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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期是探索其发展规律、评估其经验教训的必要基础，能够促进对
学科、行业发展的历史理解与批判性反思。现有相关分期多参考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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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更为严谨的学术论证。通过史料解读、个案研究、对比分析等方法，将“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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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在政策背景、学科教育、行业实践 3 方面互动交织的历史进程为根本依据，研究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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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历史节点、确立分期标志，重新认识了 1949、1953、1958 年等国家发展重大历史节点的风景园林内涵与意义，
论证并确立了 1984、1992、2011 年等对于风景园林事业而言具有传承与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同时总结
了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历史分期的启示、反思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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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背景促使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内部逐

1 问题的提出
[1]

根据“现代化”的定义 ，中国风景园林

76

步成长，启发了新式园林空间向开放式迈进。

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清王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中国风景园林已

朝走向衰退、帝国列强入侵，整个民族开始了

茁壮成长为人居环境建设至关重要的行业，人

对于国家、社会运命缓慢而痛苦的批判性思考，

居环境学科群中与建筑、规划并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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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学科与行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

建筑和现代景观并未对 1949 年之前的中国风

理论与实践内容庞杂、量大面广，迄今尚未

景园林领域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研究指出至

出现全面且系统回顾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岭南现代园林的发展才纳

历史分期终究是不断深化对历史发展总

的通史性著作，对于整体面貌的认识仍有待

入了西方现代建筑的一些思想理念和设计方

体认识的过程，这种深化有赖于历史自然段

[17]

。因此，“中国现代风景园林”中的“现

3 并行与整合：政策背景、学科教育、
行业实践的交互

落研究的支持 [14]。如前所述，对中国现代风

厘清。其中，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期是一个

法

必要的基础。然而，相较于中国现代建筑史

代”所指，与西方现代建筑和现代景观中作

景园林的探讨仍较为零散，相关的规划设计、

的研究，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史的分期问题尚

为思潮、风格、运动的“现代”含义明显不

地方园林绿化建设的记载与研究等纷繁芜杂，

未有严谨的学术论证。现行的诸多分期，大

同，而仍然主要是一个以“1949 年”为参照

完整的学科知识地图未有清晰的呈现。如何

多仅仅依据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重大事

的时间概念 —一方面，这是迄今关于中国

汇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与现代化的基本理

近代园林史大量研究的时间下限，朱钧珍主

论互为参照，建立起一个清晰明朗的史料认

件的时间节点加以确定

[2-5]

，似乎约定俗成或
①

[18-19]

理所当然。同时，历史进程认知不一 、分期

编的《中国近代园林史》

方案划分笼统、考察维度单一等也是现有各

一方面，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

种历史分期方案的不足之处

[6-9]

。毋庸置疑的

即为典型；另

[20]

林· 城 市 规 划》 ， 以 及《中 国 现 代 园 林：

是，作为专门史，风景园林有自己特定的发

历史与理论研究》

展规律，需要特定的历史分期方案以促进对学

时期之上限。

[21]

等著作所界定的“现代”

面对学科日益拓宽的内涵与外延，为尽
可能发挥历史分期研究对现代风景园林事业
发展的参考作用，本研究试图采取更为全面
的观察视角，构建相对系统的认知框架。从

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考量中，王为指出

科与行业的历史理解。本研究试图深入这一话

知路径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政策背景、学科教育和行业实践 3 条交错发

题，为推进和深化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史研究提

世界建筑史编撰方法为避免困于“风格史”

展的路径中发现规律—其中“政策背景”是

供一个更为确切的认知基础，并为中国现代风

方法论，不局限于描述美学品质的视觉特征，

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基础，“学科教育”

景园林事业的独特发展路径提供一些思考。

而是基于历史论述形成综合而全面的认识，

是关于“人”的专业知识、理论的习得，“行

从而导向“空间现代性”（modernity of space）

业实践”是关于所培养的“人”运用专业知

的建构，使“现代性”成为替代性的论述模

识、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及其结果，三

2 导向与条件：理论性分期和现代化
诉求
[10]

