址是固定的，每个展园的建设面积

也是固定的，所以省去了选址的大量工作。内部有

11个独立的固定展园，展览组委会每年提出一个展

览主题，并在世界范围内征集方案，之后由评委从

创造力、原创性、可行性、成本、维护、创新、新

技术的运用、科普元素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选出11

个方案进行建设和展览[7]。

此花园节作为文化和旅游项目，融合了本国和

其他国家花园艺术的精华，同时该展会强调环境教

育和可持续发展，将创新的、生态的花园设计展现

给游客。

 

3 北美洲的国家级园林展概述

3.1 北美国家级园林展的发展

北美的国家级园林展主要集中在加拿大与美

国。受到肖蒙花园节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加拿

大每年夏季在魁北克省梅蒂斯市（Grand-Metis, 

Quebec）举办梅蒂斯国际花园节；美国也定期在加

州索诺玛县（Sonoma）举办Cornerstone花园展。

这两个园林展，是以园林为主题的现代艺术展览, 

展览关注园林与艺术和城市的关系, 引发大众对于

园林的思考。

3.2 加拿大梅蒂斯国际花园节概述

加拿大梅蒂斯国际花园节（International Garden 

Festival of Metis）自2000年首次举办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15届。花园节每年夏季在梅蒂斯市的里弗德花

园（Reford Gardens）举办，展期从6月持续到9月。

花园节由加拿大非营利慈善组织——“梅蒂斯花园

之友”主办，这个机构负责里弗德花园的保护和开

发，负责维护花园及其建筑物风貌，同时肩负着教

育和文化的使命，为相关的活动筹集资金。

花园节的展园由若干个10m×20m的矩形空间组

成，每个展园由高大的桦树隔开。梅蒂斯花园节每年

会确定一个主题，并面向全球招募设计方案，聘请国

际上的知名设计师组成评审团，对征集的方案进行评

选。每年评选的花园数量不等，选出的方案将进行施

工建造并在花园展中展出。花园节的主题生动有趣，

如2007年第8届的“声音共鸣”；2012年第11届的“秘

密花园”，以及2014举办的第15届的“嗡嗡声”。

 

梅蒂斯国际花园节是一场关于花园创新性和实

验性的特殊展览，它的定位是重释与挖掘花园的意

义,为设计师实验和创新提供新天地。它是北美地区

最重要的当代花园展览活动。花园节的空间设计结

合了视觉艺术、建筑、景观、设计和自然等元素，

每年夏天这些独特的、富有创意性的花园装置都会

给参观者们带来惊喜[8]。

3.3 美国Cornerstone花园展概述

美国加州索诺玛县，距离旧金山约45min的车

程。在这里举办的Cornerstone花园展，是一个不定

期更新的花园展，展出的十几个景观项目，分别由

世界领先的艺术家和风景园林师设计完成。展会以

震撼人心的艺术品、露天画廊以及各种各样概念化

的设施装置为主。

花园展占地约3.64hm2，展出的是一系列富有

变化的花园，每个展出的花园都有其固定的主题，

展现花园设计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这些花园展现了

自然对艺术、哲学的阐释，也传达了设计师对人与

自然的理解。Cornerstone花园展的实质是一种创意

文化的展示，它加强了艺术、建筑和自然之间的联

系。除此之外，Cornerstone也会举办风景园林、花

园设计等相关主题的研讨会[9]。

4 亚洲的国家级园林展概述

亚洲的国家级园林展起步较晚，发展也远不如

欧洲和北美洲,主要以举办本土特色的花园展为主。

4.1 新加坡花园节概述

新加坡花园节（Singapore Garden Festival）

是一个年轻的花园展，其首届举办时间是2006年，

此后每隔两年，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就于7-8月主

办，展期持续8-10d。新加坡花园节的前四届举办

地都在新加坡国际会展中心——新达城（Suntec 

City Convention Centre）；从第五届（2014年）

开始，由纯粹的室内场地转到了室内室外相结合的

新场地——新加坡滨海湾公园（Gardens by the 

Bay），这也是新加坡花园节首次尝试室外展览。

新加坡花园节是集园林、园艺和艺术于一体的花

园展，也是全球首个邀请世界知名设计师与本地园

艺师合作的园林展。花园节展览内容包括了“梦幻花

园”、“景观花园”、“花卉之窗”、“阳台花园”、 “宴

会花艺布置”、“社区花园”和“微型花园”等多个展

览单元，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梦幻花园”和“景观花

园”，每个花园面均为 100m2。组委会每年会在世界

范围内挑选知名的、曾在类似园林展中获得殊荣的设

计师，邀请他们利用植物花卉、灯光、道具等多种景

观元素营造出心中的花园；之后由评委会选出中奖方

案。除了专业的设计师以外，从第三届开始，花园节

也邀请了园艺爱好者参与“社区花园园丁杯”的竞

赛评选。并开展了与之相关的很多活动，如彩色摄

影展比赛、“花园中的城市”摄影比赛、国际 FDSS

杯花艺设计竞赛、台式花卉展等 [10]。

 

目前，新加坡花园节已成功举办了5届，共邀请

了世界各地近5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设计师。花园节

的举办进一步扩大了新加坡“花园城市”在世界上

的影响力，成为新加坡园艺产业与周边地区交流的

平台。花园节也成为了新加坡的新兴旅游产业。

4.2 日本、香港花园节概述

日本东京国际花卉展（The International 

Flower EXPO Tokyo）与香港花卉展（Hong 

Kong Flower Show）都是亚洲较大型的以园艺

为主的花卉展，同时也代表了商业型与艺术型两个

4_�葡萄牙蓬蒂·迪利玛国际花园节平面图（来源：http: / /www.

festivaldejardins.cm-pontedelima.pt）

 4 

5_�加拿大梅蒂斯国际花园展平面图（图片来源：http://www.reford�

gardens.com）

 5 

6_�美国加州索诺玛县的

Cornerstone花园展平面

图（来源：http://www.

cornerstonesonoma.

com）

 6 

7_�新加坡花园节举办地

新 达 城 平 面 图 （ 来

源： h t t p s : / / w w w .

singaporegardenfestival.

co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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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花卉展：东京国际花卉展通过展览，促

进日本乃至亚洲的花卉贸易，主要针对商业；香港

花卉展则是香港康乐文化署推广园艺和绿化意识的

重点项目，每年为香港市民和世界各地的园艺爱好

者，提供一个赏花和交流园艺经验的良机[11]。

两个花卉展的举办都是一年一度，展览内容也

大同小异，展会邀请世界各地及本国的著名园艺

师，奉献一些插花、切花作品。东京花卉展因涉及

商业，还展出包装耗材及配件、花瓶花盆、花卉

装饰等产品。香港花卉展自1987年由市政局主办以

来，每年确定花卉展的主题和主题花。除了花卉展

览外，还衍生了许多相关活动。包括文娱表演、园

艺讲座、花艺示范、绿化活动工作坊、导赏服务、

康乐活动及亲子游戏等[12]。

 

类似的花卉展，促进了园艺技术的交流与发

展。商业型花卉展促进了花卉贸易繁荣；艺术型花

卉展则促进了园艺艺术在当地的推广，为市民生活

增添乐趣。

5 结语

花园展的花园具有临时性，这使得它们更接近

于特定艺术场所的装置而非传统花园。这有利于当

代花园形成本土化、个性化的独特风格，促使设计

新思路、新理念、新技术的诞生并提升风景园林

师、艺术家、建筑师和广大群众对花园的兴趣和对

自然的思考。一方面有力地促进设计师的创新，同

时也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先锋花园。

现阶段中国园林展的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期，

各类各级的园林展层出不穷。并且大众对于园林展的

期待也已经从单纯的绿地建设上升为城市区域发展和

更新的策略，承载生态服务功能、作为用地开发建设

的引导、绿地系统的完善等等，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历史文化的传承、社会生活的方式紧密相关。但与国

外的园林展相比，无论规划指导思想、运作手段的市

场化程度还是展览内容的广泛性和艺术性，都存在不

小的差距[13]。通过借鉴国外园林展的发展历程，可对

我国园林展的发展策略提供指导：一方面，不应模

糊举办园林展以促进园林园艺行业发展的初衷，充

分利用展会提供的平台传播和推广行业的新思想、

新材料、新技术，始终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性和

设计思想的高水准才是保持吸引力的唯一途径。另

一方面，无论是设计师还是管理决策者都应以长远

的视角考虑区域发展的策略，不应仅关注展期的经

济效益，而是以生态、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园林展的

展前、展期、展后进行综合统筹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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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主要园林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园林展”是以园林园艺展示为主题的节事性

展览活动，我国举办的园林展主要有三类：一是世

界园艺博览会，属于国际展览局（BIE）认可的专

业类世界博览会，其组织机构为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AIPH），是规模最大的A1级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世园会）。二是国家园林展览，包括中国国

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简称园博会）、中国花卉博览

会（简称花博会），中国绿化博览会（简称绿博

会）；三是省市地区的园林展。

1999年昆明世园会，可谓我国园林展的起点，

这次国际性的园林展将“中国·云南”推向世界，

在打响知名度的同时，孕育了之后云南省旅游业和

商贸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开发。其“一

次会展改变一座城市”的巨大影响力，引发了国内

各大城市争相举办园林展的热潮。一届成功的园林

展对展览城市来说，绝不仅是半年多的展览本身，

它同时还能促进城市更新，缓解城市各个方面的压

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处理城市被污染和废弃

的土地，为城市留下一片大型绿地等等，从而改善

城市的环境，提高区域的土地价值，并改善整个城

市的结构布局[1]。因此，园林展的选址与城市的关

系，很大程度上是主办城市对园林展定位的体现，

是园林展所承载的城市规划功能的反映，同时也是

园林展能否达到既定城市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影响

因素（表1）。

2 区域选址的目标类型与特征解析

根据园林展举办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可将园

林展区域选址的功能类型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基于

展览展销的园林展区域选址、基于旧城更新的园林

展区域选址、基于新区建设的园林展区域选址与基

于风景林地开发的园林展区域选址（表2）。

2.1 基于展览展销的园林展区域选址

张雪葳  周珏琳 / Zhang Xuewei  Zhou Juelin

【摘  要】我国主要的园林展包括自1999年至今的4届世界园艺博览会、自1997年至今的10届中国国际
园林花卉博览会。一届成功的园林展，不仅可以促进园林事业的发展，还可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对
城市空间格局优化、市政基础设施完善、新型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选址的归纳总
结，从社会经济水平、规划策略需求度、场地原始自然环境、特殊条件X四个方面全面对比区域选址影响因
子，为构建我国园林展区域选址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城市发展目标下的选址方向提供依据。

【关键词】城市发展目标；园林展；选址；评价

Abstract: China has hold some big garden shows since 1999. One successful garden show not only promotes landscape 

industry but also optimizes urban landscape, improves municipal faci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e selections of typical cas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y are socio-economic level, planning strategy demand and Original environment of the site, to contribute evidence 

to the site selection construction under urban planning object. 

Key words: Urban developing goal; Garden shows; Site selection; Evaluation

基于城市发展目标的园林展区域选址评价体系
构建
The Site Selection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Garden 
Shows To Reach Urban Develop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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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届主要园林展选址与城市的关系

名称 级别 规划目标 选址
面积
(hm2)

与城市
的关系

1999年
昆明世园会

A1
带动城市向北部发展，旅游发
展，垃圾填埋场和采石场修复

金殿风景名胜区 218
距市区
7km

2006年
沈阳世园会

A2+B1
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旅游发展
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 246

距市区
25km

2011年
西安世园会

A2+B1 生态建设，旅游发展 西安浐灞生态区 265
距市区
15km

2014年
青岛世园会

A2+B1 旅游格局完善
青岛李沧区吉岛百果山

森林公园
418

距市区
15km

1997年
大连园博会

国家级 交流绿化理念和技术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公园局部
9.4 市区内

1998年
南京园博会

国家级 市民休闲 南京市内的玄武湖公园 3.5 市区内

2000年
上海园博会

国家级 环保与绿化宣传 上海浦东世纪公园 50 市区内

2001年
广州园博会

国家级 园林机械与工具的贸易平台 广州市珠江公园 67 市区内

2004年
深圳园博会

国家级 黄牛垅绿化隔离带开发 福田区华侨城东侧 67 市区内

2007年
厦门园博会

国家级 城市建设、旅游发展 杏林湾中洲岛 107
距市区
15km

2009年
济南园博会

国家级 新区建设、旅游发展
大学科技园核心区长清湖

及其周边
354

距市区
25km

2011年
重庆园博会

国家级 新区建设、生态恢复 北部新区龙景湖区 220
距市区
15km

2013年
北京园博会

国家级 城市建设、生态恢复 丰台永定河畔 513
距市区

不足20km

在相对早期的园林展引入阶段，或者现在中小

城市举办的园林展，园林展区域选址以满足展览展

销类的功能为主。一般位于市区范围内已建成的会

展中心或公园，园林展的规模较小，以产业交流

和园艺知识宣传为主，服务本市市民的休闲娱乐生

活，对城市规划的助力很小。

比较典型案例是1997年大连园博会，这也是我国

第一届园博会，本次园博会以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为主

要展览场所与展销大厅，在大连市的四大公园——劳

动公园、星海公园、森林公园等地布置四个小型分

会场[2]，主要进行微型园艺、插花、微缩景观的展

览。以交流绿化理念和技术为主要目标，宣传报道

中将其定位为“大连的一次商贸文化活动”。

2.2 基于旧城更新的园林展区域选址

以旧城更新为城市发展目标的园林展，往往选

址在市区范围内，或较城市核心区10km以内。对市

区范围内相对杂乱、陈旧的建设环境，或尚未开发

的郊区环境进行整顿、改造，以符合城市未来的发

展计划，与周边城区空间形成对应关系，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城市中心区的外拓[3]，同时，对其历史肌

理的梳理有助于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这种类

型的园林展选址一般有较便捷的交通条件，与城区

距离相对近，与市民生活联系较为紧密。

1999年我国世园会原定北京，后力推昆明，主

要是基于西南区域“对外开放”的考虑。当时的昆

明城市建设水平一般，世园会的举办将城市近郊垃

圾填埋场进行改造，优化了会址所属西北部绿化隔

离带环境品质，提前10年实施了原定至2008年完成

的交通路网规划，对城市主干道、公园等园林绿化

共投资6亿多，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互动中成效显著[4]，同时，昆明世博园闭幕

后，在发展定位上，由最初单一经营、管理世博园

拓展为涉足旅游地产、园林花卉、休闲度假、会展

服务等的多元化经营。在世博园周边以及从世博园

通往市区的沿途，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具一定规模

的中高档住宅小区就有二十多个，形成了以“世博

版块为特征的昆明中高档楼盘”区[5]，以点带面促

进了城市综合环境质量的提升（图1）。

2007年厦门园博会会址选在厦门岛本岛西北部

的杏林湾水库，水库水域因受附近村民的侵占，形

表2 基于城市发展目标的园林展区域选址分类

园林展区域选址
的目标类型

与城市的关系
（距离视具体城市规模而定）

面积
(hm2)

兼具功能 案例

展览展销
市区范围内已建成的会展中

心或公园
50以内
或50左右

市民休闲，
宣传教育等

1997年大连园博会
1998年南京园博会
2000年上海园博会
2001年广州园博会

旧城更新
市区范围内，或较城市核心

区约10km以内
50-250

棕地改造，
产业转型等

1999年昆明世园会
2007年厦门园博会

新区建设 距市区约10-20km 250-500
环境治理，
产业转型等

2011年西安世园会
2009年济南园博会
2011年重庆园博会
2013年北京园博会

风景林地开发 距市区约20km以上 50-250
旅游发展，

城市生态网络构建等
2006年沈阳世园会
2014年青岛世园会

成大大小小的鱼塘，本次园博会旨在通过对场地的

开发，将基地混乱的面貌转化为独特的公园景观，

从而推动杏林湾的发展，将杏林湾建成整体环境比

厦门本岛更为优越的新的城市区域，缓解厦门本岛

的人口压力[6]。

2.3 基于新区建设的园林展区域选址

基于新区建设的园林展区域选址，一般距市区

10-20km，在目前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更适宜选在就近的卫星城。2011西安世园会遵循2004

年西安市“十一五规划”中对“西安浐灞生态区”总

体规划，以“河流治理带动区域发展，新区开发支持

生态建设”为目标，通过世园会大力开展对浐灞河

流域的综合治理、生态重建和片区开发建设，对总长

23km的浐灞河城市段全面实现截污、净化，成为西

北首个“国家级水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从而逐步

在生态园内建成集生态、休闲、商务、居住为一体的

西安第三代新城区[7]，成为西安市城市组团绿色屏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其与传统旅游景点的互补性

成为西安特色旅游景观的新节点（图1）。

 

在以园林展推进旧城更新和以园林展推进新区

建设的选址特征之间，既有关联性，又有一定差

异，所有新区都必然是曾经的旧区，并且，无论是

旧区更新还是新区建设都涉及环境的综合治理与周

边产业升级，就如今的举地区之力，高度集中公共

资源的园林展而言，如何将园林展选址发挥最大潜

力，体现了主办方对园林展的理解和对城市发展的

社会责任感。

1_昆明世园会与西安世园会选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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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虽然不同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园林展，但

同样作为大型城市事件，在区域选址方面能够有一

定的参考、借鉴意义，这里以2010上海世博会选址

变迁为例，以城市规划的视角说明在特定的城市发

展背景中，规划方对旧城更新或新区建设的倾向。

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方推荐了两条选址思

路：一是对郊区某块地（浦东黄楼）进行改造，以

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二是废弃地、受污染地区改

造（浦江两岸），使之成为世博会会址。当时的黄

楼地区尚未开发，离机场较近，一度认为是更适合

展会举办的选址。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成功的选

址不仅是展时便利，更重要的是展后能够切实发挥

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浦东地区的更新对于上海而

言是大势所趋，上海世博会选址最终由浦东黄楼更

改至浦江两岸，是为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浦江两

岸地区集中进行功能改造，把一些与城市规划、发

展和功能布局，不相适应的产业调整出来，让黄浦

江沿线有更多的供人们游览、休憩、亲水的景观地

带，有助于提升城市功能和城市形象，改善产业布

局，比在黄楼将生地开发显得更具意义[8]。

2013年北京园博会选址也同样经过更改。作为

园博会承办区，北京市丰台区首推北宫森林公园附

近地块，其生态修复基本完成，建设难度小。而第

九届园博会组委会认为，北京首次承办园博会应当

通过会展加速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雪中送

炭”，而非“锦上添花”，最终选定永定河西的建

筑垃圾填埋场作为园博会会址[9]。

2.4 基于风景林地开发的园林展区域选址

以风景林地开发为目标的园林展区域选址，一般

距市区较远，着重对旅游格局的完善，加强城区与自

然风景区的联系，风景林地开发的自然条件较好，在

一定成本上节省人力、物力，但对环境的治理方面作

用相对较弱。2006 年沈阳世园会选址于棋盘山风景

旅游开发区，距市区约 20km，自然条件优越，面积

广大，以原有植物园为依托，激活沈阳绿地系统的东

北楔。2014 年青岛世园会选址于城市中部李沧区百

果山森林公园，距离城区 15km。青岛作为我国著名

旅游城市，海滨风情与崂山景致分居南北，青岛世园

会选址很大程度上从旅游格局出发，以期形成山海之

间的和谐过渡，凸显“山城海”的城市特色（图 2）。

 

3 园林展区域选址评价体系的初步构建

园林展区域选址涉及城市发展水平、政策影响

与场地自然条件等等因素的影响，数据化、量化园

林展区域选址的各项影响因子，既可以帮助专业团

队更全面、更迅速地把握区位信息，做出最有利于

城市发展的判断，也便于信息公开，舆论监督，从

而促进全民参与，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3.1 基于城市发展目标的园林展区域选址评价体系

本文建议将园林展选址评价体系分为四个主要

部分，分别是：社会经济水平、规划策略需求度、

场地原始自然条件与特殊条件X（表3）。

首先，社会经济水平评价是针对城市是否有实

力保障园林展的圆满完成而设立的初步评估，该项

评价包括当年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地区生产总

值占全国GDP的比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一

级客源市场（万人）和城镇化率等，以期较全面判

断园林展建设投入对城市经济是否造成较大负担、

客源是否有保障、园林展对于城镇化率的效果。毕

竟，大型园林展的举办对于物力、人力是巨大的投

入，在城市发展尚未达到一定阶段，盲目跟风举办

园林展，若难以保障展区建设投入、市政设施改

善、展会宣传及安保，或缺乏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很可能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造成巨大的浪费。

规划策略需求度，是评价园林展选址是否符合

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包括城市总体规划需求

度、城市绿地系统需求度和产业转型需求度三个方

面，从更加宏观的视点、长远的角度观察园林展举

办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是否能够有效带动片区发

展，是否对城市整体生态环境有所裨益以及是否能

够有效置换落后产业。

场地原始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园林展

的基础投入与后期维护的成本，比如厦门园博会选

址在鱼塘基础上，水体维护成本高，增加了其后续

利用难度[7]。同时，若场地具有一定历史肌理，则

园林展相对更加易于形成自身文化特征。

最后，是特殊条件X，允许了选址时具有一定

灵活性。比如我国园林展以政府为主导，受政策背

景等影响较大，以1999年昆明世园会为例，当时的

昆明城市基础条件较弱，能够圆满举办世园会且获

得巨大成功，与国家的政策扶持有着密切关系。

3.2 园林展选址评价体系案例分析

以本文构建的园林展选址评价体系对比1999年

至2014年的四届世园会的社会经济水平、规划策略

需求度、场地原始自然环境和特殊条件X。

1999年昆明世园会与2006年沈阳世园会有一定

相似之处，两者当时的城镇化率在40-45%之间，举

办世园会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而言，最明显的效果是

推进了以交通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

世园会为标志性事件，激发了产业转型的速度。就

场地原始自然环境而言，昆明世园会选择在城市边

缘的绿化隔离带中，沈阳世园会选择在城市周边的

风景区内，都是用地限制较少、植被条件良好的地

2_沈阳世园会与青岛世园会选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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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于城市发展目标的园林展选址评价体系

1999昆明
世园会

2006沈阳
世园会

2011西安
世园会

2014青岛
世园会

1996 2003 2007 2010

当年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593.8
（1999年）

1602 2719.1 5666.19

地区生产总值
/全国GDP

0.66% 11.73% 7.87% 13.80%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8000 18963 24998

一级客源市场
（万人）

473
（市域人口）

336 541 350

城镇化率
42.01%

（2011年）
40%

68.8%
（2010年）

68.41%

城市总体规划
需求度

提前10年完成原定
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完善以交通设施为
代表的城市基础设
施，旧区改造，新
区建设

启动浐灞生态区三
期建设

打造腹地新兴
增长极

城市绿地系统
需求度

 　
西北首个国家级水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试点

偏重城市旅游
格局的完善

产业转型需求度
云南旅游业和商贸
业的发展契机

自重工业城市转型
生态城市

促进浐灞生态新区
第三产业建设

激发青岛东北
部旅游产业

场地面积（hm2） 218 246 418 241

水域面积（hm2） 30.00 　 188

植被条件 好，覆盖率78% 风景开发区，好
原始污染严重，

植被较差
好

历史文化  　 文化积淀深厚 　

X 　
极大促进西南区域
经济发展

　 　
国 际 形 象 良
好，节事经验
丰富

园
林
展
选
址
基
础
评
价
体
系

社
会
经
济
水
平

规
划
策
略
需
求
度

场
地
原
始
自
然
环
境

名称

申办完成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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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对于场地整理的工程量较小，人力、物力投入

也相对容易控制。当然，以当时的经济水平而言，

昆明市的经济水平明显弱于其他申办城市，而昆明

世园会获得持久且为人乐道的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

特殊条件X，即国家政策的重视，即希望借力昆明

世园会带动整个西南区域的经济发展（表3）。

2011年西安世园会和2014年青岛世园会申办

时，西安和青岛的城镇化率在65%左右，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已相对完善，城市经济水平较高。当时西