型

[22]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的具体实践中，

者根植于最基本的学科与行业相关的系列风

作为“理论性的分期” ，对中国现代风

刘亦师也采用了以“近代化”作为主线的全

景园林活动，并密切联系（图 1）—从而关

景园林进行专门的历史分期是一项能够带来

局视角，将研究扎根于中西关系、政局及社

注由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历史进程所反映的城

[15]

。相应的，本研究认为基于

市化、工业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

践的基本需求，而且关于本质的分辨与认定， “现代化”历程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揭示中国

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现代化

更要求重新审视史学研究中一些不假思索而

现代风景园林历史进程的本质与规律，即：立

变迁，描绘能够透视更深层动力因素的多维

习以为常的关键史实。参考建筑学科对历史

足于中国的现代化浪潮，充分尊重风景园林

图景，为专门的历史分期提供更具说服力的

分期问题的研究，其分期依据大致可分为建

领域对于“现代”一词的特定理解，考察在

基本依据。

筑活动内容、中西交流影响、传统与现代之

适应社会变迁、解决时代问题、协调人与自

3.1 政策背景：国家与行业政策进展的内

分野 3 个方面。

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知识、新理念、

容及其影响

批判性反思的工作，因其不仅是历史编纂实

[11]

新形式、新方法、新特征等。同时，在“现代

梳理与风景园林建设相关的法律、行政

化”条件的观照下，通过认识其中政治、社

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政

别关注，也有关于建筑事业（组织机构等） 、

会、文化等因素的运行轨迹，及其阶段性特

府组织之外的社会主体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

不同实施主体（建筑样式、建筑技术、建筑教

征，更为深入地理解风景园林转变或“质变”

言说，可分门别类地追溯其来源与发展，并

的内在机制与原理。

进行分析与评述，包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爱

在建筑活动内容方面，有对设计思潮
建筑创作

[12]

、人文建筑史

[13] ②

、

会的变迁背景

等单一层面的特
[14]

[15]

育）

的全面概括，荦荦大端处展现了研究视

野的差异性，也有难以统一分期的局限性。

综上，本研究将“现代化”视为中国现

国卫生运动到大健康理念下环境卫生观念的

在中西交流影响方面，更多学者从“建

代风景园林发展的主旋律，从而为历史分期提

发展；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古为今用，洋

筑本体”出发，即“所谓‘现代建筑’并非政

供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同时，延续目前学科

为中用”的批示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山水城市

治术语，而有其特定的建筑学含义” 。据此，

对“现代”一词的时间性理解，关注 1949 年

构想等有关传统承继与现代新潮的追求；“四

中国现代建筑的历史上限突破 1949 年，并导

以来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史中的基础性分期问

旁绿化”“大地园林化”等口号下“绿化”与

向 了 20 世 纪 初 西 方 现 代 建 筑 发 生 前 提、 发

题，并尝试依托近、现代整合研究的观念， “园林化”视野的拓展；风景名胜区、国家公

[12]

展原因等问题的探讨

[13, 16]

。然而，西方现代

考量 1949 年这一时间节点的多重历史意义。

园等生态观念与园林形态的多样化；园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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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园城市等园林理念与城市形态的进展、
乡村建设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化
等若干方面的基本内容与演进趋势 [23]。伴随
新中国的成立，相关组织机构不断确立、更
替与完善，这些政策话语逐渐以多样化的方
式涌现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描绘了风景园林
法制化发展的蓝图。
除了政策话语所体现的园林理念的多元
性，也表现出从地方到国家、从试点探索到
系统布局、从零散式延伸到系统性体系建设
等多样的发展路径。1949 年，时任杭州市人
民政府市长的江华和副市长吴宪联署颁布《西
湖风景区管理条例》[24]，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部以保护西湖为主旨的地方性管理法规，

1 风景园林政策、教育与实践三
者的关系

标志着西湖风景区开启了现代法制化保护与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管理的新阶段。此后，相关文件不断推陈出

1

新，加强了规划、管理等工作，这种法制化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管理路径虽然是地域性的，但其连续、完整
的思路与体系呈现出保护理念的现代意义，

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园林规划专门化等学科教

业大学）自办，不同的学术渊源综合塑造了现

反映了中国珍视风景资源、积极建立和谐人

育的载体的开设见证了学科教育专门化的曲折

代专业建制意义上的造园专业 [29] ；又如同济

地 关 系 的 文 化 传 统。 至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历程；1963 年，首个研究生学科目录的正式颁