安世园会的选址类型是基于新区建设的园林展区域

选址，尤其是强调通过世园会的举办加强环境治理

水平，为浐灞生态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青岛世园

会偏重对城市旅游格局的完善，与西安借世园会开

辟城市转型道路的气魄相比，将世园会局限在建设

一座不同类型公园绿地的高度上，对世园会的后续

利用考虑略有不足，不能很好地激发世园会对城市

发展应有的潜力（表3）。

3.3 选址评价体系的核准程序

从城市发展目标出发的选址是否合理，不仅需要

依靠园林展前期分析，更需要通过后续利用的效果进

行验证。同时，对评价的核准还需要依靠专业知识与

经验。完全依赖于评价体系的构建，容易陷入对“更

大、更好”的片面化指标追逐，将复杂、多层次的选

址问题片面化，同样不利于园林展的发展。

我国世园会、园博会会址规模不断增大，既有

园林展效益受到社会认可的原因，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也存在政府片面追求数值的现象存在，如何对园

林展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的功能进行验证、量化，从

而有助于选址评价体系的完善，将是针对园林展的

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图3）。

4 结语

园林展并不只是一届展览，或者一片展览过后

的城市绿地。园林展是城市发展的催化剂，通过园

林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绿地系统，

促进城市新区发展，改善城市结构，使城市环境优

美宜人，从而吸引人才、吸引投资，促进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比单纯地增加一个旅游景点要意义重大

得多[1]。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园林展选址评价体系，对

我国园林展总体发展来说，有助于梳理园林展选址

的历史脉络，为未来的园林展选址提供参考；对申

办城市而言，则可以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预估园

林展选址是否能够切实地满足后续利用的要求，在

多个选址方案中选取最优解。

3_历届世园会、园博会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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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越来越重

视，国家住建部自1992年发起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在此机遇

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我国各地争相参与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的创建工作。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是现代城市

文明的重要内容与标志，生态园林城市是城市生态

化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

的人类居住形式。在此基础上，园林展成为一个备

受关注的话题，将要举办的“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更成为自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后又

一个园林园艺方面的社会热点。

园林展是以园林园艺展示为主题的节事性展览

活动，是一个促进园艺事业交流发展、提高行业

整体水平的平台，同时还提升了公共空间的质量，

提供花园与城市融合的可能性，为举办地带来相应

级别的城市发展和综合效益。包括国际级别的国际

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园会），国家级别的不同名称

的园林博览会（简称园博会）以及地市级的园林博

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园林展举办的目的和作用

李璇  张诗阳 / Li Xuan  Zhang Shiyang

【摘  要】园林展，即园林节或园林博览会，是有着强烈园艺主题和表现的城市事件，有着提升公民生活质
量的重要作用以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质量的演示性潜力。随着国家对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重视，全国各地都
在积极申办园林展。然而我国园林展还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虽然一次成功的园林展可以为城市带来诸
多方面的收益，但是园林展展后利用的好坏可以很明显的影响未来城市的发展。
本文从园林展在区域更新层面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城市新区的发展，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绿地系统优化以
及衰落地区恢复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总结。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国家园林展中的一些优秀案例的选
址、会后用地性质以及会后利用模式等各方面内容，并对园林展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以总结其在推进区
域更新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及对未来我国举办园林展的启示。

【关键词】园林展；区域更新；场地会后利用；城市建设

Abstract: A garden show, called garden festival or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is a fair with strong garden and 

horticultural theme and presence, 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itizens’ life and a 

demonstration potential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urban public space.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garden city across the country, everywhere in China is actively bid for the garden show. However,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stage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regard to garden show. Although a successful garden show 

can bring benefits to the city in many aspects, after the garden show, whether it is in good or bad use can clearly 

influenc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n the level of area update of garden show,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and summarized in five aspects: 

the effect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areas,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space syste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decline area. Through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garden 

shows in different countries,this paper has done the case study and summarized the location, the land use after the 

show and the mode of after-use; and has concluded the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horticultural EXPO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vancing garden shows on the regional level.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future 

garden shows in China.

Key words: Garden Show; Area Update; After-use; City Construction

城市区域更新视角下的园林展展后利用研究
After-use Of Garden Show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rea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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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逐渐融入到城市尺度的发展之中，开始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作用。世园会为我国的经

济、文化、旅游、环境等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体

现了一个国家对于生态绿地景观美好的憧憬，也是

构建生态园林城市的核心因素[1]。

二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园艺博览会规模扩大，

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园艺博览会对城市发展产生的

深远影响。展会期间往往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参

观，不仅带来了丰厚门票收益，还给场地带来极高

的知名度。通过园林展的举办，给场地带来更多的

关注，带来更高标准的园林绿地，成为一个推动举

办城市、举办地块发展的催化剂，带动园林展举办

地块及其周边区域的更新。

本文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国家园林博览会中一些

优秀案例的选址、会后用地性质以及会后利用模式

等进行归纳总结；对园林博览会的内容和特点进行

概括，总结其在推进园林展的区域层面的可持续发

展及对未来我国举办园林博览会的启示。

2 园林展与区域更新

2.1 概述

自二战结束以来，现代园林展经历了60多年的

发展，其作用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影响也越来越

大，尤其在促进城市建设和区域更新和发展方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现代园林展是从德国战后开始，以

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公园为起始点，成为一个具有重

大作用的专业级别的大型园林园艺博览会。在此期

间，政府和规划部门也逐步借助园林展这个平台，

促进更大程度上的城市发展[2]。

2.2 园林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2.2.1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园林展是城市建设的发

动机

二战后，德国为了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开始

重建城市，这成为了现代园林展的开端。1951年德

国汉诺威联邦园林展（BUGA）利用园林展修复了

战争破坏的公园绿地（Stadtpark），园林展成为

了战后公园绿地重建的发动机。在1951年至1961年

的十一年间，德国先后举办了六次园林展，其中有

五次都是选址在原有的公园绿地上，设法通过园林

展完成公共绿地的战后修复工作。1953年汉堡国际

园林博览会（IGA）掀起了整个城市的重建热潮。

1955年卡塞尔联邦园林展，促进了私人在该市的投

资，使得老城得以改造，园林展选址在一个古老的

巴洛克公园，使得这个在二战中受到严重破坏的18

世纪公园得以修复。1960年荷兰鹿特丹举办了第一

届国际园林展（Floriade）,它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

公园的同时，也扩大并升级了原有的公园[3]。

  

2.2.2 促进城市新区的建设

一次成功的园林展不仅能在展会期间吸引大批

游客，还能为主办城市和地区带来巨大的声誉，为

城市落后的地区、设施不完善地区或未开发地区的

振兴和发展提供契机。对于居住在场地周边的市民

而言，园林展还为他们带来了舒适的居住环境，促

使展会场地及其周边地块的发展，提高区域地块的

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

一个指向标。

1992年的荷兰国际园林展（Zoetermeer镇）选

址在一个原有的公园，它扩大了其公园绿地的范

围，创造了吸引人的绿地景观，其通过园林展来发

展小城镇和城镇的新居住区。2002年荷兰阿姆斯特

丹园艺博览会（Haarlemmermeer新区），作为阿

姆斯特丹和哈勒姆市的绿色缓冲区的永久性公共绿

地，园艺博览会使机场的开拓得以缓冲，并限制了

社区无止境的发展。2005年德国联邦园林展（Reim

新区）通过整合慕尼黑外围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

在机场旧址上建造Reim新城，恢复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为新区带来了资金与活力，并将其规划成为一

个集贸易、商业、居住和自然区域的结合体[4]。

 

2.2.3 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

园林展的举办可以促进园艺行业的发展，展示

国家发展的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利于城

市旅游业、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

且将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园林展的强大吸

引力，在展会期间可以吸引到数以百计的人流，为

举办城市带来丰厚的回报，使其成为一个热门旅

游地[2]。与此同时，园林展还推动了城市环境的改

善，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促进了城市和区域的

旅游发展。

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国际认证的A1

级别的园林博览会，它的成功使云南省产业得到革

新，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改革，并以云南新形象走

向世界，推动了云南旅游休闲产业。2003年荷兰园

林展（Gronau与Losser镇），通过改造和更新荒

废的纺织厂环境，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为城市带

来新的发展机会，唤起了新的城市生活。它将原有

纺织厂建筑改造成为文化、商业和休闲的设施，在

公园周围建造了新的城市建筑，特别是住宅，带动

了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2006年沈阳世界园艺博览

会，通过园林展，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开始向新型

的生态城市发展，构建了城市新形象，促进了沈阳

的旅游产业发展，并使得旅游业成为沈阳的新支柱

产业[5]。

 

2.2.4 完善城市绿地系统

随着一些重要生态思想的产生，如麦克哈格的

生态理论，以及70年代初联合国提出的MBA计划，

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生态系统问题。园林展则成

为了一种可以增加和促进绿地建设的重要手段，来

完善城市绿地系统[4]。

1983年慕尼黑国际园林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

子。慕尼黑其实并不缺少城市公园用地，但是城市

绿地分布却非常不均匀。城市的西南部缺乏开放的

休闲空间，20多万人口密集的居住区没有一处公园。

这次园林展带来了在城市西南部建设绿地和城市开

放空间的机会，改善了空间环境，造福市民。1993年

斯图加特国际园林展在恢复战后古老的公共公园的

基础上继续发展，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调

整了城市绿化结构和开放空间。除了慕尼黑和斯图

加特，1981年卡塞尔联邦园林展、1995年科特布斯园

林展都体现了园林展有完善城市绿地系统的作用。

1_�1960年荷兰鹿特丹国际园艺展（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

wiki/Floriade_1960）

 1 

2_�1992年荷兰园林展促进了新居住区的建设（图片来源：http://

zoetermeermijnstad.nl/?tijdlijn=floriade#.VcwSM0K4w0c）

 2 

3_�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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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衰落地区的恢复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块随着产业兴衰，

也逐步走向衰落，成为城市废弃地，给周边地区带

来许多负面影响。相当一部分园林展并不是在原有

公园绿地上举行，而是选址在这些废弃地，新建的

园林展则承担了改造和更新这些场地的工作，起到

带动衰落地区恢复的作用。

1997年格尔森基尔联邦园林展选址在北星公

园，就是借助园林展在原有的矿场基础上，加以生

态改造，并保留部分工业设施等遗迹，作为绿色开

放空间。1999年Oberhausen州园林展以及2002年

Eberwalde州园林展把废弃的地区重新整理，建成

绿地，改变了原有工业的恶劣环境，也给地块周边

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机。2005年Leverkusen州的园林

展使垃圾地获得了新生，城市也因园林展的建造，

公园与莱茵河重新建立了联系。

 

3 国内外园林展实例分析

3.1 德国园林博览会与区域更新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举办园林展的国家之一，也

是战后园林展的发源地。德国园林博览会最初是以

恢复和改造战后被摧毁的城市公园及其周边区域为

主要目的。

1953年、1963年、1973年在汉堡共举办了三次

国际园艺博览会，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恢复和扩展位

于汉堡市中心的Planten un Blomen公园，并保留

了其古老的元素和痕迹。从1979年的德国波恩园艺

展开始，经过1983年的慕尼黑国际园艺展，到1993

年的斯图加特国家园艺展，德国的园林博览会逐渐

成为改造和恢复衰落城市发展区的利器[6]。

在德国，园林展对区域更新的影响从单纯的战

后修复被破坏的绿地发展到旧有绿地的升级，完善

基础设施的手段；从改造老旧城区，提升城市空间

活力，恢复衰落地位又逐渐成为实现对绿地系统的

完善；从产业结构调整遗留下的工业废弃地改造到

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对于城市空间结构有重要的

意义。发展至今已成为现阶段的城市开发及新区建

设的一种途径。 

3.2 荷兰园林博览会与区域更新

荷兰的园林展也是园林展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成

功案例。它的举办为市民提供了公共空间，开辟了

城市公园，还开发了新的城镇。荷兰从早期跟随德

国的脚步，尝试借助园林展重建被破坏的公园，到

之后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

1960年鹿特丹园艺展是荷兰举办的第一届园林

博览会，通过园林博览会提升和扩展了因战争而遭

到破坏的鹿特丹Nieuwe Maas河畔公园。1972年

和1982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园艺展通过展览后展会设

施的全部和部分的保留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日常生活

不可或缺的绿色空间。1992年祖特尔梅尔国际园艺

展，满足了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迅猛增长的需求，

约有2/3的土地被用作居住区开发，其余的被留下

作为绿地空间用于城市与林带的缓冲，为城市留

下公共空间用于开发。2002年哈勒姆梅尔国际园艺

展，同样促进了城市新区的建设。

荷兰园林博览会在前三届主要是恢复在战争中

遭到破坏的场地和河滩地，在后两届则调节城市和

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新区建设。

3.3 英国园林博览会与区域更新

英国国家园林展是英国工业城市大量废弃区域

文化复兴和重建的一部分。受德国园林展用于修复

战后破坏地的影响，英国园林博览会从一开始就是

建立在修复和改造衰落的工业废弃地基础之上的，

以进行二次开发。不同于德国和荷兰，英国的园林

展更多的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

内城复兴以此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会比较

商业化，使得英国的园林展并没有太关注于园林园

艺本身。

从1984年利物浦国际园林节开始，共举办了5

次。然而由于政府权力的削弱以及当时经济的影

响，英国的园林展并不是那么成功。例如1984年第

一届利物浦国际园艺博览会，因为政府的干涉，使

得本打算用作公共区域和住宅的场地一直没得到建

设，到后期几经转手，场地逐步衰落，虽然在20年

后恢复了生机，但是当年园林博览会带给场地的效

益和声誉早已不复存在。另一个例子是1988年的格

拉斯哥园林节，在展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政府

打算开发土地时，经济却严重下滑，因此只开发了

部分地块。等到有资金可以重新开放时，却已经过

了4年，场地早已和展会刚刚结束时大相径庭。在

1992年10月埃布韦尔国家园艺展闭幕后这项节事性

活动被彻底取消了。

虽然从总体上来说英国的园林展并没有达到

其预期的效果，从其初衷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而

言，它的作用也没有预想的大，但是在场地短时

期生态的处理和恢复、河流污染治理方面都有良

好的效果。

3.4 法国园林博览会与区域更新

法国于1969年开始第一次举办了由BIE认可的国

际园艺展。其中第三届使历史风景园得到恢复与发

展，并保护和更新了代表第二帝国时期的建筑物。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园林展——Chaumont-sur-Loire国际

园林展。法国自古有着深厚的园林传统，其举办园

林展主要是为了通过当代设计师的工作促进艺术的

4_�1983年慕尼黑国际园林展成为解决城市西南部缺乏公园绿地问题的

手段（图片来源：http://bundesgartenschau.de/）

 4 

6_�Planten�un�Blomen公园（图片来源：http://plantenunblomen.

hamburg.de)

 6 

5_�1997年格尔森基尔联邦园林展�(图片来源：http://bundesgartenschau.de)

 5 

7_�2002年哈勒姆梅尔国际园艺展（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

wiki/Floriade_2002）

 7 
8_�利物浦园林展平面图（图片来源：http://www.flickr.com）

 8 



030
园
林
园
艺
展
览·

G
A

R
D

EN
 EX

PO

031
园
林
园
艺
展
览·

G
A

R
D

EN
 EX

PO

发展，以启发新的设计思想，吸引公众参与以及对

园林的热爱，因此在对城市发展以及区域更新方面

表现并不明显。

  

  

3.5 中国园林博览会与区域更新

自1999年云南昆明第一次举办世界级的园艺博

览会后，开启了中国举办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

园林展的大门。这次园艺博览会为云南省在城市发

展方面带来了巨大收益，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

整。2006年的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改善并美化了沈

阳的城市环境，展后还将世园会作为棋盘山风景区

开发的一部分进行资源整合，提升了城市形象，带

动了沈阳旅游业的发展，并实现了沈阳从重工业为

主的老工业基地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

市的转变。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两届国际级别的园林园艺博

览会，中国还有举办了多次国家级别和省级的展览

9_�每一个小展园都表现出了设计师的创意（图片来源：http://www.

domaine-chaumont.fr/festival_festival）

 9 

会。目前国家级别的园林博览会有三类：由住建部主办的中

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简称园博会）；由全国绿化委员会

和国家林业局主办的中国绿化博览会（简称绿博会）；由中

国花卉协会主办的中国花卉博览会（简称花博会）。一些省

份也有自己的园林园艺方面的博览会。在这些园林博览会展

览期间，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园博会所

在地，它有力地刺激了城市商贸、旅游服务和环境景观的发

展，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如2007

年举办的厦门园博会将环杏林湾地区打造成了未来城市的新

区，园博会的举办促进了厦门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及杏林湾

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还促进了岛外城市化的进程，充分带

动了周边房地产的开发。

我国召开园林博览会主要是为了城市转型以及新区开

发，因此选址大多在与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的新区或风景

区、开发区内，以发展当地旅游产业。当园博会场地建成

后，周边地区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带动了房地产业的

发展。

4 结论

二战后开始的半个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园林展，已经

从最开始的修复破坏地建设绿地发展为综合的带动整个区域

的更新。它越来越关注城市的综合发展。虽然它给举办城市

带来巨大的发展，但是并不意味着可持续的经济效益，许多

世界级别的园林博览会都遭遇了会后场地荒芜无人问津，展

后由于游客大幅度的减少，投资方受到经济方面的压力，承

担不了高额的管理维护等诸多因素，会址变得破败，重现废

弃状态。在中国，园林展还处于发展期，大多数展园在展会

后都保留了展会期间的建设成果。园林展在促进了城市建设

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后期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高

额的维护费用也使得场地在展览结束后使用率低，维护不到

位等。

园林展的举办应该权衡各个方面的问题和条件，而不应

该盲目随大流申办园林展，给城市带来负担。虽然园林展在

改善生态环境、带动地块发展、吸引投资、促进建设以及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些都是在相关

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园林展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起到了催

化剂的作用。希望在今后申办园林展时，政府决策者、设计

师以及展会相关管理者都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平和的心态对

待，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全面考虑园林展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
10_�2006年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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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战后德国面临的城市伤痕

城市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密不可分，城市

是人类塑造出来的产物，经过千百年人类的聚集，

迁徙，繁衍，不同类型的城市遍布在全世界各个角

落。然而战争的爆发，瘟疫的散布，人类肆意的拆

除和重建带给城市不同程度的伤痕，有些得以修

复，有些成为废墟，有些得以保留展示，有些被迫

拆除。在德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一条“分裂，统

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

起”的曲折前进道路，对于德国城市建设和发展而

何伟 / He Wei

言同样如此[1]。

对于德国近代城市建设历史而言，最严重的莫

过于二战的爆发。二战摧毁了很多德国重要的工业

城市，二战后欧洲一片荒芜，柏林75%的建筑被炸

毁[2](图1)。

变成废墟的城市是惨遭蹂躏的最明显证据，它

们成为对战争之悲惨的普遍视觉速记。由于大多数

破坏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结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

（估计有2500万苏联人，2000万德国人—其中仅汉

堡一地就有50万），遍地瓦砾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

地提醒人们，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图2)。但这并

不是仅有的例子。在西欧，交通和运输遭到严重破

坏[2] (图3)。

由此可见德国作为二战战败国所承受的代价是

何等惨重，数以亿计的人居无定所，山河破碎，满

目苍夷。想要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重

振经济、教育、文化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都

是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城市基础之上，因此城市的复

苏建设首先着手启动。

2 德国城市建设形成的老旧伤痕

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留下或多或

少的老旧社区、工业废弃场地—棕地、残破的公

园、绿地等等[3]。这些老旧伤痕成为城市环境的不

良因子，带来阻碍交通、影响市容、影响市民活动

等等问题。

棕地是工业留给城市的“遗产”，是遗留有污

染物的土地，同时也是一批可以再开发利用的财

产，只是这笔财产的真正价值被一些可见的或潜在

的危险和有害物质所掩盖。

德国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发展经济的国家，很多工

业的进行都是以重金属、各种化学物质、矿物质等为

主。而废弃的重金属污染、电子产物、石化有机污染

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严重侵蚀了土地。很多废弃的

工业用地都被视为污染源持续污染着土壤及周围的环

境，这样的伤痕对于城市的综合发展而言无疑是百害

而无一利。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经济的复苏，对于

棕地的再开发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将一片以工业垃

圾及废旧工厂为主的土地设计成为供市民娱乐休闲的

场所，成为棕地改造的绝佳方式。

【摘  要】当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更老迭新。战争的爆发留给城市满目疮痍，城市的发展留下不
同程度的老旧社区及公园，也留下一些经过工业废弃的棕地。这些被破坏过、遗弃过的场地成为城市伤痕。
在城市修复层面，德国将联邦园林展与修复城市伤痕结合到一起，形成其独有的城市伤痕文化。本文通过梳
理1951年至2013年联邦园林展的举办目的及发展趋势，重点选取以修复城市伤痕为目的的联邦园林展进行
深入研究。同时，二战后德国联邦园林展的举办对德国城市建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中国现阶段如何合理
选择举办园林展场地及策划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风景园林；二战；城市伤痕；联邦园林展；城市修复

Abstract:  It is bound to be upd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War  left the city with ru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left old communities and parks as well as abandoned brownfield. Those areas witch were 

destroyed, abandoned became the city's scars. In the field of city restoration, German government linked the federal 

garden show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city scars. Through research the purpos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ederal 

garden show from 1951 to 2013,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l garden show for the purpose 

of  restoration of the city. Meanwhile, after World War Ⅱ, the German Federal garden show has brought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erman city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 at present stag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World War Ⅱ; bundesgartenschau; City Restoration

从城市伤痕到德国联邦园林展
From The City Scars To Bundesgartenschau

3 德国联邦园林展

3.1 德国园林展的开端

在德国，园林展的开办由来已久。1907年，德

国曼海姆市为纪念建城300周年，举行了大型国际艺

术与园林展览。这一届园林展成为德国园林展的里

程碑，从此园林展深入人心（图4）。这以后，德

国又举行了多次园林展。主要的有1929年在埃森和

1939年在斯图加特的园林展[4]。二战之前的德国园

林展主要以展览展示园林园艺的产品、展示举办城

市特点等为主要目的。但是从1939年至1945年，以

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

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了

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爆发摧毁了德国很

多城市，延缓阻碍了城市建设。园林展的开展也因

为二战的爆发而中断，直至1951年，繁重的城市重

建工程中才加入了园林展，联邦德国园林展也因此

成系列地展开。

 

3.2 德国联邦园林展回顾

从1951年开始德国联邦每两年举行一次联邦园

林展bundesgartenschau（简称BUGA），联邦园

林展由德国园林协会组织举办，目前为止已经举办

了33届。联邦园林展作为德国大范围的综合性园林

展览影响甚广，举办主要展出有关自然和园林的展

品。从1953年开始，展览每隔10年邀请一些国家的

园林界加入，称为国际园林博览会（international 

gartenbauausstellung，简称IGA）[5]。

德国联邦园林展从1951年开始至2015年已有64

年。从历史的发展看64年的时间仅仅占据德国园林

 1  2  3 

1_�二战后的柏林（图片来源http://www.

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212/19/

content_7519191.html）

2_�空袭后的汉堡市，照片中可以看到空袭后

建筑物的废墟（图片来源http://news.cctv.

com/science/20080716/101998.shtml）

3_�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空袭后的吕贝克市（图片来源

http://news.cctv.com/science/20080716/101998.

shtml）

4_�曼海姆园艺展上莱乌格设计的花园（图片来源 h t t p : / /

bundesgartenschau.de/buga-iga/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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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一小段，但是园林展的开始和发展为战后德国

园林注入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和方向。每一届联邦园

林展的举办都有其特殊意义和目的，从举办城市、

选址、方案的确定等等一系列程序都是由德国园林

协会深思熟虑后确定，每一届的举办对于举办方而

言有着多重意义：为举办城市新增添一片可供人活

动参与的绿地；通过引资筹建吸引更多商业媒体，

促进举办城市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展览活动凝聚人

们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和信心；提高举办城市的知名

度，提高旅游发展。因此在德国，各个城市对于举

办联邦园林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4 以修复战后城市伤痕为目的的联邦园林展

开展联邦园艺展览的想法来自于对于美好环境

的需求，对伤痕累累的地球重新获得生机的向往，

和对战争恐惧的安抚。

1951年的汉诺威德国联邦园林展BUGA是德国

历史上第一届园艺博览会。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战争带来的损害在战争结束的六年后依然存在，包

括汉诺威。汉诺威联邦园林展的目的是带给德国

民众在被战争摧毁的德国重新开始的勇气。同时

通过举办这样的园林展带给人们更加积极、正面的

影响。建筑和城墙被修复，大量的鲜花的栽植以及

道路和水景的建造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美好

生活的渴望，也使得城市的复苏得到人们大力支持

（图5）。从其海报中手拿铁锨的向日葵可以看出德

国人民对于重建城市信心的诉求，也是对于建设美

好未来的期望，用举办园林展的方式鼓舞人们建设

新的家园。

第一届德国联邦园林展的成功开始为今后园林

展的开展做了很好地铺垫，从第一届到第六届，每

一届的联邦园林展都是围绕修复战后城市伤痕为主

要目的。

1943年，汉堡遭受了非常沉重的轰炸灾难，城

市大部分被摧毁。在第二届汉堡的园林展中，吸引

了500多万人前来参观，和第一届相比人数将近翻了

三倍，这也说明了第一届联邦园林展在全国引起的

影响力。第二届联邦园林展基址选到了一处汉堡知

名公园“Planten un Blomen”中（图6），从侧面

也反应出了规划方对旧城重获生机的渴望和期待。

在此次联邦园林展后汉堡也逐渐恢复壮大，重新成

为国际大都市。

表1：德国联邦园林展一览表

期届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天数(d) 面积（hm2）

第一届 汉诺威BUGA Hannover 1951.4-10 187 21

第二届 汉堡IGAHamburg 1953.4.10-10 165 35

第三届 卡塞尔BUGA Kassel 1955.4.29-10.16 171 50

第四届 科隆BUGA Köln 1957.4.29-10.24 179 48

第五届 特蒙德BUGA Dortmund 1959.4.30-10.17 171 60

第六届 斯图加特BUGA Stuttgart 1961.4.28-10.15 170 70

第七届 汉堡IGA Hamburg 1963.4.26-10.13 171 76

第八届 埃森BUGA Essen 1965.4.29-10.17 172 80

第九届 卡尔斯鲁厄BUGA Karlsruhe 1967.4.14-10.23 193 90

第十届 多特蒙德BUGA Dortmund 1969.4.25-10.12 171 70

第十一届 科隆BUGA Köln 1971.4.29-10.24 179 70

第十二届 汉堡 IGA Hamburg 1973.4.27-10.7 164 76

第十三届 曼海姆BUGA Mannheim 1975.4.18-10.19 185 26

第十四届 斯图加特BUGA Stuttgart 1977.4.29-10.23 178 44

第十五届 波昂BUGA Bonn 1979.4.27-10.21 178 100

第十六届 卡塞尔BUGA Kassel 1981.4.30-10.18 172 235

第十七届 慕尼黑IGA München 1983.4.28-10.9 165 72

第十八届 柏林BUGA Berlin 1985.4.26-10.20 178 90

第十九届 杜塞尔多夫 1987.4.30-10.11 165 70

第二十届 法兰克福BUGA Frankfurt 1989.4.21-10.15 178 90

第二十一届 多特蒙德BUGA Dortmund 1991.4.26-10.20 178 70

第二十二届 斯图加特IGA Stuttgart 1993.4.23-10.17 178 100

第二十三届 科特布斯BUGACottbus 1995.4.29-10.8 164 76

第二十四届 盖尔森基兴BUGA Gelsenkirchen 1997.4.19-10.5 170 100

第二十五届 马格德堡BUGAMagdeburg 1999.4.23-10.17 178 93

第二十六届 波茨坦BUGA Potsdam 2001.4.21-10.7 170 70

第二十七届 罗斯托克IGA Rostock 2003.4.25-10.12 179 100

第二十八届 慕尼黑BUGA München 2005.4.28-10.9 165 190

第二十九届 格拉BUGA Gera 2007.4.27-10.14 171 90

第三十届 施威林BUGA Schwerin 2009.4.23-10.11 172 55

第三十一届 科布伦茨BUGA Koblenz 2011.4.15-10.16 185 48

第三十二届 汉堡IGA hamburg 2013.4.26-10.13 171 100

第三十三届 哈维尔地BUGA Havelregion 2015.4.-10 - -

 5  6  7 

5_�1951年第一届德国联邦园林展BUGA宣传

图（图片来源http://bundesgartenschau.de/

buga-iga/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6_�第二届德国联邦园林展IGA宣传图（图片来

源http://bundesgartenschau.de/buga-iga/

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7_�1957年第四届德国联邦园林展BUGA宣传

图（图片来源http://bundesgartenschau.de/

buga-iga/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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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德国联邦园林展在卡塞尔开展，曾经居

住区集中的城市卡塞尔在二战中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战争中炸毁了将近70%的城市。汉诺威BUGA联

邦园林展和汉堡IGA国际园艺博览会带给了卡塞尔

市举办联邦园林展的勇气。在战争结束的十年后，

将位于古巴洛克公园旁边的Karlsaue做为园林展的

选址。战争十年之后，修建一座巴洛克式公园对于

处于伤痛之中的卡塞尔市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四届BUGA和第五届BUGA德国联邦园林展

分别是在科隆和特蒙德举行，经过前三届的顺利成

功举办，从第四届开始德国联邦园林展的举办和开

展开始逐渐稳定，园林展基址的选择和规模等有了

很好的参考（图7）。从海报中第一届表情严酷手持

铁锨的向日葵到第四届抱着鲜花的微笑工人，战争

的阴霾已逐渐散去，园林展的举办目的也开始逐渐

转变。

第六届联邦园林展BUGA在斯图加特举行，在

斯图加特首次举办联邦花园展不再是以清除战争破

坏为前提。在斯图加特市创造新的公共绿地符合时

代的精神。以市中心有600年历史的工厂及中层城堡

花园作为此次联邦园林展基址。园林展的开展完全

推翻了原有场地的肌理，譬如原来的椭圆规模的斯

图加特王宫被转换成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这标志

几何形状的宫廷花园的现代化，也是园林从古典向

现代转变的一次尝试。第六届联邦园林展作为以战

后伤痕修复为目的的联邦园林展过渡到新型联邦园

林展的过渡，成功地影响了后面几届联邦园林展的

举办。

5 以修复城市老旧伤痕的联邦园林展

从第七届德国联邦园林展开始，园林展举办不

再主要围绕修复二战后城市伤痕为主要目的展开。

从二战结束到1963年在汉堡举行的第七届德国联邦

园林展已有18年的时间，城市复苏工程基本完成，

人们开始追求更现代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城市环

境。因此从第七届德国联邦园林展至今，园林展的

举办更多以更新城市环境、优化城市环境、创造崭

新城市环境为主要目的，每一届园林展都在创造宜

居、宜行、宜游的人居环境。

历届联邦园林展的举办主要以展览展示各类花

卉产品、园林植物等为主要目的，每一届园林展的

成功举办都为举办城市带来了超出其本身的附加价

值，城市的环境建设得以更新，城市的影响力得

到推广的同时，带动了旅游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

展。第七届之后的联邦园林展中有十三届园林展的

选址都是老旧社区、棕地工厂公园。第七届在汉堡

举行的园林展赋予老植物园新的内容，新建了大型

温室，此外也修复了战后破损城墙。第九届联邦园

林展的选址在卡尔斯鲁厄的城市中心，园林展重新

赋予卡尔斯鲁厄社区新的内涵，为人们提供了更多

现代化的娱乐和休闲空间（图8）。对于市中心被选

定为城堡和城市公园的原因，策划者们给出了一个

维护两个系统原有特色的理由。在此次园林展开幕

后不久，就获得了每一个卡尔斯鲁厄人的好评。

第十届的联邦园林展在鲁尔大都市的第一大铁

矿多特蒙德展开，此次园林展不仅充分利用了废弃

铁矿的场址，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处可以长久使用的绿

地，其中至今保留的玫瑰花园依旧在新增玫瑰新品种，每年

吸引大量游人前往（图9）。棕地作为城市伤痕大量被人们

遗弃，将花园展与棕地改造结合到一起，达到双赢的目的。

6 德国联邦园林展对于修复城市伤痕的意义

城市伤痕的出现具有阶段性和人为性的特点，对于社会

的进步和人居环境的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危机[6]。不同的国

家和民族对于类似战争和城市遗留老旧场地带给城市的伤痕

文化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手法，对于德国而言，方式之一

是通过联邦园林展与城市伤痕形成关联，赋予这些伤痕以城

区功能，解决城市与伤痕之间的割裂问题,提升伤痕所在场

地的土地价值。

联邦园林展的计划和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经过德国

国家园林协会及相关负责单位精心探讨策划后得出，它最初

的目的是为了抚平城市中遗留的战后伤痕，辅助城市建设工

程更顺利进行，同时通过这种大型的、公众参与的项目激活

市民对新生活的积极心态。可以说这样一种展览性公园的长

期举办不仅可以抚平城市遗留伤痕问题，更多的是提供一种

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象征性景观代表。每一届联邦园林展

在德国的顺利举办都是一本万利的事件，理性的场地选取、

科学的规划策划、合理的景观规划、有序的施工为举办方带

来的不仅是一片新时代绿地，还能带动多方经济产业同步开

展、扩大城市影响力、为市民提供一处长期可以使用的活动

场所。

二战后参与城市复苏的国家很多，中国也投入了极大的

物力、人力、财力进入到修复城市和重建城市的队伍。中国

近年的园林展、园艺展呈现出雨后春笋的建设之势，举办了

很多大型的、小型的不同类别的园林展。很多园林展的开办

仅仅是为了城市建设一片新型绿地或者是追求其时效性的短

暂效益，有些小型的园林展选取场地多是在天然绿地或是未

经人为破坏的场地，这样的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相对城

市很多急需处理的场地而言这些绿地应该首先给予保护。

德国举办联邦园林展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最急迫

的需求。初衷是为了修复战后被毁坏的城市，平复战后市民紧

张情绪。对基址慎重的选择和积极的应对让每一届德国联邦园

林展都熠熠生辉，国内园林展在对场址的选择上也应当有更多

地考虑。在解决城市伤痕的修复问题时，选择建设园林展不仅

能够修复城市伤痕、带给城市更多绿地、赋予场地新的价值，

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影响力，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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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1967年第九届德国联邦园林展BUGA局部实景图（图片来源http://

bundesgartenschau.de/buga-iga/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9_�1969年第十届德国联邦园林展BUGA局部实景图（图片来源http://

bundesgartenschau.de/buga-iga/bisherige-gartenschau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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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个收集、储存、分

析和传播地球上关于某一地区信息的系统。是一门

综合性学科，结合地理学与地图学以及遥感和计算

机科学，已经广泛地应用在不同的领域，是用于输

入、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数据的计算机系

统。GIS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它可以对空间

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GIS技术把地图这种独特的

视觉化效果和地理分析功能与一般的数据库操作

（例如查询和统计分析等）集成在一起。

GIS以其强大的地理信息空间分析功能，在景观

规划设计项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的发

展与景观设计领域的实践是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

强大、灵活的决策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技

术能够应用于科学调查、资源管理、财产管理、发

展规划、绘图和路线规划等各方面，国内外许多景

观设计相关的行业也正在接受这一技术。

笔者在参与进行广西第六届园林园艺博览会园

吕丹  任蓉 / Lv Dan  Ren Rong

它也是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目的是提高广西园林绿化和

生态建设水平、改善广西城市环境和形象、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引领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走出一

条广西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子。每届园博会确定不

同主题，展会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式、室内展、室外

展、园林园艺行业发展论坛、园林园艺行业建设新

工艺推介及经贸洽谈、闭幕式等。园博会结束后，

园博园将作为城市公园永久保留。 

1.2 城市概况

梧州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市，是一座有着2100

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城，是广西东大门，地处“三圈

一带”（珠三角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大西南经

济圈和西江经济带）交汇节点，自古以来便被称

作“三江总汇”、“两广咽喉”，是中国28个主要

内河港口城市之一，是中国西部地区十二省（区、

市）中最靠近珠三角地区和粤港澳的城市，也是连

接珠三角与北部湾的主要通道城市。是国际旅游目

的地和游客集散中心。

1.3 基地概况

1.3.1 地理位置

本次园博会拟定园址在梧州市苍梧县龙圩镇恩

义村，隶属规划建设中的苍海新区。总规划面积296 

hm2，包括苍海北部局部水面、苍海西岸已建成的

苍海公园、苍海西北岸线、以及苍海东岸皇冲顶森

林公园部分用地。

该选址具如下得天独厚的条件：选址紧挨苍海新

区中心水面苍海，便于造景、借景、对景和引水灌

溉；选址便于与未来皇冲顶森林公园和东山旅游休闲

度假区的衔接，从而带动整个苍海新区的旅游业、服

务业、地产业等，有利于园博园的永续利用和发展；

选址依山傍水，与梧州市正在全力打造的“绿城水

都、百年商埠”城市风貌相吻合，有利于办成一届有

效利用梧州自然山水地貌，亟富浓郁梧州地域文化特

色的园林园艺博览会；选址东接东部山体旅游度假

区，南至苍海湿地公园，西临苍海新区中央商务区

和苍海运河出水口蝶恋苍海景观广场。 

1.3.2 内外交通

项目基地离梧州市中心约6km。梧州地理区位

四通八达，共有7条高速公路，1条高铁线路，5条国

【摘  要】以《广西第六届园林园艺博览会园区规划》为例，介绍了GIS技术在城市景观规划中的应用。分
析了景观规划设计中重要因素，根据主要因素的分析结果确定园艺博览会各展区的空间分布。

【关键词】GIS；空间布局 

Abstract: Take the landscape planning of the sixth guangxi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for an example; it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landscape planning in the city. analyzed the key factors in landscape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decided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exhibitions in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Key words: GIS； Space distribution

GIS分析技术在城市景观规划中的运用
——以广西第六届园林园艺博览会园区规划为例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Landscape Planning In The City
Take The Landscape Planning Of The Sixth Guangxi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For 

Example

区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用GIS技术进行了一些技

术指标分析，给规划设计过程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使规划设计更加科学合理化。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主办的，是广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内容最

丰富的园林园艺行业综合性盛会。该会以广西深厚

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底蕴为基础，每年一届，在

广西14个城市轮流举办。2011年在柳州市成功举办

了首届园博会，其后桂林、南宁、北海、百色各举

办了一届，2015年4月在梧州举办了第六届园博会。 

园博会的宗旨是：提高广西园林绿化和生态建设水

平，促进全区园林绿化建设和园林产业跨越式发

展，全面展示广西园林园艺成果，创建生态园林园

艺发展平台，加强园林园艺科技文化交流。同时，

道，9条省道（规划）。项目对内对外交通便利，

主要依托西侧城东五路和北侧苍梧一级路。项目

选址距离梧州南高铁站6km，距离梧州城市航站楼

13km，距离梧州机场9km。 

1.3.3 现状分析

整个园博会的用地面积为305.3hm2，以万亩水

面的苍海为中心，展区分布苍海东西两岸。其中西

岸包括已建苍海公园及局部沿线，地势平缓且高程

较低，贴近苍海水位。展区的东岸俯靠规划设计的

东部山体养生旅游度假区，以皇冲顶森林公园作为

屏障，现状地形较为陡峭及复杂。园博会范围内的

制高点为142.4m，其中12.6%在海拔100m以上。依

山傍水的丘陵地形既是园博会展区的挑战，也是其

紧扣岭南园林丘陵地貌做文章，不同于以往五届的

所在。

第六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主办方的规模要求

是：由广西14个地州展示园组成核心展园区，每个

园区面积不小于4000m2。根据基地现状，取适宜地

方设置港澳台展园、友好城市展园、企业展园等。

 

1.4 对基地的关键因素进行GIS分析

我们根据现状条件，对基地的坡度、高程、坡

向等关键因素进行了GIS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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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除去建成区、建设区、现状村舍、山体

区域、以及环山西路的道路陡坎挖方施工范围，

整个园博会可选区域为21.7hm2，其中坡度在10度

以下的平缓区域为8.25hm2。园博会共计14个地州

市展园及3个港澳台展园，每个展园至少4000m2净

面积，外加公共广场、交通流线、公共绿化、相应

的配套服务设施等区域，每个展园以6000m2计，

共计展园面积需要102000m2，即10.2hm2。作为园

博会的中央集散广场，核心区广场面积至少需要

2000m2。由此得出，苍海东岸的园博园展区面积不

足，因此建议将部分展园移至山上。因利用山水现

状，故而此次园博会主题定为“伴山伴水”。

2 项目规划

2.1 主要的规划思路

根据现状地形的情况分析，及业主的功能需

要，我们确定的主要规划思路是：

2.1.1 以自然山水作为本届园博园的背景

园博园所在区域基地高程变化丰富，是不利因

素也是有利因素。不利在于地形变化多，10度以下

的适宜建设面积少，建设难度大。有利在于地形变

化丰富，将使园博园的整体符合梧州这个山水城市

的文化，景观面貌有自己的特色，使梧州园博会不

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届广西省园林园艺博览会

2.1.2 结合城市发展结构提供1主1次双入口

根据现状地形及周边环境，规划设置了一主一

次两个入口。保证市区和外地游客都可以顺利到

达。

2.1.3 利用现有展示中心和增加东侧服务中心

现状苍海湖西侧有一5000m2的新建建筑——苍

海中心，规划利用作为园博园的服务展示用房。东

侧增加一个辅助性的服务用房。

2.1.4 东侧服务中心考虑展后使用

东侧服务中心布局上以尊重自然作为核心理

念，以隐代显，将苍海和山体作为核心表现内容。

2.1.5 将园博园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联系

将山、水、城的关系进行整合，形成一环串

联，双核统领，一湖两岸，六区分置的空间关系。

2.1.6 将山、水、城的关系用山路、水路和城路形

成核心展示环线

2.2 规划结构

六区分置：

1区——梧州文化展示区（苍海市民公园）

2区——西岸文化交流区（港澳台、友好城市展

园）

3区——林社乡愁区（城乡一体化改造实验区） 

4区——核心展园区（14个地州市展园为主的核

心游览区）

5区——皇冲顶森林公园区

6区——苍海湖区 

2.3 核心展园分区结构

核心展区分区结构——三区四点一带

三区分别为：城市生态实践区、伴山核心展

区、伴水核心展区

四点指的是：特色入口标示、儿童活动场地、

水上栈道码头和山顶观景台

一带指的是环绕核心展园的特色无障碍步行通

道

 

 2  3  4 

2_�基地现状坡度分析图

3_�基地现状高程分析图

4_�基地现状坡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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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规划结构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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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核心展区分区结构图

2.3.1 城市生态实践区

城市生态实践区位于苍海东岸龙湖大道以北，

滨湖二路以南，环山西路以西的区域，共计面积

5.1h㎡。总体概念是以西江明珠、岭南重镇、千

年古城、百年商埠为核心出发点，通过艺术和现代

化的挖掘梧州城市发展历史中的文化亮点，为游客

提供一个了解梧州文化、展望苍海美景和体验城市

生态实践创新的空间场所。功能集集散广场、服务

配套、信息服务、园林园艺展示、明清时期船工文

化场景再现、餐饮休闲、生态技术展示、LID低冲

击影响示范等功能为一体，是本次园博会的主题展

示区域之一。总体构思以3R（Reuse、Recycle、

Reduce）生态环保理念，由水文化和百年商埠衍

生而来的船工文化展示，和参展14个地州市的本土

文化展示为核心。由于该用地场地标高现状较低，

综合考虑建设时间、场地土方和不宜在苍海湖周边

兴建大型突出的建筑物的原则，方案设计建议采用

下沉广场和分散式服务功能为主要理念，同时根据

土方平衡的原则在进行一定的地形整理和改造后，

形成背山衔水的格局。城市生态实践区分为四大部

分：北面以原有荔枝林为基础，种植生态经济作

物，游人可以参观、品尝；南面台地以生态教育为

主题，分布着植物、鸟类、昆虫土壤等主题科普

园，成人和儿童都可以在此接受直观的生态教育和

体验；东侧临近主干道设置14个地州的市花、市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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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田，游人可围绕观赏，也可在其间休憩，体现

园博交流的精神和绿色生态的主旨。中心的下沉式

中心广场以广西省14个地州市的地图作为广场铺

地，增加一组旱地喷泉，形成夏季园博的一个戏水

空间。西侧的商埠船影滨水界面以三组“扬帆”为

主题的标志性张拉膜和船体形滨水木平台空间构

成。另有14个改造的集装箱应用绿色可持续的技

术， 服务于14个参展的广西地州市。  

2.3.2 城市展园区

由于本届园博园用地的现状条件复杂，山体的

平均坡度大于25度，适合建设展园的用地很少， 根

据因地制宜，土方平衡的原则，规划在进行一定的

地形整理和改造后布置展园。以半山半水的展园分

布，形成背山衔水的格局。 

伴山伴水核心展区位于跨湖桥东岸，东依群

山、西临苍海湖，面积约25.5hm2。14个地州市展

园均依山面湖，以游览环线相串联，格局清晰、游

线明了。本次核心展区布局所考虑的实际因素主要

有：现状地形地貌、规划布局与红线内规划建设用

地的关系、规划布局与环湖慢性行系统的关系。 核

心区现状地形主要为丘陵及山地，靠近湖边为三

座绝对高度在15-30m的小丘，东北片为绝对高度

110m的山体，缺乏相对平坦的可建设用地。参考

历届园博会，展园的设置均处于相对开敞平坦之

处，为方便建设、游览活动的开展。为以单位面积

4000-5000m2的展园大小计算，本届园博会所需展

园净面积在5.6-7hm2左右，而现状滨湖区域相对

平整的可用面积仅为1万多m2的狭长地带，因此设

计势必要对现状地形进行竖向整理。考虑到山谷规

划建设用地区块崖壁较陡坑洼较多，环山西路以西

也有较长的一道地形凹陷区，需要填方以形成与周

边地形过度自然的平整场地，故设计将靠近湖边的

三座小丘进行挖方处理，掘出的土方则用于山谷及

凹陷区的填方，将山下的场地整理成自东向西放坡

4-5度的相对平整地形，除去核心区内的规划建设

用地，约有5hm2面积可用于组织展园、园路及公共

集散场地、植物景观带。以历届园博会展园面积所

占比重看，接近1:1的用地比例显然不足以在排布

好展园的同时满足合理设置游线、安排公共集散空

间、承载游客容量等基本功能，所以设计将部分展

园设置在了景观视线更为开敞的东侧半山。由此，

便形成了核心区伴山伴水分布展园的大格局，以便

能够在场地内较好地组织特色入口标示、儿童活动

场、水上栈道码头和观景台等景观亮点，以及符合

游客需求的各种尺度休憩空间、商业服务空间。 另

外，甲方所提供之环山西路施工图的竖向高程设

计，在核心区范围内的局部区段与现状地形相差较

大，若按此施工所需挖方工程量及边坡加固工程量

较大，故设计对环山西路的竖向高程进行了更符合

场地现状、减少工程投入代价的调整。

3 应用总结

GIS强大的信息空间分析能力，将在以后的规划

设计中越来越多地应用。

资料输入计算机初步建成风景区规划的基础信

息库，这是GIS辅助规划的基础。本案例设计主要

将GIS技术应用到前期调查阶段，利用GIS技术分析

评价基础资料，为景区的规划布局提供技术支持。

使得规划设计方案都与现状结合得非常好，也获得

了业主的肯定。

预计在方案的中期规划阶段可以提供更有力的

技术支持，来辅助总体规划设计的进行。例如对规

划区游客容量分析、预测；对污染源分布的分析与

将来景区的污染情况预测。在后期实施阶段，对景

区的各项管理以及对外宣传方面也可在GIS信息库

的基础上制作景区管理和服务系统。

表3 展园设计控制内容表

展区区位 竖向 建筑 植物 水景 配套

伴山展园

展园用地非工
程加固剖度不
大于18度，地
形设计需要与
山 体 衔 接 紧
密，相邻展园
之间竖向衔接
需合理。

与主要场馆及邻
近公共区域景观
建筑体量均衡，
同时以游人观景
视线作为设计重
要依据，展园主
题建筑布置依山
侧。

两展园相邻位置
各留出6m绿化
隔离带，种植隔
离性较强的乔木
及绿篱，展园与
园区道路之间留
出至少3m宽绿
化带。

鉴于山地无较大
自然水源，公共
区域未设计引湖
水上山之管道，
山地展园不建议
设置大水面，可
局部设置小水
景。

公共区域解决公厕、
休憩、餐饮售卖、自
行车租借等服务配
套，在园路两侧及展
园边界位置控制一定
宽度的管网走廊，便
于园博园后期管线工
程链接、穿越。

伴水展园

总体排水坡向
自东往西，园
内局部堆地形
高 度 不 超 过
10m。

与主要场馆及邻
近公共区域景观
建筑体量均衡，
同时以游人观景
视线作为设计重
要依据，限高10
米。

两展园相邻位置
各留出6m绿化
隔离带，种植隔
离性较强的乔木
及绿篱，展园与
园区道路之间留
出至少5m宽绿
化带。

可局部设置小水
景，建议结合地
势设计生态雨水
收集型水景，若
引水设置集中大
水面，则面积不
得超过600m2。

预留展园

园内局部堆地
形高度不超过
5m。

与邻近公共区域
景观建筑体量均
衡，同时以游人
观景视线作为设
计的重要依据，
限高10米。

两展园相邻位置
各留出6m绿化
隔离带，种植隔
离性较强的乔木
及绿篱，展园与
园区道路之间留
出至少3m宽绿
化带。

可设置水景，建
议水晶面积不超
过展园总面积的
三分之一。

表1 核心区展园指标

展园编号 1 2 3 4 5 6 7

展园面积（m2） 4500 4420 4035 4285 4800 4629 5224

展园编号 8 9 10 11 12 13 14

展园面积（m2） 4786 4691 4785 4615 5546 5350 5826

表2 预留展园指标

预留展园编号 A B C D E

展园面积（m2） 1740 1170 1475 1290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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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佳凤  王京鹏 / Xu Jiafeng  Wang Jingpeng