大学的冯纪忠先生以建筑为原点逐步拓展出

国务院明确风景名胜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

布确立了学科方向的分化与细化；1964 年接

城市规划、园林的学科方向，在教学与规划

策，审定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踵而至的“园林教育革命”运动，导致学科

设计实践中逐步明晰自身的培养模式与特点，

1985 年，第一部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工作的

的调整与动荡；改革开放后，专业分化与工

开辟了学科以园林规划专门化为主的探索路

法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带来突破

学、农学等教育体系分设并进，园林植物与

径；此外，学科教育理念注重本土造园传统的

规划设计分野，建筑、城乡规划与风景园林

挖掘与承续，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管理各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不断补充与完善，

学科也进一步走向交互影响与交叉融合，学

为激发、引导与调整学科发展方向提供了潜在

见证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规划编制、管

科 在 摸 索 中 前 行；20 世 纪 90 年 代， 西 方 现

而持续的动力。剖析这些学科建置更新的背

理监控等事业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法制化过程。

代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理论

景、行动及影响，使风景园林现代化进程中一

因此，政策层面的现代化不仅呈现为统领性

继近代陈植引介之后，再次成为学科教育革

些不同寻常的发展模式得以显现其本质内涵。

性进展

[25]

；此后一系列加强资源保护、卫生

[26]

话语推动风景园林发展的脉络，也体现了风

新的重要推力

景园林实践所凝结的成功经验，成为一种官

挑战与机遇，学科内涵与外延成为争鸣的主
[27-28]

，且专业目录调整带来新的

3.3 行业实践：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进
程的特征及其趋势

方文本形式的风景园林嬗递标志。

题

；景观建筑专业的无序拓展、景观学的

纵观 70 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风景园林实

3.2 学科教育：学科认知与建置的拓展及

实质性拓新、景观理论的更新涌现均成为学

践从以城市绿化、公园规划设计为主拓展至

其意义

科的现代化表征；2005 年增设风景园林专业

人居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其现代化进程与

体系化、制度化的高等院校专业教育不

硕士学位，2011 年正式确立风景园林一级学

工业、旅游业乃至互联网等领域产生了更多

仅在建置的变更与拓展上反映出学科发展的

科，标志着学科、行业不断更替、更新的发

交织。在梳理风景园林建设、管理机构发展

阶段性过程，专业知识更新的特征与方向也

展阶段。

历程的基础上，展开各种类型风景园林建设

体现出风景园林认知与理念的变迁，反映了

学科建置不断丰满的过程展现了学科教

内容、行动、思想的历史性回顾，总结其建

育发展壮大的图景，学科与专业的知识生产

设规模、技艺方法、风格特征、思想理念等

近代以降，园艺、建筑、市政等学科相

过程则反映了风景园林内部走向现代化的多

方面的阶段性特征，能反映风景园林空间现

关课程与知识的积累为学科教育的孕育与成

方推动力。如“学苏”浪潮下，与清华大学

代化的具体形式。城市公园作为绿色开放空

形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造园组、城市

合办的造园组被迁回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

间意识觉醒的最初载体，成为映射生活、经

风景园林现代化发展的坎坷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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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态、艺术等内容的具体对象；城市绿
从城市层面反映了城市园林绿化方针、策略的
具体空间形态及其转变；风景名胜区作为最初
具有大地景物规划意识的园林形态，涵括了古
代风景思想的传承、现代规划方法与技术的进

“大地园林化”号召；第一
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会议（1958 年）；《关于城
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
定（草案）》
（1963 年）
；
《关
于取消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摆放盆花问题的报告》
（1964 年）

南京林学院开设“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
同济大学开设“城市绿化专门班”
（1958 年）
；
华中农学院、河南农学院等大批院校开设相
关专业（1960 年）；首个研究生学科目录设
一级学科“城市及居民绿化”及二级学科“园
林树木栽培学”“园林艺术及设计”，出现学
科分化；《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将专业
名 称“城 市 及 居 住 区 绿 化”改 成“园 林”
（1963 年）; 北京林学院园林系进行“园林
教育革命”运动并撤销园林系（1964 年）；
下放到云南的北京林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
员（1973 年）；北京林学院恢复统一招生考
试，以“城市园林专业”招收新生（1977 年）