1 前言

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便开始在其基

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近年来，伴随着国

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百姓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其价

值观及生活方式正悄然改变。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旅游行业正是在此环境下得到不断发展

及完善，相关活动内容更符合游人需求，并已逐渐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旅

游还成为人们调节生活压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其透

露的健康、休闲、生态自然的生活理念更是被人们

所认同。

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是

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

源，游客接待数从2001年的2592万人次增长到如今

的10932万人次，被世界旅游组织和国家旅游局命名

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植物景观作为杭州重要的旅游特色，吸引着海

内外游客。尤其各类花卉展览所呈现出的优美的植

物景观，已成为异于其他旅游城市的重要特色之

一。花卉与旅游的结合大多以举办花卉节庆或会展

的形式，各式各样的花卉展览，保证了游客在四季

能欣赏到不同的花卉景观。如今随着旅游市场的不

断深化发展及游人多样化的诉求，花卉展览已不

再是简单地停留于“走马观花”式的美学、品种欣

赏，而是在保证景观性的基础上，以游人为本，突

显自然生态、健康休闲的生活理念。

2 气候概况

杭州位于东经118°21′-120°30′，北纬29°

11′-30°33′，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有着江、河、

湖、山等丰富的地形地貌。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年

均气温15.0-17.7℃，年均降水量1100-1600 mm，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宜植物生长。

3 花卉苗木产业概况

杭州市花卉苗木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种

植面积从2001年的7000hm2发展到2014年的2.58万

hm2，年产值达44亿元。全市花卉苗木企业千余

家，其中不乏知名的企业如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等。专业花卉苗木市

【摘  要】花卉展览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研究了杭州地
区花卉苗木产业、花卉展览分布及花卉展览所开发的业态，整理归纳出杭州地区40个花卉展览案例，并从资
源、市场、产品等方面对杭州地区花卉展览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得出该地区花卉展览整体类型多样，举办花
展的基础性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但仍有发展空间。以市区为主的花展内容多样，景观性强，展览体系
相对完善；县、市的花卉展览主要依托农业与自然资源，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花卉苗木产业势态良好并与花
展之间存在供求关系。

【关键词】花卉展览；业态；旅游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tourism activities, the flower exhibition can produce enormous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is paper takes the flower seeding industry, flower exhibi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flower 

exhibition development status of Hangzhou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s collecting 40 flower exhibition case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flower exhibition in Hangzhou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market and product. 

Th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velopment although Hangzhou has diverse 

types of flower exhibition, abundant basic resources and huge market potential. The flower exhibition in urban district 

has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e contents,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better exhibition system and the flower exhibition in 

other district has the certain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re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is between the flower exhibition and the thriving flower seeding industry.

Key words: flower exhibition；operation types；tourism

杭州地区花卉展览及相关产业发展概况
The Research On Flower Exhibition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y Of 
Hangzhou

场14个，专业村达400余个，花卉苗木从业人员14万

余人。

各区、县（市）及相关乡镇，均建立了相应的

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以“公司＋花农”为发

展模式的企业、苗木营销大户、花卉苗木经纪人与

苗农之间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1]，从科研培

育，到生产销售，再到其市场应用已构建成有序、

诚信、良好的组织网络框架。

从杭州市历年的花卉苗木种植面积与年产值可

知（表1），2001年到2004年是花卉苗木发展的快速

时期，种植面积从0.73万hm2增加到2.20万hm2，年

产值也从7亿增加到22亿元，之后到2014年在种植面

小幅度的增长下，年产值增加到44亿元。

3.1 产业结构

产业的结构情况是个动态过程，杭州花卉苗木

种类、产品结构及其变化情况的主要特点：

从生长型上分，乔木、亚乔木类种植面积上尽

管多于其它类型，但在数量上却是花灌木和地被类

植物居多，由此可以反映出杭州市花卉苗木种类结

构上，总体呈现以小见长的特点。

随着生态环境逐年受到人们的关注，市场需求

扩大，以此基础上杭州的花卉苗木产业以园林绿化

用苗为主，盆花盆景类用途次之，造林（经济林）

比例最小。

在经历2004年花卉苗木产业“寒潮”以及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其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花灌木类因

表1 杭州市花卉苗木种植面积与年产值统计

年份 种植面积/万hm2 年产值/亿元

2001 0.73 7

2002 1.32 11

2003 1.72 16.8

2004 2.20 22

2005 2.31 18

2006 2.29 20

2009 2.31 25

2010 2.31 27

2013 2.67 44

2014 2.58 44

（数据来源：杭州市林木种苗管理中心）

杭州市第三届菊花艺术节（许佳凤�摄）

西湖风景名胜区荷花展（许佳凤�摄） 西湖风景名胜区郁金香展（田永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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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花卉展览（贸易型花木节等）和传统的花卉展览

（如南宋临安宫廷的菊花会、赛菊会）。

杭州市辖共9个区，分别为西湖区（含西湖风景

名胜区）、拱墅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滨

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及富阳区；另有桐庐、淳安2

个县，建德、临安2个县级市（图1）。 

 

4.1 市辖区花卉展览概况

西湖风景名胜区和西湖区，著名的旅游区与文

教区。绝大部分的花卉展览依附于西湖风景名胜

区内各大著名景点，以及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并以园林观赏植物为主，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与艺术

性，景观精致，发展水平较为成熟，影响力大，基

础设施完善，但人工痕迹相对明显（表2）。

上城区，此区花卉展览较为稀少，主要集中在

西湖风景名胜区内（表3）。

江干区，拥有雄厚的花卉产业基础，并出现了

一批如森禾种业等20余家国内国际著名花卉企业和

5家国家级分会长单位。花卉从业人员1000余人，其

中花卉种子占全国20%以上的市场份额，花卉穴盘

其符合销售市场需求且生长周期短等特点，在数量

上有所增加，地被类和水湿生植物作为精致景观配

置的重要材料，得到青睐，进而发展迅速[2]。现今

随着浙江省出台彩化造林政策，即通过增加秋季山

林的观赏性，以改变常规造林中树种色调单一的现

状，造林（经济林）苗木以及容器育苗会逐步得到

重视。

3.2 产业体系

3.2.1 管理体系 

主要由各级农业、林业、园林三大体系政府种苗

1_杭州市行政区划

 1 

表2 西湖风景名胜区和西湖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郁金香展 春
太子湾
公园

+ 小吃美食 小木屋
望山坪
逍遥坡
琵琶洲

花卉盆栽
创意品

行为艺术表演
婚庆服务、
摄影比赛

公益活动、草
坪音乐会

水仙花展 春 高丽寺 雕刻艺术 - - 华严经阁 - 水仙花卉雕刻比赛

迎春花展 春 钱王祠 + - - 阅礼堂、入口 -
汉服秀、插花比赛

DIY亲自园艺

月季展 春 郭庄 + - - 郭庄 - 赏月季之最

牡丹花会 春 六和塔 牡丹文化 - -
花圃

江南牡丹园
-

专场歌舞、
牡丹茶艺

结缘相亲会、
摄影秀

杜鹃花展 春
杭州植
物园

爱情文化 - -
槭树杜鹃园
玉泉、杜鹃园

杜鹃花 科普知识、情侣游

花朝节 春
西溪
湿地

诗词文化
戏曲戏剧

百花宴
花茶、
花糕

酒店 绿堤、福堤 纪念品

相亲会、观光游
亲子游、婚庆游
骑游、民俗
民风表演

荷花展 夏
曲院
风荷

荷花字画
工艺品

荷花点心
热菜系列

-
郭庄、湛碧楼
曲渡清波

荷花特产
亲子活动、
摄影比赛

碗莲展 夏
虎跑
公园

禅茶文化 香莲茶 -
李叔同纪念馆
虎跑公园入口

- 香莲茶道表演

百合展 秋 高丽寺 + - - 寺庙室外绿地 - 艺术插花

桂花节 秋
满陇
桂雨

桂花寓意
神话传说

桂花茶
桂花点心
热菜系列

民宿
石屋洞

满觉陇村落
满陇桂雨公园

桂花特产
桂花糕点制作
桂花认养、摄影
品茗赏桂、打桂花

菊花艺
术节

秋
杭州植
物园

菊花寓意
诗词文化

菊花茶 -
主入口

主干道、水系
杭白菊
花卉盆栽

菊花户外课堂
摄影比赛、
文化演出

梅花展 冬
灵峰
探梅

梅花文化
梅花国画
楹联匾额

- -
笼月楼景区
品梅苑景区
百亩罗浮景区

- 绘画展、梅花盆景

听芦节 秋
西溪
湿地

词人文化
农耕文化

听芦套餐 酒店
秋雪庵

三深大会堂
周家村、曲烟

纪念品

听芦音乐、摇橹船
干塘渔、鸬鹚捕鱼

音乐课堂、
水上越剧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3 上城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八仙花展 夏
城隍阁、
吴山景区

+ 养生花卉 - 城隍阁 -
DIY活动、花友会

绘画写生、端午活动
舌尖园林、花艺走秀

山花节 秋
江洋畈
生态公园

+ 杭帮菜 帐篷 整个园区 花籽
户外露宿、放飞蝴蝶
卡通舞台剧、亲子游
生态T台秀、公益活动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管理机构、各县市产业协会、市花卉苗木商会及其

它民间组织构成，组织机构较为完善，各部门间协调

顺畅。产业管理采取以市场自我调节的运转模式为基

础，政府扶持引导，相关协会服务管理。另外，萧山

区和临安市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花卉苗木产业办公

室，以便于品质保证、信息收集、植物检疫等各方面

工作的开展，在避免管理交叉，明晰其体系的同时，

完善服务体系，更为有力地促进产业发展。

3.2.2 流通体系 

以多元化流通体系为基础，采取苗场自产自

销，专业市场和营销大户及经纪人采购配送，网络

销售3种方式并存的方式。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第

三种方式近几年发展势头尤为迅猛。专业市场和营

销大户及经纪人主要采用是三位一体模式，分别兼

顾生产场圃甚至是村民散户和园林绿化施工企业。

一般情况下，一个经纪人能够供应一个项目的所有

苗木，而一家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有几个或十余个经

纪人就能满足其工程用苗需求，因此配送公司也应

运而生，在萧山区就出现了许多家苗木配送公司，

另外，萧山花木城的大部分经营户，尽管没有自己

专属的苗圃或苗圃面积小，但年销售额依旧很大[3]。

4 花卉展览分布及发展概况

“苏堤春晓，曲院风荷，满陇桂雨，灵峰探

梅”，春桃，夏荷，秋桂，冬梅，自成一派又与四季

交替相应，已说尽杭城赏花之盛。杭城的花卉展览丰

富，从花卉类型来讲，分为草本花卉和木本花卉；从

观赏花卉的载体可分为名胜区、公园花展（包括一般

公园花展和主题公园花展），乡村花卉展、花卉种植

基地以及花园中心；从产生时间的角度可以分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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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占全国10%以上的市场份额，尤其是花坛花卉

分别占杭州市80%和浙江省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作为花卉产业的生产大区，该区并未借助优势

以大力发展自身花卉展览，而是专心作为杭州及其

它地区花卉用花的生产基地，相关的花卉展览也是

紧紧与产业结合，以贸易型为主（表4）。

余杭区，花卉苗木是该区的传统特色资源。生

产的花卉苗木多为市场上绿化工程所用，其中桂花

产量较为突出。种植面积发展到了4703hm2万亩，

从业企业达到了355家，个经营户4691户。

由于花卉苗木作为传统产业，因此余杭区花卉

展览仍以贸易型为主。但同时其结合农业生产发展

梨花节，尤其是其借助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超

山梅花节，并使其成为区域内最具特色的花卉展览

（表5）。

萧山区，中国花木之乡，是中国东部最大的花卉

苗木集散地与中国最大的苗木基地。目前全区花卉苗

木种植面积达1.2万hm2，有1000多家企业、10万多

人从事花卉苗木相关的生产营销，展现出产业化程度

高、科技含量高和产品质量高的“三高”新趋势。

该区的花卉展览依附产业优势以贸易型为主，

尤其从2002年开始，通过每年在浙江（中国）举办

中国（萧山）花木节，促进其花卉产业发展，使得

花木节声名远扬。花木节上汇集了众多的花木企

业，市场交易额巨大，此外还在花木节期间开展相

关技术的交流互动，影响力逐年增大（表6）。

富阳区，其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2718hm2，总

产值4.5亿元。生产企业（农户）1612家，专业合

作社25家，从业人员4800人。市场销售份额省内占

60%，长三角为30%，其主打的花卉苗木有桂花、紫

薇、海棠、月季等，以及野生的蜡梅资源。

该区的花卉展览依托其农业资源，大力开发以

乡村农业景观为主的花卉展览，注重展览与农业产

业的联系，但与其花卉产业关联度小（表7）。

市辖区的花卉展览可以大致分为两大块，一块为

以景观性为主，主要集中在以西湖区为代表的老城

区，并依托西湖风景名胜区，其种类繁多，花卉展览

开发的业态较为丰富，影响力大，基础设施、服务体

系相对完善；另一块为以萧山区、余杭区为代表的贸

易型花卉展览，由于这些区域近几年才被划入杭州主

城区，与主城区缺少相应的规划与联系。其较为成熟

的花卉苗木产业影响了区域内的花卉展览类型及发

展趋势，并为杭州乃至全国提供花卉苗木资源。

4.2 县、市花卉展览概况

表4 江干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都市
花卉节

夏 庆春广场 + - - -
鲜切花
花卉盆景

花艺造型、插花
茶艺、知识讲座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5 余杭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梅花节 冬 超山
梅文化
宗教文化
金石文化

梅子
农家菜

农家

东园大草坪
文化创意园
三公纪念馆
吴昌硕纪念馆

年货
纪念品
花卉盆景

美食嘉年华
摄影比赛、闹元宵
民间艺术、书画拍卖
戏剧梅花苑、时装艺术
相亲音乐会、国学讲堂

梨花节 春 鸬鸟镇 万亩梨树 农家菜 农家 - 农产品 踏青

西博会
花展

秋
仁和葛
墩村

+ - - 展销台 花卉苗木 文艺演出

多肉
植物展

春
产销
基地

+ - - 产销基地 多肉植物 -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6 萧山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花木节 春
浙江(中国)
花木城

+ - - - 花卉苗木
园林绿化设计高峰论坛

企业家峰会、外商企业交流会
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

年宵花市 冬
浙江(中国)

花木城
+ - - - 室内花卉 鲜花展示、拍卖、花木知识科普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7 富阳区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野生
杜鹃花

春
洞桥镇
云台山

原始村落 农家菜 民宿 野趣登山道 - 摄影、登山

油菜花 春
洞桥镇
云台山

原始村落 农家菜 民宿 云台山脚 - 摄影、写生

大地
艺术

春 杨家畈
水稻、
油菜花

土特产 民宿 朝山公园 富硒米 摄影、写生、骑游

桃花节 春 半山村 +
农家菜
小吃

农家 半山
桃子
农产品

桃树认养、文艺演出
农事体验、骑游、运动

花海 夏秋 龙门古镇
孙权故里
向日葵、
菊花

面筋
粉条

古镇
孙氏宗祠
孙氏厅堂

特产 休闲、写生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桐庐县，以打造“美丽乡村”为其特色，并走在

国内前列，大力推进色彩农业、色彩林业建设，但是

花卉产业尚未形成气候。大部分的花卉展览依附“美

丽乡村”建设而发展，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与农业

产业联系紧密，具有浓郁的乡村、田野气息（表 8）。

淳安县，其花卉苗木产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

表8 桐庐县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荻浦
花海

春 荻浦村
孝义、戏剧
古树、造纸
四大文化

桐庐土菜
申屠氏宗祠

培佑堂、松垄里
保庆堂、兰桂坊

农产品
摄影
写生

瑶琳
梅蓉

千亩油菜 休闲基地
菜油
蜂产品

逛庙会
农家技艺

山花节 春 钟山 梨花 桐庐土菜 农家 钟山 农产品 运动休闲

阳山畈 桃花源 阳山 农产品
文艺演出
亲子游

精油
玫瑰

春
三鑫村、
阳山畈

+ - - - 玫瑰精油 精油疗养

薰衣草 夏
巴比松
庄园

法国风情
桐庐土菜
田园时蔬
特色野味

民宿 三大花海区
香草花卉
花卉加工

亲子、运动
婚恋、拓展

环溪
荷花

夏 环溪村
莲文化
村落文化

百寿宴 农家 环溪八景
荷叶茶
莲子酒

骑游
摘莲蓬
挖莲藕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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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主要包括绿化观赏苗木类、食药用花卉类、种

用花卉类、切叶切花类、盆栽植物类等，种植规模

1344hm2，年产值2.52亿元。食药用花卉生产面积

57.5hm2，主要以黄栀子、铁皮石斛、覆盆子、菊

花、前胡为主；种用花卉生产面积68hm2；切叶切

花、盆栽植物、草坪等其他花卉生产面积27hm2。

该地区的花卉展览与花卉苗木产业关联度小，

但依附农业资源、自然资源的花卉展览已逐步展露

头角，并逐渐扩大发展（表9）。

建德市，花卉苗木成为其六大特色农产品之

一。绿化苗木产业生产经营企业54家，种植面积

1649hm2，全市花农为1025户，从业人员2450人，实

现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主打时令花卉以仙客来、

一品红为主，并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养兰大市。

其花卉展览与花卉产业有一定的关联，部分展

览以产业作为依托，如该地区玫瑰总面积达到307 

hm2，年加工玫瑰干花150T，提炼玫瑰精油40kg，

产值可达到2700万元；里叶的“十里荷花长廊”，

种植约530余hm2荷花，产出的莲子、藕大量供应市

场，其中130余hm2的连片荷塘构筑成了长达6km的

秀丽风景线（表10）。

临安市，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区，花卉苗

木产业在其农业中占到重要位置，种植面积达1989 

hm2，其中鲜花切叶340hm2，盆栽植物165hm2，食

药用花卉93hm2，花坛花卉15hm2，2014年产值达

2.61亿元。

整体而言，该地区缺乏相应的花卉展览，以园

林绿化公司的“花园中心”以及自然资源为主，与

表9 淳安县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油菜花节 春 汾口镇 民俗文化
农宴

美食小吃
农家乐 - 土特产

民俗节目
文艺演出
摄影、写生
自驾游

登山赏菊节 秋 王阜乡 重阳文化 野菊花 农家乐 金紫尖山 野菊花
野外登山
野炊、摄影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10 建德市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精油玫瑰 春
钱塘镇
骑龙村

+ - - 玫瑰园 玫瑰精油 精油疗养

胥岭油
菜花

春 胥岭
伍子胥
典故

虹鳟鱼 农家
胥乐亭
严州古道

- 摄影

十里荷
花长廊

夏
里叶村
双泉村

古村落
文化

莲子宴 农家
十里长廊
莲子科
技园

荷花特产
摄影
采莲蓬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表11 临安市花卉展览概况

名称 季节 地点 赏 食 住 游 购 娱

花园中心 四季
青山湖国家
森林公园

+ - - -
花卉苗木
园艺用品

-

天目杜鹃 春
天目山

天目大峡谷
+ 天目山 - -

注：“+”表示该花卉本身；“-”表示没有此项目。

花卉产业的结合有待更进一步发展（表11）。

从县、市花卉展览的概况来看，其整体缺乏园林

景观性较强的花卉展览，主要依附乡村旅游、乡村农

业而发展，以农业花卉为主，少量自然资源，呈现出

田园风光、农业景观；花卉展览与花卉苗木产业、农

业有一定的联系；由于农业花卉可被开发利用的资源

相对较少，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其花卉展览内容与

所开发的业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趋同性。

5 花卉展览开发现状分析

目前，杭州地区以花卉展览为主要形式的旅

游活动发展已初具规模，市场潜力巨大，但要创

建品牌、促进增长，仍需要不断开发及完善以花

文化为主的花卉展览体系，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以杭州地区花卉展览体系开发建设作为整体目

标，结合吴必虎提出的昂普（RMP）分析理论，

从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和产品

（Product）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论证[4]，为杭州地区

的花卉展览规划发展提供基本思路。

5.1 资源（R性）分析

杭州地区花卉展览及其相应资源特征：（1）自

然资源丰富，栽培技艺成熟。有着“东南植物宝库”

和“花卉仓库”美誉的浙江，拥有花卉植物1200多

种，而杭州作为浙江省花卉的五大产区之一，其拥有

悠久的花卉栽培史，特别是杭城的花园岗被称为南宋

都城的后花园，已有 800多年的历史[5]，保证了其花

卉技艺的经验积累；（2）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良好，

成熟的管理、流通体系促进了花卉苗木资源的市场运

作，保障了杭州地区花卉的大部分应用需求；（3）

科研实力雄厚，如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

院）、杭州花圃、在杭有关高等院校以及诸多著名

的花卉苗木企业，这些机构为进一步提高花卉产品

的科技含量，推动花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利保障；（4）花卉展览分布不均，以花卉展览为主