北京市人定湖、广州流花湖、东山湖等地公园建设充分发
扬群众开拓的优势；十三陵风景区设立“十三陵绿化指挥
部”，开展从宏观至具体的全面规划设计工作（1958 年）；
北京市“国庆绿化工程”
（1959 年）
；北京市园林部门编制《园
林绿化七年规划》（1961 年）；将桂林建设成为“中国式的
风景游览城市”的系列规划设计中，各方、各行业的力量
的聚集将系统保护与开放城市山水风景的理念推向新的高
度（1964 年）；实行“园林结合生产”的方针，大面积绿
地用于种植水稻、小麦，或在无人管控的情形下成为人防
工事基地等（1969 年）；天津开始对外开放，逐步开展园
林 绿 化 工 作；南 京 市 长 江 大 桥 下 的 南 堡 公 园 施 工 完 成
（1970 年）
；重庆市“园林管理所”
（1971 年）等恢复或成立；
北京市开始建莲花池公园，进行少量植树绿化（1974 年）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
议；风景旅游城市规划座
谈 会（1978 年）；《关 于
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
意 见》（1979 年）；《关 于
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
工作的报告》（1981 年）；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
条 例》（1982 年）；北 京
市第二次园林工作会议确
定“七五”期间以居住区
为重点，大力组织庭院绿
化等（1985 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成立“园林绿化专业”，开
始培养园林专业博士生（1979 年）；《高等
学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土建类“风景
园林专业”（1984 年）；“城市绿地系统、植
物造景与城市生态”学术讨论会提出“生态
园林”（1986 年）；国家本科专业目录扩增
了工学门类建筑学“风景园林”、林科门类
资源、环境类“园林”和农科门类植物生产
类“观赏园艺”专业（1987 年），北京林业
大学在原园林系的基础上分设“风景园林系”
和“园林系”（1988 年）；《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首次
将“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园林规划设计”
方向改为独立的二级学科“风景园林规划与
设计（注：可授工学、农学学位）”
（1990 年）

杭州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以“保护西湖风景”为城市布局的
首要原则；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承担黄山和九华山风景名胜
区规划编制工作；唐山震后居住区规划等形成体系化的绿地
布置模式（1978 年）；合肥市正式提出建设环城公园；中国
第一条商业步行街“苏州观前街”运用现代景观处理手法与
技术（1980 年）；“苏州园林设计室”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上实现第一座整体庭园出口（1981 年）
；国家计委、
建设部批准成立最早的 7 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单位；
江苏省建委试点淮阴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率先完成编制，其
规划范围扩展到城郊接合部；《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域规划》
被视为“我国现代风景名胜区规划转折的主要标志”；西安
市最早开始绿化的新建居住区兴庆小区竣工，推动全市庭院
及居住区绿化的发展（1986 年）；同济大学与上海市园林管
理局合作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绿化系统规划》；第二
批新型住宅小区建设试点（1990 年）

《城市绿化条例》；《园林城
市 评 选 标 准（试 行）》
（1992 年）；《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
国风景名胜区形势与展望》
绿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
公关管理办法》
（1994 年）
；
《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纲 要（1996—2010 年）》
（1997 年）；《全国生态环
境建设规划》（1998 年）；
《风 景 名 胜 区 规 划 规 范
（GB 50298—1999）
（1999 年）

第二次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将风景园林专业由工学门类建筑学调整至农
学门类环境保护类；同济大学将城市规划系
的“风景园林专业”更名为“城市规划（景
园建筑）”专业招生，成立单独的“风景科
学与旅游系”，招收“风景区建设与旅游管
理专业”专科生（1993 年）
；合并“园林植物”
和“观赏园艺”为“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恢复此前独立的二级学科为原来的“城市规
划 与 设 计（含：风 景 园 林 规 划 与 设 计）”
（1997 年）；同济大学在“建筑学”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景观规划设
计”二级学科（2002 年）；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成立“景观学系”；北京大学成立“景观
设计学研究院”（2003 年）