要形式的旅游市场未形成体系。主城区以园林花卉

为主的展览分布密集，集中在西湖区，并以西湖风

景名胜区为依托，影响力最大；城郊地区包括后来

并入杭州辖区的余杭区、萧山区，花卉苗木产业集

中，具有一定规模，花卉展览受产业影响大以贸易

型为主；而其它县、市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农业产

业，花卉展览以农业花卉景观为主；（5）花卉展览

的季节性较强，多集中于春秋两季。

5.2 市场（M性）分析

作为旅游强市的杭州，2014年共接待境内外游

客109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2.42 %；旅游总收

入1886.33亿元，同比增长17.63 %。由表12可知，

杭州旅游市场发展势态良好，旅游总人数及总收入

整体呈两位数增长，尤其是旅游总人数已突破亿级

大关（表12）。

而作为杭州市最著名的景区及杭州西湖世界文

化遗产地，凭借其享誉海内外的名声与良好的旅游

资源在旅游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西湖风

景名胜区各大景点统计，2013年度，景区接待总人

数达3362.66万人次，占全市总人数的34.58 %，

创收27308.45万元（表13）。以西湖为主体的名胜

区，树荫环抱，植物搭配疏落有致，空间形态多

样，季相变化丰富，植物在景观构建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可以说游览西湖风景名胜区，亦是对优美的

植物景观资源的欣赏过程，而各大花卉展览又是其

植物景观展现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伴随着游人基数的增大，名胜区的环

境容量面临挑战，如太子湾郁金香展期间往往出现

限流的情况。因此，在市区周边区县，通过完善系列

花卉展览如农业类花卉展（农业观光）、贸易性花展

（花木节、花园中心）、养生类花展（精油玫瑰）等，

以缓解主景区压力，逐步激发杭州市花卉展览体系的

形成，提供多样化的展览路线与选择很有必要。

总而言之，杭州地区以西湖风景名胜区为代表

以及其他地区的花卉展览，整体上市场潜力巨大，

可进一步挖掘。

5.3 产品（P性）分析

杭州花卉展览种类丰富，各大展览间花期紧凑，

并且各具区域特色，可拓展的花卉展览项目较多。因

此，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与市场需求，以满足游客需

求及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原则，实

行多样化产品发展策略，并通过分析产品组合状态和

结构，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以达到最优化。

旅游产品是一种复合概念，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是景观、文化、交通、住宿、娱乐、购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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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的组合[6]，花卉展览本身于旅游市场而言就是

一个相对完整的旅游产品，其内又可以细分出多个

不同组合的以花文化为主的旅游产品。

就花卉展览这个整体的旅游产品而言，分布在

市区的展览景观性较强，发展水平较高，所开发的

业态较为丰富，易受到游人偏爱；而分布于县、市

的花展整体景观营造手法相对简单，缺少细节处

理，展览对象及内容同质化。

就花文化为主的产品而言，其开发相对滞后，

加之各类花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应着重从花卉文化出发，深度挖掘利用花卉文

学、花卉饮食、花卉购物，香花疗法等，拓展花卉

工艺品领域，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我

国花卉文化源远流长，早已形成一系列相对独立的

文化分支，内涵丰富，格调高雅，开发价值大，故

应加大花文化产品开发与拓展力度，结合衣、食、

住、行、游、购、娱等多种要素，打造深入体验、

深度参与的花卉展览活动产品。

表12 2000-2014年杭州旅游总人数及总收入情况

年份 总人数（万人次） 同比增长率（%） 总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2000 2376.10 4.9 214.00 15.0

2001 2591.94 9.1 249.76 16.7

2002 2757.98 6.4 294.00 17.6

2003 2862.12 3.8 326.00 7.3

2004 3139.41 9.7 410.73 26.0

2005 3417.36 8.9 465.07 13.2

2006 3864.16 13.1 544.00 16.9

2007 4320.49 11.8 630.06 15.9

2008 4773.00 10.5 707.22 12.2

2009 5324.12 11.5 803.12 13.6

2010 6580.60 23.6 1025.70 27.7

2011 7487.27 13.8 1191.00 16.1

2012 8568.00 14.43 1392.25 16.9

2013 9725.15 13.51 1603.67 15.19

2014 10932.56 12.42 1886.33 17.63

（数据来源：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表13 2013公园景区接待人数情况统计

地区 接待总人数（万人次） 同比（%） 免费人数（万人次） 同比（%）

杭州市 9725.15 13.51 1603.67 15.19

西湖风景名胜区 3362.66 -6.85 1189.01 -4.35

（数据来源：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在重庆市北部新

区龙景湖畔国际园林博览园举行。受杭州市政府及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委派，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

管理处代表杭州市承担重庆园博会杭州园的设计和

建设任务，围绕“园林，让城市更美好”的主题，

杭州园——龙井人家在构思（C）、设计(D)、实施

(I)、运营(O)过程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最

终该项目获得了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

会组委会颁发的室外展园大奖、展园设计大奖、展

园施工大奖、植物配置大奖等多个奖项。

回顾和总结“杭州园——龙井人家”项目的整

个过程，笔者认为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在园林设计

的相关要素中，对一个项目的成败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价值观是基于人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

知、理解、判断或抉择，包括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

以及个人对具体事物的态度。设计的价值观引导我

们的设计行为，左右我们的设计理念，作为与我们

姜丽南 / Jiang Linan

【摘  要】第八届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园——龙井人家”的设计理念是“回归生活本真”，通过回顾
和总结该项目的构思（C）、设计(D)、实施(I)、运营(O)过程，探讨如何运用“朴素”的设计思考方式，
将社会、生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观渗透其中，充分体现“自然拙朴”的杭州园林特色，倡导“返璞
归真”的生活模式。

【关键词】龙井人家；自然拙朴；返璞归真；价值观 

Abstract: the design concept of “Hangzhou Garden--Longjing Family” of the 8th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 is "the return to true life", through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roject concept (C), design (D), the 

implementation(I), operation(O) process to discuss how to use the "simple" way of design and thinking, to infiltrate 

social,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s among the garden, and fully embodies the "natural and earthy" features 

of Hangzhou gardens, advocating the "back to basics" mode of life.

Key words: Longjing family；natural and earthy；back to basics；values

自然拙朴之美
——浅谈第八届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园的设计价值观
Natural And Earthy Beauty
Discuss On The Design Values Of Hangzhou Garden Of The 8th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

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园林设计，其价值观可以归结为

对“一种生活模式”的理解，及其反映在社会、生

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杭州园——

龙井人家”的设计理念追求的是“回归生活本

真”，也即是倡导“返璞归真”的生活模式。

1 “返璞归真”的含义

“返璞归真”，也作“返朴归真”，指去掉外在的装

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这是一种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的境界，一种被儒、释、道所一致推崇的哲学，

教人修身、养性、无我，崇尚“物我一如”的禅境。

这一境界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

现为“留白”，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在园林艺

术领域表现为“朴素”，它所倡导的是一种简约、质

朴的艺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返璞归真”的

美学理念与现在流行的“侘寂”美学相类似，其中心

理念就是真实，其特点是原生、朴实、不规则、简约

和无藻饰，既具有历史沉淀的宁静拙朴之美，又有生

命绽放的灵秀自然之美 [1]。而这“自然拙朴”正是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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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等达到密切结合，浑然一体，且植物景观类型多

样，山地园林空间层次丰富，极具生态价值 [3]。生态

价值是一种“自然价值”，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

平衡是一切自然物（也包括人）存在的必要条件。它

不是通过对自然的消费，而是通过对自然的“保护”

实现的。这也正是“回归生活本真”设计理念“接受

自然的生死循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现。

由此，“龙井人家”设计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2.2.1 尊重场地原有地形地貌的原则。

杭州园位于山谷地区，背靠山林，面向主干

道，是一个狭长的地块。我们在处理地形时只做少

量的加法，在原址山谷凹地进行填土平整，与外部

道路有良好的衔接，于山体衔接处进行少量土方补

充，解决原地块过于狭长的缺点，满足布局的进深

要求及平地与山体的自然过渡。参考“龙井问茶”

的山谷轴线及“奥”空间进行“龙井八景”山地园

林布局。在次入口设置“神运石”，与竹林、石墙

一起引导游线；利用山体局部外露的岩壁形成“一

片云”、“涤心沼”及“龙井问茶”摩崖景观；对

雨季冲刷形成的沟渠进行整治，建成起防洪蓄水功

能的瀑布溪涧“龙鸿涧”；利用原上山土路新建自

然石上山游步道“风篁岭”（见图2）。

2.2.2 尊重建筑环境特性原则

参照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居民聚居区——“法云

古村”拙朴的建筑风格及村落、山、水、茶、人、

佛相融的意境，“龙井人家”的建筑环境营造从布

局、功能、空间、比例、尺度、材料、色彩、节点

等各方面细节入手，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的景观建筑“茶人居”、“过溪亭”、“翠峰阁”

及“龙井人家”门楼。注重使用自然质朴的“土

木”材料及石材（见图3）。

州的园林特色，也是杭州园所要传达给大家的主题思

想和造园理念。

2 杭州园的造园理念和价值观

2.1 社会价值

园林作品的社会价值取向往往决定于造园的目

的和意义。重庆园博会“园林，让城市更美好”的

主题传达给我们的是：园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纽带，能带给被困在城市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们放

松惬意的感受，因此展示“自然和谐”的生活环境

成为本次设计的社会价值取向。

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博会杭州园的设

计，决定跳出江南古典园林的设计套路，另辟蹊

径，尝试采用“农耕园林”模式。龙井茶园是杭州

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实施的“景

中村”环境整治中的龙井八景、法云古村等，都很

好地体现了“自然和谐”这一主旋律。“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以及“耕读

传家”的生活模式，历来为百姓所追求和向往。杭

州园最终选择了“龙井人家”这个主题，以“龙井

问茶”为景观蓝本，撷取茶都景观和文化精粹，缀

连茶人、茶景和茶史，营造一座自然和谐的山水茶

园。在茶香桂雨中，感受杭州温润闲雅风情，展现

杭州多年来“景中村”整治的成果以及杭为茶都的

特色风貌[2]（见图1）。

2.2 生态价值

深处西湖西部山林中的“龙井问茶”属于杭州典

型的山地园林，是一条以山溪为线串联起的连续空

间。整体布局依托风篁岭（龙井路）沿山谷为轴线，

以“奥”空间为主，结合自然环境形成东西向组景，

通过“龙井八景”主题使林、石、溪等自然景观与

 1 

1_�龙井人家鸟瞰图

（姜丽南�供图）

2_�龙井人家平面图

（姜丽南�供图）
 2 

2.2.3 尊重植物生长习性原则

尽量利用和保护原有生态系统，多用乡土树

种，新增的绿化品种考虑与原有树种的生态互补

性。杭州与重庆纬度相同，植物品种相近，故“龙

井人家”茶园中植物选用了当地成年期茶树全冠

苗，成活率高；山林植物保留了原生树种，与补种

的松树组合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背景；院落中的植

物也多选用具有杭州地方特色在当地又可采购到的

品种。布局上形成点、线、面、环的结合，整体环

境达到了多样协调、自然野趣的生态效果，兼具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见图4）。

2.3 文化价值

人文内涵体现为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对历史之

根的追寻以及发自内心情感深处的生命体验，即认

同感、根源感、归宿感及家园感。在自然景观基础

上，叠加了历史人文特质的园林将更具有生命力。

杭州是茶都，一壶龙井曾让乾隆驻足惊叹。

“龙井人家”营造的是一座茶香四溢的家园，游

客可在其中探寻龙井八景（龙鸿涧、茶人居、风

篁岭、过溪亭、涤心沼、一片云、神运石、翠峰

阁），体验休闲四艺（焚香、挂画、插花、品

茗）。感受龙井茶文化和休闲隐逸文化的精髓[4]。

“龙井茶文化”与“休闲隐逸文化”相辅相

成，杭州园除了体现茶艺之美，还延伸到茶室内

外的布置，品鉴茶室的书画、饮茶的器具及庭园

的园艺。设计中将室外景观延至室内，内外环境共

修，让游人可以在“问茶”中享受龙井清醇，在

“侍花”中品味西湖闲雅，在“山水”中体验居士

隐逸。没有刻意的华丽与雄伟，有的只是一种自然

地流露，看似随意的园林景观和室内陈设，包含着

浓浓的文化底蕴和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功底。不经意

 3 

3_�龙井人家建筑景观（孙喆 摄）

4_�龙井人家茶园（孙喆 摄）

5_�龙井人家园林小品（孙喆 摄）

6_�龙井人家室内（孙喆 摄）

7_�龙井人家杭州园活动日（孙喆 

摄）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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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门前、墙角、路旁会有一些如“晒茶”、“行

舟”、“鹅棚”、“菜园”、“跌水”、“竹灯”

等拙朴的园林小品跃入眼中，使游人身临其境体验

贴近大自然的茶人生活（见图5）。书斋、客堂、展

厅处处质朴的陈设令人感悟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耕

读文化及休闲四艺所散发的无穷魅力（见图6）。

园林景观作品不仅要具有“观赏性”，还要有

“可入性”、“参与性”。第八届中国（重庆）国

际园博会开园期间，在“杭州园活动日”举办了体

验休闲四艺、炒茶、丝竹、越剧表演等活动，并且

通过西湖文化景观短片向游人们展示了杭州——品

质生活之城、休闲文化之都的特色（见图7）。

2.4 艺术价值

园林的艺术价值体现在生境、画境、意境三种

艺术境界的逐步升华。

2.4.1 生境

指的是生态学中的环境，是客观的物质存在，

可以被大众普遍体验与感知，偏于形似。园林艺术

中的生境强调“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正如“返

朴归真”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的“朴素美”。杭

州园的朴素无华及自然情趣其实是花费了大量心血

才完成的。可以说是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对园林意境

的体会和心境的写照。比如原本最简单的石墙，从

选材、砌筑到配置绿化就来回返工了无数次，力图

让每一段朴素的石墙都呈现自然存在的“原生状

态”，最终体现出了艺术的质感、自然的美感、排

列的韵律感、围合的空间感、甚至是空灵的禅意。 

2.4.2 画境

“大巧若拙、重剑无锋”指的是艺术感受。杭

州园设计从中国山水画技法中寻找“大巧”的方

法。在占地面积仅3800平方米的杭州园“巧”用

“仰视高远、俯视深远、平视平远”的山水画“三

远法”打破静态空间构图的时空限制，通过山地园

林曲折幽深、穿庭越院、上山下水的空间形态，让

游人充分体验大与小、内与外、高与低、明与暗、

开与合之间莫测的空间变化，营造动静结合，可游

可憩的山水园林。并且通过“巧”借中国山水画散

点透视之法形成“步移景异”的画境，在园林组景

时，用框景、障景、对景、借景等“巧”法形成变

化丰富的空间序列，仿佛人在画中游。

2.4.3 意境

“由景入境”，意境为虚，依赖于人对环境的

体验和感知而存在，具有明显的个人差异性。当

某种体验与感知得到大众的共鸣达成共识时就达到

了“情景交融、物我一致”的意境。这种美好的意

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境界。

杭州园设计在感受和捕捉生活的鲜活，凝聚提炼成

有情感的“生境”“画境”基础上，融入杭州龙井

茶与休闲隐逸文化，变物象为心象。通过赏景（视

觉）、焚香（嗅觉）、插花（触觉）、品茗（味

觉）、听琴（听觉）五觉来启发游人的清静情趣，

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顿悟的目的，突出龙井

人家“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艺术氛围。

3 结语

“返朴归真”中的朴即“朴素”，在这里它既是一

个园林美学目标，又是“杭州园林”独特的形式与风

格，更是设计思考的一种方式。如月牙山人《朴素之

心》云：“朴素之心，吾梦寐求之。专一纯粹，吾刻

刻追之。至纯至精，吾日夜念之。至简至美，吾时时

思之。快乐研究，吾永不弃之。至真至一，吾生而为

之。” 杭州园的成功包含了规划、建筑、绿化、园林

小品、室内陈设、楹联匾额、基础设施、雾森景观

等内容的精心设计与实施，需要通过多方的合作才得

以实现。正因为有了“朴素”的思考方式让大家遵循

一个相同的设计理念，在自然、社会、艺术、生态、

技术、经济等价值因素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才使

杭州园“龙井人家”这一园林景观作品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返朴归真”的自然拙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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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杭州园林属于典型的开放式山水园林，它引人入胜主要在于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群落的法则指
导规划设计和建设，使景观空间呈现出丰富的植物色彩和季相效果。第九届中国（北京）园林博览会杭州园
力图呈现出西湖文化景观山水优美、人文荟萃、内涵丰富的普识价值。在建设过程中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统筹兼顾，形成了具有浓重江南韵味、溪水碧波环绕、人间仙境般的景观。

【关键词】山水园林；文化景观；因地制宜

Abstract: Hangzhou garden is a typical open landscape garden. Its interests mainly lie in conforming to the laws of 

nature, using the rules of biocoenosis to guide plans, designs and constructions, to show a varied plants color and 

seasonal aspect in space landscape. Hangzhou Garden in the Ninth China (Beijing) Garden Expo tries to present the 

general knowledge tha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West Lake is full of beautiful scenery, advanced culture and talents 

and rich connotations. As construction proceed，our bold attempt, innovation and  balanced thinking helped to build 

a heavenly sight with a strong Jiangnan charm and surrounded by glimmer ripples of stream.

Key words: landscape garden; cultural landscape; suited to local conditions

筑园林精品  展杭州秀美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园
A Boutique Garden，a Graceful Hangzhou
Hangzhou Garden, The Ninth China ( Beijing ) 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 

牡丹亭、梅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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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于2011年6月登录《世界遗产

名录》，西湖文化景观的六大要素中“西湖十景”

始创于南宋，并持续演变至今的十个诗意命名的系

列景观单元，属于中国原创的山水美学景观设计手

法“题名景观”留存至今的最经典、最完整、最具

影响力的作品，也是西湖景观中最具创造性精神

和艺术典范价值的核心要素。第九届中国（北京）

园林博览会杭州园以“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

鱼”为主题，秉承杭州园林“师法自然，天人合

一”的造园理念，将景观元素进行提炼和创新，在

咫尺园林中重现了西湖自然山水的诗情画意，传达

出和谐共生的人文理念。

杭州园位于北京园博会B06展区，位于园博园

主轴南侧，园区呈长方形。东西长50余m，南北宽

45m，总占地面积为2650m2。其中绿化面积达到

1777m2，历时222d的巧工雕琢将原本为垃圾填埋场

的原址改造成为江南韵味十足，人文气息璀璨，景

色怡人的杭州园，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

1 设计理念开拓创新

杭州园秉承了西湖园林顺应自然的造园理念，

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主要体现在：一是

国内最长的自动化整体鱼缸。在杭州，很早就有蓄

养金鱼以供观赏怡情的历史，为充分表现鱼和人的

互动关系，我们在御书楼室内建造了长达13m的自动

化金鱼缸，混养了兰寿、龙睛等来自杭州的名贵金

鱼。同时用杭州夜景图作为金鱼缸的背景图案，让

游客在欣赏金鱼的同时亦能观赏到杭州美轮美奂的

夜景。二是恢复了清康熙时期“花港观鱼”的院落

全景。“花港观鱼”始建于宋代，到了清代康熙年

间“花港观鱼”以御碑亭、方池、御书楼组合形成

院落，以春日观池中桃花落瓣引得锦鲤争相嘬花为

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闲逸疏放的情怀。

杭州园在文史考证的基础上，将清康熙时期“花港

观鱼”院落式的全景呈现在游客面前。三是充分展

现西湖文化景观的特色植物和景观特色。园区内春

桃、夏荷、秋桂、冬梅“四季花卉”和沿堤岸“间

株杨柳间株桃”的桃柳相间植物景观，代表了西湖

春意盎然的美景，让中外游客感受到西湖植物的特

色之余，也感受到杭州园林对自然山水的追求。

2 景点营建遵循传统

杭州西湖是历代文人墨客入画寻诗、歌咏题字

的风雅之地，延绵千年留下无数佳作，积淀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广为后人传颂。为了能够在杭州园内

体现西湖的文化传承，在杭州园内通过合理布局构

成了池、碑、亭、楼交相辉映的景致。

2.1 鱼跃花涧 

鱼跃石左傍花家溪涧，右邻汀步道，与御书

楼、牡丹亭势成犄角。其石玲珑镂透，远远观之仿

佛双鱼跃波而起即将落入溪涧溅起落花流水，引人

无限遐思。

2.2 牡丹亭 

牡丹园的构图借鉴国画的立意和意境，以牡丹为

主角，辅以山石与花木，疏密得体，远近高低，错落

有致。牡丹亭，踞园内最高点，其挂落、坐椅等建筑

细部多以牡丹纹饰雕刻，亭如其名，风姿绰约。

杭州园鸟瞰图

杭州园曲桥

2.3 御书楼  

杭州园内的御书楼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木构建

筑，沉稳大气，与高处飞檐翘角玲珑的牡丹亭遥

相呼应。室内布置清中早期的家具及书画，颇具

古典淡雅、恬静温润的江南韵味。一楼中堂有形

制恢宏的透明鱼柜，各色金鱼游弋其中，游客在

此小憩时可品茗赏鱼，也可遍览图文展陈，获取

更多关于杭州与金鱼的故事以及“西湖十景”的

文化内涵。

2.4 御碑亭 

花港观鱼胜在赏鱼之趣。春日风暖，池岸花树

落英缤纷，池中红鱼争相嘬花，此景最为动人。清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巡游西湖，于方池

边赏花观鱼，雅兴大发，御笔亲题“花港观鱼”。

杭州园中的碑亭与方池仿佛穿梭三百多年来花港观

鱼历史起落的时光隧道。

3 空间组织借景造景

杭州园把制高点牡丹亭设置在东北角，充分利

用周围环境借远山和近景。牡丹亭与园博园内三大

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的永定塔成对视状，完整地将永

定塔借到园内，与杭州园相得益彰。游人在牡丹亭

内俯视杭州园，远眺永定宝塔，美不胜收。借景在

空间上极大地拓宽了杭州园的视觉效果，形成自然

开放，向四周无限延伸的开阔空间。 

4 植物配置因地制宜

杭州园的景观布置，特别是在绿化配置方面，

继承了杭州园林传统的造景手法，同时考虑到北方

冬季较为寒冷，冻土时间长等因素，在北方建设具

有杭州西湖特色的园林，在植物的选择上必须摒

弃“娇贵”的南方苗木，用北方当地的优良树种替

代。

御书楼、方池

鱼跃花涧

入口牌坊、御碑亭�

御书楼二层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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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选用适宜树种

一是选用南北方皆适用的垂柳和碧桃，作为水系周边的

骨干树种，以体现西湖沿岸“间株杨柳间株桃”的特色景

观。二是选用北方常绿的松、柏类植物，作为常绿树的骨架

树种。选用造型优美、苍劲有力的油松、黑松和形态饱满的

白皮松作为上层木，形成杭州园错落有致的整体植物天际

线。选用洒金云片柏、铺地柏为中下层木，与姿态优美的落

叶树种相映成景。

4.2 注重独树成景

为体现良好的景观效果，杭州园对每一株植物都精挑细

选。如牌坊西侧的鸡爪槭、东侧的红花檵木和鱼跃花涧前后

的羽毛枫、罗汉松等无一不是独树成景。

4.3 体现植物多样性

在水系中安置多组缸栽睡莲、荷花，并在水池底部满铺

苦草，以改善水质和丰富水景。在池岸边种植菖蒲、千屈菜

等水生植物，还种植了水杨梅、小叶蚊母等植物，以丰富植

物的多样性，使水系自然野趣横生，生机勃勃。

4.4 强化立体效果

在追求平面景观的同时，更注重立体绿化和美化。挑选

了一批姹紫嫣红的藤本月季、凌霄，丰富围墙立面的视觉色

彩。在牌坊两侧种植超大型的紫藤，使杭州园的入口景观大

气又显精致、和谐。 

5 结语

在第九届中国（北京）园林博览会开园期间，杭州园得

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游客们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第九届中

国（北京）园林博览会“展园设计大奖”、“展园施工大

奖” 、“室外展园大奖”、“室内展陈金奖”、“植物配

置大奖”、“建筑小品大奖”、“展园特优建设奖”、“先

进集体奖”、“特别贡献奖”、“特别组织奖”等多项大

奖。在杭州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积极探寻着江南园林的精

髓，也积极提炼和创新，克服了北方冬季施工的保暖措施，

南方植物北方养护和工期紧张交叉施工等诸多不便。通过杭

州园的建设，我们对杭州园林师法自然的精髓有了更深的认

识，积累了不少施工经验，人才队伍也得到了历练，为今后

城市园艺的展园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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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简称“园博会”）是国

家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内最高水平的

园林行业国际性盛会。自1997年以来，已先后在

大连、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济南、

重庆、北京举办了九届，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

览会将于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在武汉举行。本届

园博会以“生态园博，绿色生活”为主题，设立了

“园林与生态科技”、“园林与人文艺术”、“园

林与幸福生活”三大主题展区，全园规划总用地

213.77hm2。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由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承担杭州园

设计和建设任务。本届杭州园选址于“园林与人文

艺术”主题展区S-2-16地块，属武汉园博园楚水景

区“云梦湖”中的一处半岛。场地南窄北宽，东靠

主通道（千米长廊），南接“长沙园”，西、北两

面滨临“云梦湖”， 湖岸线长155m左右，北端与

【摘  要】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市参展方案(杭州园)，依据地块临水的场地特征，选取
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为核心意境，将其主要景观元素进行提炼和创新，运用山水美学景观设计手法，秉
承“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造园理念，结合杭州西湖现代园林的造园特色，力求营造出富有“诗情画意”
的杭州特色景观作品。

【关键词】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园

Abstract: The Hangzhou Garden,which is the participation scheme of the 10th China（Wuhan）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front land, takes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as the core of artistic 

conception, extracts and innovates the main landscape elements. It uses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aesthetics skills, 

echoes “Imitating The Nature, Achieving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The Hangzhou Garden also 

mix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gzhou West Lake modern garden, to create a poetic landscape garden.

Key words: The 10th China（Wuhan）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Hangzhou Garden

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杭州园
Imitating The Nature, Achieving Harmony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The Hangzhou Garden In The 10th China（Wuhan）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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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形成杭州西湖特有的湖上园林景观。

2.1 一堤

在场地北区域开挖大片的内湖，使原西北侧

临”云梦湖”的湖岸自然形成一条弧形的长堤，堤

长约110m，宽约5.5m。堤上设计了两座拱桥和一

处观景平台，观景平台与主入口八字墙门洞、我心

相印亭和三潭塔构成轴线，是远眺三潭的最佳位置

之一。长堤上间植桃柳，再配以四季花境，力求营

造出花木葱茏、处处皆景的西湖堤岸特色景观。

“长江文明馆”相望，西南侧与“祥鹤岛”相邻，

园区总面积4300m2。现从设计构思、景观布局、植

物配植、文化内涵几方面对杭州园方案作一介绍。

1  诠释西湖山水诗情画意，传达和谐共生人

文理念的设计构思

杭州，一个“山如青黛水如绸”的城市，西湖

是她的灵魂。“西湖景观”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

承“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中国山水美学

理论之景观设计的杰出典范。如何在有限的场地空

间，解读由“两堤三岛”共同构成的西湖景观堤岛

格局构筑特征，体现西湖文化景观遗产普世价值，

又能融入园博园“楚水”的造园体系，营造契合楚

韵流香、高山流水的景致，是本届园博会杭州园设

计的主要思路。

西湖十景是西湖景观中最具创造性精神和艺术

典范价值的核心要素。杭州园设计结合杭州西湖地

域特色与场地的区域特征，选取西湖十景之“三

潭印月”为核心意境，将其主要景观元素进行提炼

和创新，并融合“西湖十景”中其它一些特色景观

元素，运用山水美学景观设计手法，秉承“师法自

然，天人合一”的造园理念，结合杭州西湖现代园

林的造园特色，力求营造出富有“诗情画意”的杭

州特色景观作品（图3）。 

2  营造湖上园林景观，构筑“一堤、二湖、三

潭、四亭、五桥”的景观格局

杭州园依据两面临水、地形平坦的场地特征及

“三潭印月”核心意境，将园区布局成南、北两大

区块和两个出入口（图2）。北区块通过挖池、叠

山、筑堤、建亭、设石塔等造园手法，营造堤岛格

局和开阔的赏月空间。南区块以“醉月楼”和“卍

字亭”为主景，通过特色植物片植形成幽静的游息

空间，构成竹径通幽的景观效果。主入口设于北区

块东侧，与园博园主通道（千米长廊）相接，由八

字墙围合组成入口小广场。 

次入口位于园区南侧，连接长沙园及“祥鹤

岛”。同时，在布局上杭州园注重各节点和景观细节

的布置，运用湖、堤、桥、亭等景观元素，力求打造

及富特色的 “一堤、二湖、三潭、四亭、五桥”的

 2 

 3 

1_�我心相印亭

2_�杭州园平面图

3_�杭州园航拍俯瞰

4_�卍字亭航拍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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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湖

二湖指的是内湖和外湖。杭州园利用西、北两

面滨临“云梦湖”宽阔水面的地理优势，大面积挖池

理水构筑内湖，形成湖中有湖的格局。同时运用“巧

于因借”的手法，将三潭石塔立于外湖中，既在外景

中延伸了杭州园的景观元素，又引景入园，将“云梦

湖”景致有效地融入杭州园中，扩大景深感，收无

限于有限之中。外湖和内湖，以长堤分隔，又以桥

洞连通，保证了内湖湖水的流动。内湖种植大片荷

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在雾森的效果下宛若仙境；

外湖大水面上三潭石塔亭亭玉立，波光潋滟，美如

画卷，共同打造“三潭印月”主题意境。

2.3 三潭

三潭即设于外湖（云梦湖）水域的三座瓶状石

塔，参照西湖“三潭印月”石塔原型，由基座、

圆形塔身、宝盖、六边小亭、葫芦顶组成。塔身中

空，环周设五个门洞，门洞边环饰浮雕花纹。塔基

呈等边三角形分布，间距为35m，塔身高为2.3m，

直径1.4m，其中最远石塔离观景平台约100m。 三

个石塔立于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若逢月夜，特别是

中秋夜皓月当空，塔中点灯，湖波映照，与中天明

月上下辉映，诗趣盎然。

2.4 四亭

园内四亭分别为“我心相印亭”、“开网

亭”、“亭亭亭”和“卍字亭”，均以杭州西湖

“三潭印月”景区的原型为基础，依据杭州园的场

地特征进行二次设计重新布局。其中，“我心相印

亭”为入口主景，是观赏外湖三潭石塔的观景亭，

为歇山顶长方亭，其两侧各加了半亭，形成两翼微

张之形制，灵秀而庄重，“我心相印” 是佛教禅

语，本意为“心”“相”合一，是由内而外达到一

致性，即“表里如一”，引申为“彼此意会”；

“开网亭”为三角亭，位于园区东北侧假山之上，

可居高临下俯瞰全园景色，其形如鸟斯翼，如翼斯

飞，非常灵动；“亭亭亭”是建在北面花堤上的桥

亭，四柱攒尖小方亭，而匾额上的三个“亭”字不

仅书法不同，且各有各的寓意；“卍字亭”位于园

区西侧临湖处，是富有禅意的湖边凉亭，有四个出

入口，取春和、夏凉、秋爽、冬净之意。四亭交相

辉映，共同构筑杭州西湖园林建筑特色景观。

2.5 五桥

桥是江南园林中不可缺失的造园元素之一。杭

州园共设三座石拱桥和两处曲桥，其中，一座石拱

桥连接主入口广场和“我心相印亭”，从而使主体

建筑“我心相印亭”成为内湖中一处独立主体建筑

景观。另两座石拱桥分别位于长堤之上，既满足内

外湖水相通，又在长堤上营造高低起伏的地势。两

座曲桥平卧于内湖水面之上，分别连接“我心相印

亭”南、北两岸，沿曲桥两侧栽种荷花、睡莲等水

生植物，供游客欣赏，营造步移景异的景观效果。

桥的布局既具交通功能又是点景之笔，其造型各

异，或古拙、或精致、或飘逸，体现了杭州西湖特

有的石桥景观。 

3  突出西湖特色植物，打造精致自然的杭州

植物造景

杭州园绿化设计在兼顾西湖遗产地“春桃夏荷

秋桂冬梅”的特色植物景观外，根据主题意境着重

营造夏末初秋的植物景观。

主入口处的植物景观由造型五针松、紫薇桩、

红花檵木桩及羽毛枫等造型植物和自然花镜组合而

成，使入口景观既端庄精致，又五彩缤纷。

北部开网亭区块以黑松为背景，并以水杉、桂

花混交林与对岸隔离。开网亭前的假山周边，配置

五针松、红枫、羽毛枫、无刺枸骨、红花檵木、杜

鹃等造型小乔木、灌木，展现杭州园林精致的台地

式植物配置。

西侧长堤，除间株杨柳间棵桃外，中下层配置

秋季草花和观赏草花境，点缀木芙蓉，使蜿蜒长堤

富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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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坚英 / Pan Jianying

由香港政府属下的园艺部门主办的花展有着悠

久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香港首次花卉展览可

追溯到上上个世纪，当时为了庆祝在1871年成立的

香港植物园，于1872年在园内举办了香港历史上首

次花卉展览。而比较系统地保持了每年一次的香港

花卉展览则开始于1987年，因维多利亚公园地点适

中，交通方便，有较大的中央广场，是大型户外展

览理想的地方，故每年均选在此举办。29年来，随

着举办次数增多，办展经验越来越丰富，整体效果

越办越佳，至今已成为香港园艺界一大盛事和市民

一年一度的重大娱乐节日。

【摘  要】香港花卉展览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展出。本文从花展的概况、部
分作品介绍着手，对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进行了全面回顾，并提出了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香港花卉展览；作品介绍；借鉴

Abstract: The Hong Kong Flower Show organis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was held at Victoria 

Park. From the exhibition overview and introducing some works of The Hong Kong Flower Show 2015, this article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 and propose can learn from.

Key words: The Hong Kong Flower Show；introducing some works；reference

他山之石
——记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Hong Kong Flower Show 2015

1 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概况

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继续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

务署举办，主题是“春•花•舞”，以“跳舞兰”

为主题花。本届花卉展览共设插花区（以本地机构

参与为主）、园林景点展区（以政府部门和非本地

机构为主）、盆栽植物区、比赛作品展示区等几

大展区。参展国家有18个，包括澳洲、比利时、爱

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

西班牙、英国及美国；参展机构有香港本地机构63

家、政府部门及议会29家、非本地机构40家，是历

建筑署作品（潘坚英�摄） 黄大仙区的“春花飞舞”（朱敏�摄）

南部区块由竹径通幽连接“卍字亭”和“醉月

楼”，此处竹林满坡，修篁绕径。在植物配置手

法上，除了在建筑入口等主要节点处用桂花、鸡

爪槭等进行精细配置外，其它区域片植竹子和银

杏，与杭州园北部区块步移景异的细腻配置形成

鲜明对比。

4  展示西湖人文景观，传播人与自然和谐交

融的文化底蕴

杭州园在打造以“三潭印月”为核心意境的景

观基础上，深度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将文化与

景观有机结合，使园林作品更富有“诗情画意”。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以赏月为主题的一个景点，

故本届杭州园的文化内涵从“月文化”展开。

首先，杭州园以写意的手法，在“楚水”景区

的半岛上，通过挖池叠山、筑桥构亭，呈现湖中

有岛、岛中有湖的特有水景，形成以赏月文化为主

题、以西湖特色景观为载体的西湖水上园林景观。

而园内楹联匾额之点睛题名，使月文化的意境从园

林景观升华至人文精神。

其二，借助临水平台可以观赏到月的倒影、波

光的反射，可以静静地体会月下湖面的空灵和湖水

的澄明,达到修心、修禅的境界。“我心相印亭”

凭栏远眺，湖中三石塔亭亭玉立，在中秋之夜可赏

“三潭印月”三十三个月亮这一奇异景观。

其三，花香共赏月，秋爽最宜。通过植物的花

香、色叶营造赏月文化的氛围。园内种植桂花、

香泡、紫薇、木芙蓉、睡莲等植物，无论是桂花的

甜香、还是香泡的芸香，或是睡莲的清香，四处

飘逸，闻之沁入心脾，再配以火红的红枫衬着明黄

色的银杏，更添浓浓的秋意。透着清风、明月、花

香，或凭栏湖烟观月，或登醉月楼望月，杭州园品

桂、赏月的雅趣与妙处尽显其中。

其四，在杭州园的东南角建有主要用于文化展

示的醉月楼。室内陈设以月文化为主题，主要展示

西湖赏月圣地、古代中秋习俗、各地中秋习俗、中

秋节和月饼，以及赏月饮茶事、中秋喝桂花酒、

中秋美食拾遗、月亮诗词集粹等方面内容，并通过

影、画、声、光、电等多种展示形式，突显具有杭

州地方特色的赏月文化。

武汉园博会杭州园以展现原汁原味江南特色的

杭州园林为己任，以传播杭州西湖历史文化为使

命，不仅把武汉园博会作为展示杭州造园水准的大

舞台，更是作为传播杭州西湖文化、推广杭州西湖

旅游的国际化大平台。

【作者介绍】                                                                                      

唐宇力，男，1968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学位，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园林花卉育种及风景园林建设与管理。

朱 炜，男，1970年1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学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园林植

物养护管理 。

钱海燕，女，1965年8月生，浙江杭州人，大学本科，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基建科，高级工程师，从事风景园林建

设项目规划、设计及工程管理。研究方向：寺庙佛教植物调研。

桂彭根，男，1989年9月生，安徽安庆人，研究生，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办公室科员。研究方向：风景园林建设与

管理。

注：文中图片由唐宇力摄影                                                                 

5_杭州园曲桥

6_杭州园主入口

7_杭州园醉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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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花月季和菊花赫然映入人的眼帘。牡丹、芍药、

迎春、连翘等传统北京花卉组成的景观设计，构成

了“清朝花农送花进宫、宫廷鲜花打造头饰、现代

北京培育市花”三个花卉历史故事。为了体现历史

感，展览中所用的小花车是清朝时的古物。此作品

获得了本届花卉展览的金奖。

“钱塘春韵”是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吴山景区管

理处制作的园艺小品。其典型的江南园林造园风格

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本届花卉展览最佳

展品（园林景点）金奖，也得到了香港TVB电视台

的独家专访。作品采用条砖铺装、古城门、城墙残

垣营造南宋风格，缀以西湖山林之泉水、贵戚雅士

之鸟笼体现雅的意蕴，融入水井、鱼米和茶酒展现

俗的热闹，雅俗文化的交融和春花烂漫的景象呈现

出宋时钱塘的独特韵味。

3 香港花卉展览的借鉴之处

3.1 构筑物可拼装，制作、拆除快速。

香港花卉展览为时短暂，只有10天时间，设在港

岛的维多利亚公园的中央广场，平时为民众的健身场

所，花展期间属临时占用，闭幕后所有物件必须全部

拆除。故大部分参展机构的构筑物均在当地分件加工

后运至现场组装，就像成品家具组合件一样方便组装

拆卸，可循环使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水系。杭州花

展中水系常采用沙土堆积，塑料薄膜垫底铺上鹅卵

石注水而成，其缺点是塑料薄膜遮掩困难，极易因

破损漏水。而香港花展中水系由几个不同大小的容

器组合而成，加以植物和喷雾配置，形成幽深宁静

的小溪。施工方便，现场管理和拆除亦方便。

3.2 环境布置紧贴主题，绚丽多彩。

因气候适宜，时间又短，所以香港花卉展览环

境布置中运用了很多鲜切花来制作造型烘托气氛，

让人眼睛一亮。如在展会主线上布置了用康乃馨

和小菊制作的姿态优美的少女舞者造型，摆着各种

POSS，似在延伸至典礼台的草花花毯中随着春日旋

律翩翩起舞，极符合“春．花．舞”的主题。其对

于细部也极为注意，如裙摆的侧面、内部都用鲜花

装饰，包括舞者的脚也穿上了舞鞋。

3.3 公益和盈利共存。

香港花卉展览的会刊除了刊登主要赞助机构的

致辞、本届花卉展览大会组织机构成员、参加机构

等外，还刊印本届展览会内容、节目表、场地图和

上届的获奖情况，并详细介绍本届主题花跳舞兰的

中、英文名、学名、植物学特性、生态习性、养护

技巧、繁殖方法和用途及相类似的其他花卉，在会

刊最后几页则言明为广告，集中刊登了各赞助商的

相关信息。这些刊物既起到了普及园艺知识的作用,

同时也给各赞助商作了宣传。

花展门票购买十分方便。可在会场入口处当场

购票，或使用八达通刷卡进场，亦可在康文署的各

分区康乐事务办事处以及设有“康体通”服务的康

乐场地购买。门票全票14元港币，儿童、全日制学

生、60岁（含）以上老人、残疾人士及其照顾者可

享半价优惠。在周一至周五，老人、残疾人士及其

照顾者可免费入场。

3.4 公众参与互动性强。

3.4.1 各类比赛项目分类细致，适合不同层面的公众。

糖街入口环境布置（潘坚英�摄）

小菊、康乃馨制作的少女造型（潘坚英�摄）

年来参展单位最多、参赛水平最高的一届。

本届花卉展览展出花卉超过35万株，包括8000

株大会主题花“跳舞兰”。展品来自世界各地，有

悉心栽培的盆栽、造型优美的花艺设计及丰富多彩

的园林小景，特别是20多个特色小景千姿百态，有

来自香港本地机构，更有不少是来自内地城市。

2 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部分作品介绍

2.1 政府部门参展的作品千姿百态，各具行业特色

建筑署的“筑.动”将春日缤纷绚丽的设计意念

体现在作品中，除了表达春天的活力生趣，亦秉承推

广建筑署的理念。其充分利用平时被废弃的绘图纸纸

筒、日常弃置物及其他循环再生物料等材料，摆设成

向外旋转的圆环，寓意着跳舞兰璀璨的舞姿，又仿佛

是被春风轻柔拂过而随风律动的霓裳衣裙。

渠务署以“舞动.绿色.河流”为主题，采用回

收的树枝、杂草和玻璃瓶等材料作装饰，以带出

“绿色生活态度”。通过清水设施展现可持续发展

的水资源概念。

路政署的“路.乐.途”展示路政署多年来坚持

不懈为道路使用者提供不同形式的快乐“旅途”。

作品通过融合一般道路的基本布局及常见的公路元

素，如自行车道、斜坡、天桥、隧道、路标、路

砖、隔音屏、“水马”、“雪糕筒”等，与绿意盎

然的植物和五彩缤纷的花朵组合，期望市民在上下

班、上下学途中，或跑步运动途中，可在人行道、

自行车道、公路或铁路等不同形式的路上享受快乐

的旅途。

2.2 康文署东方园圃和西方园圃的园林小景精致而

郁郁葱葱

香港花卉展览每年都会举办康文署东方园圃和

西方园圃比赛，参赛作品由康文署各分区康乐事务

办事处员工设计，面积5m×7m。

黄大仙区的“春花飞舞”重现苏州名园拙政园

的扇亭，而整体设计意念则源自杜甫的诗。小景除

了雅致的漏窗和洞门，还有池塘、小径和嶙峋奇石

等，茂密的植物和怒放的鲜花围绕扇亭边，构成一

幅优雅和谐的春日景致。此作品获得了康文署东方

园圃比赛冠军。

屯门区的“绿野仙境”的设计概念源自童话世

界的仙境。小景中的小木屋和树屋，与四周清幽的

环境浑然一体。再配以翠绿的小山、清澈的流水，

令人感到远离尘嚣。小境内百花盛放，春意盎然，

微风拂过，花朵摇曳生姿，芬芳满园，把如梦似幻

的“绿野仙踪”童话仙境展现眼前。此作品获得了

康文署西方园圃比赛冠军。

2.3 非本地机构的作品地域特色明显，佳作纷呈

主题为“花韵京城 盛世太平”的北京室内展区

令人感受到浓浓的京味儿。在展区的主墙上，北京

北京室内展区的“花韵京城�盛世太平”（王俊祺�摄）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吴山景区管理处的“钱塘春韵”（王俊祺�摄）

荃湾区制作的水景小品（王俊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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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平 / Ye Ping

【摘  要】太子湾郁金香花展已经成功举办22年，无论是郁金香的品种、规模、影响力等都在发生着天翻地
覆的变化，作为管理者从管理上也经历了多重考验，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展经验，为今后花展的持续发展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郁金香；太子湾公园；花展 

Abstract: Prince Bay tulip flower show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22 years, the tulip varieties, the scale, the 

influence as the manager has changed alot, also experienced multiple tests, At the same tim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exhibitions, also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lower show.