城市建设司下设“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风景名
胜区的工作（1993 年）；《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和《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标准》（1995 年）；大连市举办
首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初次建设园博园；美国泛亚
易道景观设计公司开始扩展中国市场，承担苏州金鸡湖环湖
开放空间景观规划项目（1997 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
建筑设计院和学院分离更名为“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
院”，开始企业化管理；上海水石景观环境设计公司成立；
深圳市大梅沙海滨公园建成（1999 年）；“北京创新景观园
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北京首家完成改制的现代企业制
度 试 点 设 计 单 位；2000 年 中 国 小 康 住 宅 设 计 国 际 竞 赛
（2000 年）；中山岐江公园；《贵州省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规划（2001 年）；清华大学杨锐完成《三
江并流梅里雪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 年）；建设部
批准荣成市桑沟湾城市滨海湿地公园（2004 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
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升
至国家策略；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建设海
绵 城 市（2013 年）；生 态
环境保护在政策的推动下
得到进一步落实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正式新增“风景
园林学”为国家一级学科，同此前的路径
一致设在工学门类，并注明可授工学、农
学学位；“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为农学门
类林学下的二级学科（2011 年）；开设风
景园林本科专业的院校数量激增

环城绿带等生态功能区的规划与实施，绿色廊道、郊野公
园等风景园林形态的体系化发展成为当前城市绿地系统建
设的重要内容；商业景观等更多新兴园林形态呈现出与现
代生活、文化更贴近的趋势；《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2017 年）

展；居住区绿化既有作为附属绿地的典型性，
又呈现出公共绿地与大众生活、集体意识等紧
密关联与相互影响的势态；境外中国园、商业
景观、国家公园等则反映了风景园林传统发
扬、市场拓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新、国土空间
范围内的生态理念进展等重要趋势。多条发展
脉络显示了从宏观到微观，对经济、生活、生
态等多方面因素的观照，从而从空间实践层面
对风景园林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依循上述线索，不难发现其发展阶段环
环相扣，不可孤立看待，且基于连续的历史
脉络能够进行全面而综合的规划设计研究与
评估。如城市绿地系统作为民国时期即已开
展的一种实践类型、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手
段之一，最初从西方引入，其规划与建设历
经近代时期蓝图的初步构想、苏联经验引导
下的范型转变、社会主义高潮背景下的跃进
与调整等各个阶段的经验积累，亦有重视城
市自然与人文资源的自主规划理念探索、全
域化与生态化发展趋势下的范畴拓展、生态
空间新格局背景下的品质跃升，使不同时期
的现代化浪潮以风景园林的空间形态呈现，
勾勒出城市绿地系统发展与演进的完整脉络。
又如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这一
历史时期，不少相关研究考察“大跃进”及
“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而形成负面判定，其
中有公园等城市园林建设滞缓或是沦为农业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的转型整固

《西湖山区造林和西湖风景五年计划草案》（1950 年）；曹杨
新村实现了居住区绿化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1951 年）
；
杭州园林设计院成立（1952 年）；北京市成立独立的园林局
（1955 年）；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建立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
的自然保护区（1956 年）；上海“人民公园”（1952 年）、
南京玄武湖（1953 年）等借鉴文化休息公园理念；昆明市
参照苏联城市规划经验编制了《昆明市城市初步规划设计（草
案）》，提出“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的设想（1953 年）；孙筱
祥 开 始 规 划 杭 州 花 港 观 鱼 公 园，重 视 民 族 形 式 的 创 新
（1953 年）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的蓬勃探索

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
市长联署颁布《西湖风景
区管理条例》（1949 年）；
口号式的绿化目标“四旁
绿 化”（1955 年）；“绿 化
祖国”社论；全国城市建
设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普
遍绿化”为基础的城市绿
化的方针和任务（1956 年）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的恢复振兴

行业实践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的起伏动荡

学科教育
梁思成提出建立“造园学系”的明确想法
（1949 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农学院两校合
办“造园组”
（1951 年）
；教育部批准成立“造
园专业”（1953 年）；“造园专业”被调整至
北京林学院的林业系，改名为“城市及居民
区绿化专业”
（1956 年）
；林业部批准成立“城
市 及 居 民 区 绿 化 系”，下 设“绿 化 专 业”
（1957 年）；以《苏 州 的 园 林》（刘 敦 桢，
1957 年）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研究取得
突破性进展