Key words: Tulips；Prince Bay Park；Flower show

杭州太子湾郁金香花展
Hangzhou Tulip Flower Show At Prince Bay

山为屏，水为脉，山障水绕，气韵生动，位于

西湖西南隅的太子湾公园“先天”超群脱俗。据

载，“太子湾”因南宋皇室庄文，景献两太子葬此

而得名。原为湖湾，由山峦风雨冲刷，泥沙淤积为

沼泽洼地。1987年底筹建太子湾公园，1988年7月

组织施工建设，1990年建成开放。公园在中国传统

山水园林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园林开合自如、疏

密有致的艺术处理手法，园中以西湖引水工程的一

条明渠作为基础主线，大刀阔斧地改造地形，重塑

大弯大曲、大起大伏的湖湾自然景观，积水成潭，

截流成瀑，环水成洲，跨水筑桥，形成了诸如逍遥

坡、玉鹭池、拂尘池、颐乐苑、太极坪等空间开合

收放相宜，清新可人的景点，成为西湖边独有的融

田园风韵和山情野趣的公园。

很多人了解太子湾公园，只因一年一度的郁金

香花展。太子湾公园郁金香花展始于1993年，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22届。几十万株绚丽多彩的郁金香与

成片樱花林使太子湾成为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整

个公园都渲染着绚丽斑斓的色彩，每年吸引了广大

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每年的太子湾郁金香花展不仅

是杭州春季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且成为了杭州旅游

的一张金名片。

太子湾公园（麻剑辉�摄）

香港花卉展览设有“花卉及植物展品比赛”、

“花展学童绘画比赛”、“香港花卉展览摄影比

赛”等多个公众可参与项目，康文署根据不同比赛

时间按阶段向公众发布公告。

花卉及植物展品比赛公告一般在当年的1月发

布，比赛分为花卉类、盆景类、插花类、盆栽植物

类等15组94类，包括兰花、中国兰惠、肉质植物、

赏叶及食虫植物、非洲紫罗兰、盆栽（盆景类植

物）、西方插花艺术、东方插花艺术、小学组和中

学组盆栽植物培育比赛及学校园圃比赛等，优胜者

可获得奖杯。获得公开组、学校组的“全场最佳展

品奖”的参赛者将在花展期间的颁奖礼上被授奖。

香港花卉展览摄影比赛公告一般在三月上旬发

布，比赛分A、B、C三组。A组为“无线电视艺员

及香港小姐造像摄影”，分为公开组和学生组。组

委会会规定时间段，并邀请艺员和香港小姐在此期

间作模特让人摄影。今年此项比赛参赛名额为1000

人，参赛费30元港币，学生、60岁及以上老人、残

疾人对半。B组“花卉摄影”、C组“花絮摄影”和

我们花展期间的摄影比赛相似，无需事先报名和报

名费，只需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以今年花展为题材的

参赛照片即可。

3.4.2 中小学生参与镶嵌花坛

赛马会学童镶嵌花坛是每年香港花卉展览必展

项目，由多家学校组织学生参与制作。今年的作品

“华丽舞衣”由约800名来自31家学校的学生在120

名绿化义工的指导下镶嵌完成，共用三万多株色彩

丰富的花卉植物，如康乃馨、菊花、勿忘我等。

3.4.3 利用网络平台增加趣味

为更好地宣传，今年特意制作了“2015年香港花

卉展览”的网页，首页上除了2015年香港花卉展览的

简介和各种比赛海报外，还有不同规格的以“跳舞

兰”为主题的桌面背景可下载。网站经常会发布关

于本届花展的最新信息和照片，亦可浏览往届花展

信息和照片。手机下载后还可以玩趣味摄影。

3.5 标识牌简洁明了，易于拆卸

在花展现场的主入口及主要通道处的显著位置，

都设有简洁明了的标识牌，标识牌由KT 板制作，轻

盈不易变形，组装方便。花展期间的节目单都印在

其上，令人一目了然。在出口处一般还设置提示牌，

上书“你是否已参观下列展区”，使游人倍感温馨。

3.6 花展早策划，早筹备

每年香港花卉展览均在前一年的七、八月就与意

向机构联系，邀请参加下一年的花展，并确定联系人

做好咨询和配合工作。联系人则按时跟进，及时发函

告知可提供的材料。随时间推进，还会进一步发函告

知各分项工作具体联系人及电话、相关注意事项。

香港花卉展览的商业摊位采取公开竞拍来确定

商家。如2015年香港花展的展览场地设有52个商业

摊位，包括41个货品摊位、4个快餐摊位、及1个售

书摊位等。52个摊位在2014年12月就完成公开竞拍

并全部租出，总收入达228万多港元。

相对于香港花卉展览，杭州市的花展在参加者的

层面上、公众的参与度上还有待提高和细化。今后要

逐步改变只有专业人员参与的情况，应广泛动员社

区、社会团体及学校一起参与，望最终能使公众从看

花展到做花展，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转变。

【作者介绍】                                                                                      

潘坚英，女，1969年生，浙江兰溪人，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杭州

西湖风景名胜区吴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从事园林养护管理。

节目表标识牌（潘坚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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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届太子湾郁金香花展

1.1 基本情况

根据花港管理处历年档案资料，笔者对历届花

展办展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见表1）

1.2 郁金香种植经验

每年太子湾郁金香花展办展时间均在3月中旬至

4月下旬，持续时间为一个半月左右，这是由杭州的

气候条件和郁金香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杭州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冬寒夏热，春温秋爽，年平均气温在15.9-17.0℃。

郁金香为百合科郁金香属的草本植物，具有夏季休

眠、秋冬生根并萌发新芽但不出土，需经冬季低温

后第二年2月上旬左右（5℃以上）开始伸展生长形

成茎叶，3-4月（15-20℃）开始开花的特性。

郁金香单株花期为10-15d，为了延长整个花展

花期，达到一个半月的展期要求，选择了早、中、

晚花期的品种，其中早花品种约占20%，中花品种

60%，晚花品种约20%。

连续22年的郁金香种植栽培，根据杭州气候、

太子湾公园土壤等环境因素摸索出了一套郁金香种

植经验：

1.2.1 前期准备阶段：

对土壤进行深翻、松土，并用400倍稀释的恶霉

灵对土壤进行一次消毒，在种植前施一次豆饼作基

肥。代森锰锌、天王星各稀释800倍并混合，对郁金

香种球进行消毒30min。

1.2.2 种植阶段：

根据气温情况，每年的11月中下旬至12月上中旬

进行郁金香种植，种球入土深度6-8cm，种植密度45

颗/m2，此时间段土壤温度为6-7℃，PH为偏酸性。

1.2.3 后期养护阶段：

种植结束后，用硝硫基复合肥进行追肥，时间

为每隔10～15d一次，共4～5次。待种球长出两片叶

子后，施一次叶面肥，保证郁金香种球所需养分。

1.3 花展期间游客量增长情况

1998年至2014年，游客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

别是2008年对太子湾进行整体改造提升，2009年3

月太子湾免费开放之后，游客量呈井喷式增长，当

届数 年份 展览时间 花卉品种 花卉数量
游客
人数
（万）

特点

16 2008 3.26-4.25 40个品种 种球30万 66.67
公园主景区布置了以“花与品质
生活”为主题的园艺小品展示

17 2009 3.20-4.30 47个品种
30万种球,
3万盆时花

113 首次免费开放

18 2010 3.15-4.30 47个品种
30万种球，
2万盆时花

113.44 　首次种植5度球

19 2011 3.12-4.20 新增郁金香品种14个 30万种球

位于太子湾北门主入口和望山
坪设置了5组园林小品，在逍遥
坡新增郁金香品种区，集中展
示介绍本次花展的郁金香品种

20 2012 3.17-4.20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等球根花卉50余
个品种

40万种球 148.1 　

21 2013 3.15-4.30
郁金香、风信子等种
球52个品种

50万种球 202.6

在水边、草坪新辟5块种植区，
采用了交叉线条的布置手法；北
门花坛与门口花镜连成一气，全
部栽植郁金香，在南山路形成一
片花海，视觉冲击强烈

22 2014 3.15-4.30

郁金香、风信子等种
球87个品种,并引进新
品种观赏葱、贝母等
新品种，这些品种都
是首次在杭州出现

50万种球 215.8 游客量达215.8万人次

表1：22届太子湾郁金香花展办展情况

届数 年份 展览时间 花卉品种 花卉数量
游客
人数
（万）

特点

1 1993 3.20-4.15
郁金香、风信子、番
红花、洋水仙等4类，
47个品种

种球12万 　

2 1994 3.15-4.20
5个大类，71个品种
（其中名贵品种10余
个）

种球20万 展出17件欧式古典雕塑复制品

3 1995 3.15-4.20
郁金香、洋水仙、风
信子、鸢尾等4类，48
个品种

种球20多万，
时花2万盆

环境布置了欧洲大型门楼，欧
式中世纪马车、花船，游客提
词墙

4 1996 3.20-4.25
郁金香、洋水仙、风
信子等5类，85个品种

种球35万
布置有大型风车、荷兰奶牛、
木靴及卡通人物造型

5 1997 3.20-5.2
郁金香、洋水仙、风
信子等5类

种球25万

共展出80余只经多年筛选选出
的精品，其中20多只为国内首
次引进；公园门口游轮造型意
寓97年为香港回归祖国之年

6 1998 3.18-4.15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鸢尾、朱顶红
等7大类，98个品种

种球45万 17.99 　

7 1999 3.10-5.10
来自中国、荷兰、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
的500余种鲜花

种球170万 17.69 主题为“99杭州世界名花展”

8 2000 3.15-4.30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等5大类，80余个
品种

种球40万，
5万余盆F1代
时花

17.53
6组以“春”命名的雕塑抒发千
禧之春的情韵

9 2001 3.22-4.30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等5大类，80多个
品种

种球45万，5
万余盆时花

与花展同时亮相的还有“模
拟卫星火箭发射科普宣传活
动”，每天表演发射

10 2002 3.16-4.30
新增银莲花，80余个
品种

种球40余万，
6万余盆时花

12.22 　

11 2003 3.22-4.27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等5大类、80余个
品种

种球40万，6
万余盆时花

9.34 　

12 2004 3.24-4.30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鸢尾、朱顶红
等80余个品种

种球30多万，
6万余盆时花

10.32
各公园管理处以“春天的家
园”为主题参展的8大小品

13 2005 3.31-4.30
展 出 郁 金 香 、 风 信
子、洋水仙、等5大
类，80余个品种

种球30多万，
5万余盆时花

20.59
各公园管理处推出9组室外造型
精品

14 2006 3.20-4.30
郁金香、风信子、洋
水仙等5大类，80余个
品种

种球30多万，
5万余盆时花

23.68

各公园管理处以及少儿公园、
杭州植物园、中国茶叶博物馆
以“花与休适园林”为主题的
室外花卉造型精品，丰富了展
览内容。

15 2007 3.20-4.30
郁金香、洋水仙、鸢
尾等3大类，近50余个
品种

30万株，5万
余盆时花

40.59
主要景观区域特地精心布置了
以“花与时尚生活”为主题的
园林景观小品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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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平  朱永清  莫烨犇 / Qian Xiaoping  Zhu Yongqing  Mo Yeben

引言：现代设计手法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

等手段融入设计中，用抽象等艺术方式呈现现代价

值取向的表达手法。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

处应开封市“两宋花朝节”邀请，参展了小品《智

慧生活@杭州》。该小品强调设计源于现实社会，

尝试运用现代设计手法，以框式构架为主体，以杭

州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为载体，力求体现杭州山水

城市的新发展和智慧城市的新面貌。

1 为什么要用现代设计手法

1.1 景观表现手法的多元化需求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出现了很多不可预

料、工业化程度高的表达方式和设计意图，形成一

种追求现实价值的现代设计手法。传统风格已不再

是我们唯一的需求，设计手法也需要多元化。我们

可以从众多当代建筑、艺术等领域获取灵感，改变

【摘  要】随着花展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人审美观的改变，园艺小品的一些传统设计手法已不能满足多元化
的需要。本文结合实例阐述如何在园艺小品中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时代发展的新元素融入园艺小品中，使
之成为一个既具有时代感的信息载体，又兼园林艺术、文化、现代功能为一体，为今后打造多元化的园艺小
品提供借鉴。

【关键词】园艺小品；现代设计手法；新元素

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flower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changes in modern people’s aesthetic 

standards, some traditional design techniques of horticultural works cannot satisfy diversified demands any longer. 

The paper describes how to apply modern design techniques in horticultural works based on actual cases, and 

how to blend new elements developed in this era into horticultural works. In this way, the horticultural work will 

become an information carrier with strong sense of the times and integrate garden art, culture and modern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In addition, references can be provided for future creation of diversified horticultural works.

Key words: horticultural works; modern design techniques; new elements

探析现代设计手法在园艺小品中的运用
——以2015年开封·杭州“两宋花朝节”湖滨管理处参展园艺小品为例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Modern Design Techniques In 
Horticultural Works
Take 2015 Kaifeng-hangzhou “Liangsonghuazhaojie” Exhibited Horticultural Works 

For Example (Provided By Hubin Management Office)

传统思维的单一性，重视表现手法对于展现事物内

在美的重要性。

1.2 宣传功能的需求

现代园艺小品不再局限于造景功能和使用功

能，更被赋予了技术展示及信息传达功能。

以《智慧生活@杭州》主题定位为例，杭州已

成为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之一，产生出了例如

“阿里巴巴”、“杭州一号工程”、“大数据”等

杭州“新名片”。这些新兴产业和新概念强有力地

带动了杭州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提

高。本园艺小品正是以此为契机，通过现代设计手

法将空间进行灵活分隔，结合墙面垂直绿化，用抽

象方式和极具张力的色彩营造现代派气息，将杭州

的现代化智慧城市形象在小品中表达出来，发挥出

小品宣传城市形象的信息传达功能。

1.3 新工艺、新材料的产生及现代审美情趣的需求

年游客量达到了113万余人次，2014年更是达到了

215.8万余人次。

1.4 布展主题和办展模式变迁

随着时代变迁，每一届郁金香花展都有鲜明的

主题和时代烙印。1994年、1995年欧洲布展风格；

1997年是香港回归主题；1999年的主题是世界名花

展，引入了来自中国、荷兰、美国、德国、日本等

国的500余种鲜花；2004年是“春天的家园”，并

加入了名胜区管委会其他管理处设计的园林小品；

2013的花展不仅种球数量达到了50万，而且在水

边、草坪新辟5块种植区，采用了交叉线条的布置手

法，在北门花坛与门口花镜连成一气，全部栽植郁

金香，在南山路形成一片花海，丰富了花展形式，

体现了花展的多元化趋势。

连续 22 年的郁金香花展经历了门票收费和免费

开放两个重大阶段。在公园还未免费开放之前，办展

模式比较单一，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门票销售；但是

在免费开放之后，管理处开始创新办展模式，提升花

展服务，丰富招商引资方式，先后引入了美食广场、

创意集市、花卉超市等，实现展位打包统一招商，统

一管理，实现了“人气”和“才气”的双丰收。

2 新形势下的太子湾花展办展难题

2.1 安全问题的不确定性

2014年花展期间共迎来游客215.8万余人次，

单日最大人流量为15.4万余人次，这已经大大超过

了太子湾的最大容载量。面对如此大的人流量，拥

挤、踩踏等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

2.2 西湖南线交通压力巨大

虽然花展期间南线交通采用了单循环、节假日

单双号限行等措施，但是交通压力仍然巨大。南山

路经常水泄不通，拥堵的交通影响了游客正常游览

秩序和游览心情。

2.3 花展经济亟待发展

虽然管理处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招商引资，但是

面对不断上涨的管理成本和花卉支出成本，现有的

花展收入显然还不能满足花展支出需求，形成了入

不敷出的局面。

2.4 不文明赏花行为时有发生

在郁金香花展期间，乱扔垃圾、摘折花枝、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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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科员，工程师。

草坪等常见的不文明游览行为也集中显现，给公园管

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淡季情况良好，

旺季压力巨大”是太子湾公园管理工作的真实写照。

3 思考和建议

3.1 引入社会力量强化管理

一方面，在名胜区层面，与交警、运管、城

管、市政市容等部门加强联动，共同整治、维护西

湖南线、太子湾周边的秩序。另一方面，在加大公

园管理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引入社会志愿团体辅助

管理，进行文明劝导。

3.2 倡导文明旅游理念

通过各种媒体和宣传媒介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文明旅游、文明赏花宣传活动，让“文明旅

游”理念深入人心。

3.3 提升景区文化内涵

注重经济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以郁金香为主

题，探索有独特区域文化特色的西湖衍生产品，为

花展经济平添西湖特色和人文情怀。

总之，太子湾郁金香花展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

的22年，无论是郁金香的品种、规模、影响力等都

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管理者从管理上也

经历了多种考验。太子湾郁金香花展的成功得益于

西湖畔九曜山山下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几十年来管理

处领导员工们所积累的丰富办展经验，未来的太子

湾郁金香花展还需要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布展

水平，不断提升以满足游人的审美需求。未来的太

子湾郁金香花展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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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给人神秘、简洁之感。这虽与南宋古建的黑瓦白墙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但因小品时尚的造型又充满强烈的现代感。

同时，构架的黑白色和背景红色建筑墙体可形成强烈反差，

色彩明度的增加又可提高小品的识别度，使之成为展区的一

个视觉焦点。且白色的大量应用，迎合了主体构架需要展示

体量和气势的要求，给人鲜活之感，展现了小品大气不失高

雅，新奇充满活力的特色（图5）。

2.4.2 植物色彩

在植物配色中，以红黄暖色系植物作为主色调（约占

70%），冷色系草花作为点缀（约占30%），既烘托热烈、

喜庆的花展氛围，又与主体构架形成反衬，体现现代杭城花

团锦簇、欣欣向荣的景象。

结束语：《智慧生活@杭州》通过结构主义现代设计手

法和简洁的配色，强调几何元素和大线条的应用，并注重

融入时代新元素，在“两宋花朝节”上，使该园艺小品成为

了宣传杭州城市发展的新载体，获得了广大市民、游客的共

鸣。园艺小品需要不断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中不

断创新理念和设计手法，以满足时代与大众心灵所需，更好

地发挥新型多元化园艺小品在景观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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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勘察设计,2008.4.

【作者介绍】                                                 

钱小平，男，1960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杭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党委书记、主

任，工程师，从事风景园林工作。

朱永清，男，1961年6月生 ，浙江杭州人，杭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副主任，工程

师，从事西湖水生植物种植研究。

莫烨犇 ，男 ，1985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助理工程师，

从事园林种植及养护。

注：文中图片由莫烨犇摄影                           

 2  3 

 4  5 

传统古典园林往往充满着诗情画意，是一种内

敛含蓄的美，园艺小品运用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往

往可以寄情于景，耐人寻味；而现代设计手法则更

为简洁、抽象和刺激，注重手法的表现对人产生的

直观效果。同时，新材料和现代制作工艺的产生，

使得现代设计手法出现在很多钢木结构和立体花坛

等园艺小品中，不同的设计手法丰富了园艺小品的

表现形式，也符合了现代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

2 《智慧生活@杭州》中现代设计手法的运用

《智慧生活@杭州》结合杭州时代发展新面

貌，运用钢构架和木板制作多变抽象造型，巧妙选

取现代新元素融入小品中，通过现代设计手法使小

品兼具欣赏和信息传达功能。

2.1 时尚的造型

本小品设计运用结构主义手法，通过几何处理

方式，用大线条勾勒出三个主体异型框架和一组城

市剪影组合墙，直观、感性地营造出一个抽象的独

特空间。异型框架正立面为不等边形，侧面宽度也

不一，摆放角度不同，形成框中有景、景中有框的

独特造型。异形框内花格窗采用阿里巴巴建筑镂空

图纹元素。组合墙则采用建筑剪影打造现代城市形

象，并用一个超大网络符号“@”将组合墙串联起

来，呼应小品的主题《智慧生活@杭州》（图1）。

2.2 现代装饰物的利用

为突出主题，在钢结构和木板结合制作的主体

构架上，搭配与主题相吻合的现代装饰物，以充分

展示杭州城市高速发展的态势（图2）。

2.2.1 搁置装饰物

在组合墙顶设置两组元素，一架1:250的空客

A320，机头往上呈起飞姿态，寓意航空产业的高速

发展；一组铁质“ALIBABA”LOGO，为杭州网络

电子业领军企业。

2.2.2 墙面装饰物

组合墙正背面黏贴二进制数字“0”和“1”,代

表大数据产业的高速发展；墙体局部区域黏贴西湖

山水简笔画，增强城市辨识度；同时在墙面上加入

二维码元素，植入杭州政府关于“一号工程”的内

容介绍，使游客通过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相关

内容，增加了互动性。

2.2.3 地面装饰物

构架与地面连接处用当地无患子枝干搭配干莲

蓬等素材做中式插花造型，地面铺青石子及松鳞喻

示城市与自然的联系。

2.3 生态型植物配置

植物配置以大量观叶植物的应用为主，突出色

叶效果。同时采用花境和墙面垂直绿化形式体现城

市自然生态面貌（图3）。

2.3.1 植物材料选择

小品高大乔木选用华盛顿棕榈、散尾葵等做背

景铺垫；中层小乔木和灌木类选用滴水观音、棕

竹、天堂鸟、旱伞草、龟背竹、红豆杉、三角梅等

观叶植物；在底层花境应用西洋杜鹃、毛地黄、

金雀花、凤梨、天竺葵、万寿菊、玛格丽特、耧斗

菜、金鱼草、虎皮兰、变叶木、大花飞燕、风铃

草、绿萝、满天星、羽扇豆等观花观叶植物形成现

代城市生物多样性效果（图4）。

2.3.2 墙面垂直绿化

对组合墙进行垂直绿化，材料选用姬凤梨、金

边吊兰、蒲包花和碧玉等。在墙体制作时用隔板提

前留出盆花插入空间。盆花的插入使墙体充满生机

和现代气息，打破了组合墙单一乏味的感觉。

2.4 简洁的色彩搭配

2.4.1 小品构架色彩

小品构架采用黑顶白墙，黑白色是永恒的流行

 1 

1_�小品全景

2_�异型构架与现代元素

3_�组合墙体与垂直绿化

4_�花境效果

5_小品构架配色简洁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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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景手法分析

2.1 突出主景

对于整个园艺小品而言，主景是空间构图的中

心，也是整个作品的重点与核心。为突出主景气

势，本小品在主、配景的高度、色彩、疏密等方面

进行对比处理，以此强化主体景观。

在开封龙亭公园规则式的皇家园林中，为重点

突出小品的焦点——梁祝人物剪影花窗（图1），将

其定位在小品偏中央处，不但体量最大，在色彩上

大胆选用艳丽的橙色，极具吸睛效果，同时前置灵

动优美的蝴蝶构架，烘托主景。而手执宫扇的窈窕

美人苏小小、立于竹桥上对望的白娘子与许仙，则

采用五色草插绘在两侧画卷上，线条简洁、体量适

中，与中间主景形成鲜明对比。

2.2 虚实结合

虚实的造景手法往往可以更好地丰富园林小品

景观层次。各节点在不同的角度与空间中做到有显

有隐、半显半隐、时显时隐，配合色彩、景象或鲜

明或迷离的变化，那就得以进入实中有虚、虚中有

实的境界[1]。

小品采用植物材料作为主体用材，构筑立体造

型和爱情画卷。但若整个空间都采用五色草插作画

卷会显得厚实笨重，故利用裸根的竹篱笆与油麻藤

作为绿色画卷之间的隔断与衔接，一来可以有效分

割小品的立面空间，减少厚重感；二来将三个爱情

故事既隔又连，同时画卷上的人物亦采用阴刻和阳

刻、镂空和实体不一样的表现手法， 以体现虚中有

实、实中有虚的境界。

2.3 场景呼应

小品设计构思时，强调元素的相互呼应，从而

使景观变化中又富有条理。如植物立体造型画卷上

采用不同颜色的植物，勾勒出起伏的群山，与地面

的旱溪水面相呼应，融合地形与植物群落，体现西

湖的山川湖水，反映这些爱情故事的发生地点；在

慕才亭构件（图2）下布置苏小小烹茶、饮茶之景；

结合主景花窗布置梁祝同窗共读等内容，这些人

物、故事、景致之间的相互呼应，使整个小品更趋

自然、协调。

2.4 空间营造

在本小品中还通过借景、障景、透景、框景等

手法，丰富空间景观效果，烘托主题。

2.4.1 借景

计成在《园冶·兴造论》中写道“园林巧于因

借，精在体宜。[2]”在本小品布置时，积极创造借

景条件，将园外景物引入园内，同时自身又是园内

的造景的一部分[3]。由于布展场地中有一株沧桑古

朴的紫薇桩景，且其种植地高度适宜作为小品的水

源头，故利用其颇高的地形“因高借景”，营造出

断桥水系源头辅之迂回的视觉效果。又将其作为白

 3 

1_梁祝主景

2_慕才亭

3_小品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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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怡如  丁水龙  张璐  杨国梁/ Qian Yiru  Ding Shuilong  Zhang Lu  Yang Guoliang

1 概述

中国传统园林博大精深，风格上独树一帜，善

于通过多种造景手法来表现自然之美，体现淡泊、

恬静、含蓄的艺术效果。

2015年春季，应开封市政府邀请，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作为杭州市参展代表之一，

负责“两宋花朝节”中一处面积约320m2的园艺小

品制作。根据“两宋花朝节”以文化为核心，花卉

为连接的要求，结合立地环境，经过多番设计和讨

论，该处园艺小品最终确定以“西湖恋”为主题，

表现具有杭州文化特色的园林景观。

杭州，被誉为“爱情之都”，处处充满了浪漫

的爱情氛围。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中，就有《白

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家喻户晓的传

【摘  要】中国传统园林善于应用不同的造景手法来营造渐入佳境、小中见大、步移景异的理想境界，体现
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艺术效果。这些手法一直传承至今，并在现代园林中不断被应用与发展。本文结
合花展实践案例，阐释了传统园林造景手法在现代园艺小品中的应用，并分析如何运用借景、框景、障景等
造景手法体现创作意境、丰富景观层次及地域特色。

【关键词】园艺小品；造景手法；应用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landscaping is very good at apply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to create an ideal feeling 

of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eeing big in the small, and seeing different at every step, to show the artistic effect of 

natural, tranquil, and modest. These practices have been carried on till today, and been applied and developed in 

the modern gardens. In this paper, we interpreted the traditional garden landscaping techniques being used in modern 

horticulture, and analyzed how to use the techniques of borrow, frame, and cover to show the design conception and 

regional features.

Key words: Feature Gardening；Approaches of Landscaping；Application

浅析园林造景手法在园艺小品中的应用
——以开封·杭州“两宋花朝节”园艺小品《西湖恋》为例
The Application Of Garden Landscaping Techniques In Feature 
Gardening
Taking 《West Lake Love》 As An Example

说诞生在此。古往今来，西湖边流传着无数动人的

爱情传说，留下了诚如白娘子、祝英台、苏小小、

冯小青等才女美人的爱情佳话，更因此流传下了大

量千古传唱的诗篇。至今，在西湖边仍然保留有断

桥残雪、雷峰夕照、万松书缘、苏小小墓等文化史

迹。园艺小品《西湖恋》便以此为载体，运用立

体花坛和竹制工艺，再现了《白蛇传》、《梁祝

情》、《苏小小》这些爱情经典画卷。

在创作过程中，设计师充分重视因地制宜的原

则，利用原有自然条件与周边环境，通过不同的造

景手法，将各种小品元素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

限的空间范围内营造出主题鲜明、地方人文底蕴深

厚的园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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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与许仙断桥相会的远景，起到了延伸空间、丰

富画面构图、增强景观变化的作用，在有限的空间

内获得无限的意境。

2.4.2 抑景、障景

中国人的审美观是建立在传统的文化心态与文

化熏陶的基础上，讲究含蓄、朦胧、静深。“欲扬

先抑、俗则屏之”为传统园林常见造景手法之一。

在本小品入口处（图3），采用抑景的手法，用翻卷

的画卷先遮挡小品内部空间；而后起伏的画卷又是

转变空间的屏障，起着引导游人视线的作用，使其

观赏角度发生变化，藏而不露、先藏后漏，增加景

观神秘感、层次感、纵深感，从而表现造景的含蓄

意境。

由于布展场地的背景为北方皇家园林建筑，其

色彩艳丽、气氛庄严，与所布置的江南园艺小品曲

径通幽、温婉雅致的风格大相径庭。为了使布展小

品与周围环境相分隔，利用小叶朴树、石榴树等当

地高大乔木作为小品背景，以障景的方式屏蔽背后

建筑，弱化北方建筑带来的景观影响。

2.4.3 漏景

漏景和框景，似是而非。框景是通过框架观赏

的景致，而漏景则是通过有图案的漏窗观赏景致[4]。

考虑到观赏者在移步换景时，构成动静皆宜的

观赏效果，小品主景花窗特设计成竹片拼接而成的

漏景花窗，使放置于花窗后的凤尾竹与樱花若隐若

现，利用漏窗之点滴来展现含蓄雅致的观赏情趣，

彰显婉约之美。同时与花窗上引人注目的人物色彩

进行鲜明对比，形成视觉冲击力。 

2.4.4 框景

顾名思义，框景就是将景观展示在“框”中，

如同一幅画。框景是有意识地设置框洞式结构，引

导观赏者在特定位置通过框洞赏景的造景手法。框

景对游人有极大的吸引力，易于产生绘画般赏心悦

目的艺术效果。

小品立体画卷结尾打破传统框景手法，利用

“白娘子、许仙”的镂空人物造型（图4）打造框景

轮廓线，透过人影框架，正好将远处飘逸的红枫、

翠绿的金钟引入，创造独特的景观节点效果。

3 结语

园艺小品《西湖恋》的成功，除了主题定位有

特点之外，主要是造景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园林造景

手法的理念和要点，并结合环境和现代工艺又进行

了一定的创新。受此启发，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

应多汲取传统园林造景手法的精华，将传统园林造

景和现代的艺术理念两者相结合，深入挖掘地域文

化的内涵，借鉴并弘扬中国传统造景手法，从而取

得不断的深化和进步[6]。

4_白娘子、许仙人物造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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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雨青 / Wang Yuqing

2015年4月15日，开封·杭州“两宋花朝节”顺

利开幕，杭州展区的参展园艺小品以其独具的江南

风格给开封市民带去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其中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创作的立体

花坛“西湖·明珠”更是以其磅礴大气和精致婉约

赢得了园林专家和开封市民的一致好评。

1 构思和造型

本届花朝节以“花开盛世，春满宋都”为主

题，以弘扬两宋文化为核心。杭州作为南宋都城，

以西湖闻名于世，而西湖又蕴含了南宋悠久的人文

历史和园林景观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成为了“西

湖·明珠”创作构思的源泉。 

“湖山毓秀，滴水藏情”，如何围绕主题把西

湖山水的秀美，把园林文化景观的传承与变迁用

立体花坛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作品构思首要解决的

问题。西湖的秀源于园林景观的精致，西湖的柔源

于西湖湖水的微澜。作品从西湖湖水泛起的波浪、

波浪溅起的水珠、以及经典的园林文化景观着手构

思，以一组大型的波浪和波浪卷起的三滴水珠作为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立体花坛作为一种大型的以植物为主的造型艺术，应用日益广泛。本文通
过介绍开封·杭州“两宋花朝节”立体花坛 “西湖·明珠”的创作过程，对立体花坛创作的相关要素进行
了提炼总结。

【关键词】构思；造型设计；色彩；尺度；施工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three-dimensional flower bed is a kind of large scale 

plant based model arts, and its application is becoming wider and wider.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flower bed “Pearl of West Lake” in Kaifeng, Hangzhou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Flower 

Festival, and sums up related factors of creating three-dimensional flower bed.

Key words: Conception；Modeling design；Color；Scale；Construction

匠心独具筑美景  西湖明珠耀龙亭
——记立体花坛“西湖·明珠”创作
Pearl Of West Lake Shines In Dragon Pavilion, Shows The Beauty 
Of Originality
The Cre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Flower Bed “Pearl Of West Lake”

“西湖·明珠”实景图

“西湖·明珠”效果图

主框架，以水滴中包裹的西湖新、老十景以及三评

西湖十景剪影为主景。老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有

着晚霞镀塔的壮阔；新十景中的“云栖竹径”有着

祥云入亭的禅境；三评西湖十景中的“湖滨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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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更显深邃厚重。立体花坛前则采用大量杜鹃花陪

衬，以提亮整个画面。

4 现场施工

现场施工是整个作品的构思能否完美表达的最

主要也是最关键的过程。为了保证效果和作品的牢

固度、安全度，根据设计方案，施工人员进场前先

制作了一个小比例的模型来进行骨架结构的设计和

计算,而后根据结构图现场配置不同规格的角钢焊制

支撑骨架,再用钢筋制作立体花坛轮廓,钢筋的间距

以10cm为宜,过密则不便于后期植物栽植,过稀则栽

培基质易漏出,立体花坛易变形。此道工序最为关

键,结构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最终效果的体现,故在施

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结构设计图 进行施工, 防止比

例失调。                

在整个钢架烧制完成后，用遮阳网包裹立体花

坛的外轮廓,并填充栽培基质,基质以营养土为主,可

适当添加海棉条、草屑、农家肥等成分,做到既保水

保肥又增加拉力。       

最后进行植物栽植，栽植五色草时可依照先里

后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秩序。将草栽入后，

要用手按实。栽好五色草后当即修剪，使图画纹路

明晰，整齐美观。

由于开封施工现场处于风口，天气又干旱，本

立体花坛施工期间出现了刚插好的一些植物品种被

风吹干的情况，施工人员不得不及时更换，同时加

强了养护，在整个立体花坛的最顶端撑起遮阴网，

每天浇水两次，浇水一般在上午10时前和下午4时

后，不能在中午气温高时浇水，浇水做到浇透，以

保证植物的存活率。 

5 总结

整个立体花坛从构思到完成，经过立意构思、

造型、色彩和植物配置设计、现场放样、小样试验

以及最后的施工，每一步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没有新颖的构思，富有艺术特色的造型，作品就达

不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失去了灵动和意境；没有优

秀的施工，好的设计作品也得不到完美的呈现。其

次立体花坛创作一定要注意因地制宜，与环境相融

合，既要把握好现场的尺度、比例、色彩和造型，

植物材料的选择也要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适应。更

为重要的是立体花坛因为体量较大，一定要注意结

构的牢固、安全。

花展举办的目的是要弘扬传统花文化，展示品

种和花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鉴赏能力在不

断提高，我们也要不断探索，多创作出构思新颖、

内涵丰富的园林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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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明珠”模型

“西湖·明珠”施工过程

有着“烟桥朦胧”的雅谧。三组剪影既有江南园

林基本的景观要素（亭、塔、曲桥等），又各具特

色，充分体现了西湖园林景观在悠悠岁月间的传承

与变迁。整个作品力求造型大气磅礴，却又不失柔

美，意在把西湖的婉约与深邃、淡雅与静谧、细腻

与生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比例和尺度

本立体花坛位于开封市龙亭公园二进门前小

广场，属杭州展区主入口区域。广场长约80m，宽

约20m，地面为硬质铺装，空间开阔。为了与广场

环境相协调，同时也为了突出杭州展区主入口气

势，经过实地放样和研究，作品最终高度定为9m，

长36m，宽8m，三粒“水滴”直径分别为7.5m、

6m、4.5m，占地面积约300m2，占整个广场的

20%。此尺寸和比例既保证了作品大气壮阔的景象，

又满足了游客的观赏视角、拍照视距及集散功能。

3 色彩和植物配置

色彩是立体花坛主要组成元素，与造型相比，

色彩更能引起人的视觉反映，创造出富有性格、     

层次和美感的空间环境。  

由于整个作品体量较大，背景是暖色调的古典

建筑，三个水珠中的剪影表现元素较多，构图精

致，为了突出造型和构图，同时也为了表现杭州西

湖郁郁葱葱的植物景观，作品选择了绿色系列作为

主色系，配以少许暗红色、黄色、白色，使整个作

品色调既和谐统一又有一定变化。

立体花坛插作的主要植物材料是五色草，五色

草品种丰富，有绿草、黄草、大叶红、小叶红、黑

草、白草等。本立体花坛主体部分以绿草和黄草为

主，白草、红草等进行点缀。简洁色彩使整个作

“西湖·明珠”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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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片拼花的小路 老旧的自行车

杭州特产展示 室内厅堂空间

室内老旧家具� 窗外花枝摇曳

室外院落景观�� 晾晒着的丝绸锦缎

陈钰洁  张帆  王雪芬 / Chen Yujie  Zhang Fan  Wang Xuefen

【摘  要】本文从设计理念、庭院空间划分、植物景观配置、园林景观元素选取等多方面着手，通过介绍园艺
小品“南宋人家”的创作过程，剖析了在园艺小品中如何展现自然之美，打造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

【关键词】自然；空间格局；植物配置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sign conception, garden special pattern, plant  configuration and landscape 

elements selection, this article detailed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Southern Family," analyzed how to show the natural 

beauty in feature gardening, an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returning to nature.

Key words: nature; spatial pattern; plant configuration

浅析园艺小品“南宋人家”的自然之美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Beauty Of Feature Gardening "southern 
Family"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

逐步提升，住得宽敞，住得舒服，已是人们对居住

条件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更多的是期望能与自然的

亲密接触，沐浴在自然健康的环境中。

“两宋花朝节”园艺小品“南宋人家”展现的

便是一所具有自然之美的杭州老宅，围绕“花开盛

世•春满宋都”的主题，于青砖黛瓦间融入老底子

杭州人居家特色元素，院落中丰富的植物材料和花

境式的配置手法，将自然、生态引入生活场景中，

流露出老宅静谧、婉约的江南园林气质和满园春色

关不住的盎然生机。

1 源于自然的设计理念

南宋隐逸文化影响了南宋园林的形式和内涵。

临安（杭州）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园林崇尚自然，

强调返璞归真，注重自然山水意境的表达。“南宋

人家”的设计理念，源于南宋园林婉约、朴实的特

质，融入现代流行的生态园林理念，将自然之美和

生态价值融入庭院和居家生活。

2 融于自然的空间布局

园艺小品“南宋人家”占地约300m2，由东、西

两块长方形地块构成，西侧地块内有较大的紫薇、

蜡梅等植物栽植其间，同时含有湖石若干块。为了

结合现场环境，根据因地制宜原则，特保留了这些

原有的景观元素，将其作为院落空间中的一部分场

景。小品整体的空间格局主要分为墙门入口空间、

室内厅堂空间和室外院落空间。

墙门入口空间由墙门、残墙、花境围合而成。木

门半掩半露，砖墙上攀爬着络石藤蔓，墙角布满青

苔小草，一丛映山红迎面盛开。院内，一条瓦片拼

花的小路，一辆老旧自行车，述说着旧时的时光。

室内厅堂空间处于小品略居中的位置，由厅堂

室内空间和窗外堂前小景组成。厅堂室内参照杭州

老底子的布置格局，以展现老旧家具陈设为主，木

质桌椅，老旧家电，复古挂画，兼具杭州特产的陈

列展示。窗外、堂前的园林小景则采用借景、框景

等手法，能自然地融入到室内环境中，扩大了景深

感和自然感。

室外院落空间紧临室内空间西侧，结合原有的

植物和假山景观元素，形成一个以植物造景为主的

半开放式院落空间。院内一条石板汀步蜿蜒而出，

通往墙外的街道小巷，院落中摆放茶几藤椅，一壶

“南宋人家”景观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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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园艺小品中应用的杜鹃花种类及园艺品种

序 号 名　称 序 号 名　称

1 埃尔西.李 16 亮叶橘红

2 粉红泡泡 17 昔兰

3 粉桃 18 粉桃

4 粉妆楼 19 丹彩

5 红宝石 20 天女舞

6 春如意 21 西德玉

7 春樱 22 醉

8 映山红 23 元春

9 春之舞 24 雪里红

10 富士 25 小青莲

11 妃之舞 26 珊瑚

12 绿色光辉 27 白印

13 红双喜 28 东方

14 富士 29 宝玉

15 紫云 30 羊踯躅

表2 园艺小品中应用的新优植物

序 号 名　称 序 号 名　称

1 羊踯躅 12 金叶薯

2 大花葱 13 小兔子狼尾草

3 风铃草 14 接骨木

4 朱槿 15 花叶杞柳

5 飞燕草

6 羽扇豆

7 芙蓉酢酱草

8 花叶假连翘

9 银边扶芳藤

10 细叶针芒

11 花叶芒

做旧处理，对需营造的破损墙面部分作出残破剥落

状，并留出斑驳泛黄的印记。

5 返璞归真的植物配置

5.1 植物材料的选择

园艺小品“南宋人家”中选用的植物共计60余

种，其中大多植物材料来自江浙一带，如背景植物

采用杭州市的市花桂花，和极具江南特色的紫竹。

庭院间栽植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而著称

于世的龙井茶等。作为本次主题花卉的杜鹃，小品

中用了映山红等杭州地区的杜鹃原生种和园艺品种

30种（详见表1），与青砖建筑搭配，显得格外红火

动人。此外还应用新优植物16种（详见表2），以体

现生态价值。

龙井，一方菜田，一缸鱼水，菜篮子里开着三两小

花，简易的竹竿上晾晒着西湖的丝绸锦缎。整体景

观展现了一户普通百姓人家的生活场景，真实的反

映了老底子杭州人家自然纯朴的居住风貌。

3 自然朴实的建筑风格

“南宋人家”的建筑形式选取了老底子杭州的

砖墙宅院造型，粉墙黛瓦、青砖石板，让人一眼便

能认知这是江南的风格。江南民居与北方民居的明

显区别便在于精细的雕刻装饰极多，却少有彩画，

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显得十分淡雅[1]。建筑墙

上开设花窗，窗外掩映植物小景，使民居在质朴中

透出江南的精致。

建筑墙体材料选用南方常用的青砖石材，室内

墙面粉刷略做剥落状，室外墙体保留青砖原貌，门

楼顶端盖小青瓦，意在展现青砖黛瓦的风格。院落

地面铺装采用青砖与瓦片相结合的形式，以青砖打

底，瓦片拼接成花朵状，展现江南民居的小情调。 

4 效仿自然的施工细节

“岁月磨平了青砖的棱角，在墙面上留下斑斑

点点的痕迹……”,在打造小品中的墙体与墙面时，

为了展现做旧如旧的景观效果，施工人员对砖墙的

堆砌及砖缝、墙面涂料等专门作了特别处理。

4.1 砌筑墙体、打磨棱角

在砌筑墙体时，去除外露的水泥砂浆，选用残

破的砖块堆砌出自然破损的墙洞。完成墙体后，对

残墙的棱角进行打磨，将墙角处理成自然风化的破

损剥落状，意在展现老底子的砖墙建筑风貌以及岁

月的痕迹。

4.2 墙缝处理

在砖缝间抠除较多的水泥砂浆，特意营造出似

了风化效果的墙缝，为尽可能地还原自然本真，选

用少数苔藓、蕨类、藤本等植物点缀其间，展现一

丝自然的野趣。

4.3 墙面处理

室外墙体保留青砖原貌，室内的墙体进行刷白

破损的墙洞 残墙

附着苔藓的墙面 泛黄剥落的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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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门正面花境布置中所应用的植物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拉丁名

1 映山红 Rhododendron simsii

2 杜鹃 Rhododendron 

3 金边胡颓子 Elaeagnus pungens

4 八仙花 Hydrangea macrophylla

5 大花飞燕草 Consolida ajacis

6 羽扇豆 Lupinus micranthus

7 玛格丽特 Argyranthemum  frutescens

8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9 花叶假连翘 Duranta repens‘ Variegate’

10 大花葱 Allium giganfeum

11 鼠尾草 Salvia japonica

12 毛地黄 Digitalis purpurea

13 鸟巢蕨 Asplenium nidus

14 风铃草 Campanula medium 

15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16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17 金雀花 Parochetus communis

18 金边吊兰 Chlorophytum comosum var. marginatum

19 萼距花 Cuphea hookeriana

6 结语

园艺小品“南宋人家”的创作，通过对现状环

境的利用与塑造，展现一个具有江南特色的宜居、

自然并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通过一草一木

与建筑的和谐搭配和相关景观元素的提炼，折射出

的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造园理念，以及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追求。

注：文中图片由陈钰洁摄影                                                                 

5.2 花境的配置手法

混合花境以木本植物材料为主体骨架，结合

一、二年生花卉和球宿根花卉、观赏草，组成一个

小型的、相对稳定的植物生态群落，既具四季观赏

效果，又节省了大量换花成本[2]。“南宋人家”小

品便是运用了混合花境的种植形式，根据植物的不

同形态特征，叶色、花色之间的对比进行高低错

落的搭配种植，来凸显院落中植物景观的层次与

自然美。

根据“南宋人家”的空间布局，花境主要布置

于入口及室外院落空间，其中以入口墙门外侧花境

景观为重点。花境配置中上层植物以映山红为主，

植物优美的枝条线形与艳丽夺目的花朵，弱化了墙

体的生硬感，中层搭配各色杜鹃、金边胡颓子、红

花機木等灌木和观叶植物作为自然过渡，下层配植

各色时令花卉，如风铃草、鼠尾草、大花飞燕草、

金雀花、玛格丽特等。配置过程中重点把握基调色

彩统一，避免花色过杂。 

花境种植平面图

墙门正面花境布置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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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feng Pagoda

雷峰塔

“雷峰塔”又名“皇妃塔”、“西关砖塔”。建成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年），是由吴越国王钱弘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而建。

雷峰塔曾是西湖的标志性景点。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别有一番景色，故

被称为“雷峰夕照”，为“西湖十景”之一。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疑心塔内

有伏兵，纵火焚塔，仅存砖质塔心。1924年9月25日因塔基被挖空而倒塌。雷峰塔

倒塌之后，“雷峰夕照”便徒有虚名了。鲁迅先生曾为此写了《论雷峰塔倒塌》的

文章，此外，美丽的神话传说《白蛇传》又发生于此，再加上历代文人墨客歌颂雷

峰塔的诗词，将雷峰塔诗化、神化，使得雷峰塔声名远播，家喻户晓。

2002年11月雷峰塔得于重建并正式对外开放。此塔建筑以南宋时雷峰塔的外形

为蓝本，共7层，其中古塔遗址为2层，新建塔身为5层，高达71米，其位置与保俶

塔在同一子午线上。“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美景重现于世人面前。这座新

建的雷峰塔印证了76年前鲁迅先生的预言：“倘在民康物阜的时候，新的雷峰塔也

许会再造的罢。”

"Leifeng Pagoda" was also known as "Princess Pagoda", "West brick pagoda". 

Built by King Qian Hongchu of Wuyue Kindom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77 

years) to worship the "Buddha's hair relics".

The pagoda was once the landmark of West Lake. When sunset, the shadow of the 

pagoda swept past; create breathtaking scenery, therefore is called "Leifeng Pagoda in 

evening glow", and is one of the “Ten Poetically named Scenic Spots of West Lake”. 

In Ming Dynasty, when Japanese invaded, the pagoda was suspected with ambush, 

and was burnt down; only its brick core remained. The pagoda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5th, 1924 due to hollowed base. After the pagoda collapsed, "Leifeng Pagoda in 

evening glow" was not complete. The great man of letters Mr. Lu Xun once wrote 

an article called "The Fall of Leifeng Pagoda" about this event. In addition, Leifeng 

Pagoda was the very spot where the beautiful legend "White Snake" took place, and 

many ancient literati wrote poetry of Leifeng Pagoda, thus Leifeng Pagoda enjoyed a 

well-known reputation.

In November 2002, the pagoda was restored and officially reopened to public. 

The new pagoda still remains the old shape; it has a total of 7 stories, 2 of them are 

the ancient sites, the other 5 stories are new, and is  up to 71 meters. The position 

of Leifeng Pagoda is on the same meridian with Baochu pagoda. The scenery of "North 

South echoes each other, a lake reflecting the beauty of two pagodas" reappears in 

front of the world. The newly-built Leifeng Pagoda confirms Mr. Lu Xun's prophecy 

76 years ago: "if people are healthy and goods are abundant, new Leifeng Pagoda 

might be reconstructed."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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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西湖景区最美的季节之一，景区内大

批的桂花树已经缀满了金灿灿米粒般的花苞，微

风吹过，透出丝丝馨香——提示我们这个城市一

年中最美的时节已经缓缓拉开序幕了。由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

城区绿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15年“西湖

秋韵”秋季花展，于2015年9月1日至10月10日在

杭州植物园举办。本次花展以秋季时令花卉为素

材，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园林小品为载

体，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一场秋色的花朝盛宴。

本次花展以“五彩满园民族风，一碧千里大

地情”为主题，主要采用大地艺术、装置艺术、

盆栽及插花艺术等形式，分为室外园林景点展示

区、阳生花卉展示区、耐阴花卉展示区、花艺与

观赏鱼展示区以及企业展销区五大展示区，展区

面积达2万m2。 

本次花展共布置了10余组各具特色的园林小

品，通过民族文化同现代园林造景艺术相结合方

式，展示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民俗文化与地域特色。

而花展最具特色的就是新奇特植物大放异彩。如午

时花，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夜落金钱；白鹭莞，其白

色的花好似一只只腾飞的白鹭，也像夜空中的点

点繁星。秋季花展展出还有红尾铁苋、姜黄、湿

地木槿、芙蓉葵、高砂芙蓉、香根菊、艳花飘香

藤、洋桔梗（草原龙胆）、巴西野牡丹、花叶香

桃木等几十种秋季新、奇、特植物。

在本次花展中还有由中国美术学院团队设计

的别具特色的“林间精灵”展区，运用环保理

念，利用植物的废弃物和天然的树木、石头做成

的各种林间动物造型，在天然的杜英林环境里显

得栩栩如生。

本次秋季花展期间，主办单位还将开展民间

植物音乐会、科普交流、环保创意大赛、为“西

湖蓝”献言献策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

强的文化互动交流活动。

（图·文/孟飞）

最美的季节  邂逅最美的秋色
——记2015年“西湖秋韵”秋季花展
The Most Beautiful Season，the Most Beautiful Encounter In Autumn
——Autumn Flower Show Hangzhou West Lake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