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的初步创立

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规划范畴下的专项内容，

政策背景

注：相同颜色文字表示同一时段或具有关联的风景园林政策文件、规划设计方案、项目和事件。

2

2 风景园林政策、教育与实践之间的关联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cy,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生产用地的现象；1958—1965 年间风景园林的
发展则被认定为“减缓阶段”[30] ；对于 1960 年

的响应 [9] 等积极进展，体现了特定时代背景

观与微观视角的并行使更多历史经验在相互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北京城市绿化工作，也

下实践经验累积、反思调整的过程，逆向而

交织的网络中得到更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估。

主要批评其养护管理工作不当、树木生存率

行的努力对 1963 年正式颁布《关于城市园林

低、绿化效果差等方面的问题，关注的是浮

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等后续风景园林事业

夸冒进风在园林绿化上的体现。然而除却“大

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4 传承与转折：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历
史节点认知

跃进”背景中的某些“冒进”因素，可以看到

总之，依循交互关联的 3 条路径展开全

风景园林史的内容决定如何分期，历史

1959 年国庆绿化工程中植树绿化水平与质量的

面的历史回顾，为分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

分期作为一种结构性分析手段，能更好地系

大幅提升、1961 年编制的《园林绿化七年规划》

实基础（图 2）；官方政策与学科实践的史料

统认知、客观反映、整体概括风景园林史。

对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挖掘建立起与现代化理论模型的积极联系；宏

其中，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可作为分期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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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石家庄市总体规划图（1955—1975 年）[39]

3 文化休息公园理念下上海市西郊公园的总体规划（1953 年，28 hm2）[38]
Master plan of Shanghai West Suburb Park under the concept of park of culture

Master plan of Shijiazhuang City (1955–1975)[39]

and rest (1953, 28 hm²)[38]

而可靠的依据。对于近代建筑史的分期，刘

处的业务范围 [33]，突破了近代围绕公园游览、

时间节点。是年，造园组在苏联教学经验的

亦师提出避免以政治史的大事件来划分发展

商铺营业等活动的管理及对植树造林运动的

影响下被迫中断，迁回北京农业大学自办的

阶段，而以同一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特征来寻

推动，并将简单的约束性规程、办法、制度

同时，造园专业成为一个农学门类下的学科，

求质的差别；这种具有重要区分性的内容也

等上升为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样的转变可视

标志着学科教育“学苏”之开端。在规划设

可以成为“标志”：“标志是依据的外在表现，

为区分近代、现代风景园林的一个重要标志。

计实践方面，受“苏联经验”影响，上海市

是表明依据具有某种特征的标识。”

[31]

对于城

与此同时，梁思成力主建筑教育改革，

西郊公园确定了文化休息公园的目标与定位

市规划史的分期，李浩通过一种整体的方式，

在《文汇报》上发表《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

（图 3）[38]、新兴工业城市石家庄的城市总体规

将某一重要时间节点前后的若干重要历史事

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
（后简

划（图 4）[39] 和《昆明市城市初步规划设计（草

件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志 [32]。因此，识别、认

称《草案》），其基于“广义的体形环境”理念

案）》均在城市绿化系统规划部分融入了苏联

[34]

知、评价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历史发展中的关

构想的营建学院包括造园学系

，并视造园

绿地规划的理念与特色。与此同时，以孙筱祥

键节点，将有效地形成适宜的分期方案。将

学为不可或缺的独立学科，所拟定的课程分

设计花港观鱼公园为代表的对民族形式的主动

浩瀚的史料依循政策、教育与实践 3 条路径

类计划体现了对于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前

探索，见证了本土园林传统的顽强生命力。这

铺陈为错落交织的历史图景，某些关键时间

瞻性认识；还将城市公园、运动场建设、风

些具有导向性的风景园林行动意味着专业意识

节点与事件便浮现为其中的重要历史锚点，

景名胜的保护与开发作为学系得以设立的事

的再度觉醒、现代风景园林事业的正式起步。

成为一段历史舞台中的主角。

业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近代陈植编写的

4.3 1958 与 1964 年：学科行业自主发展

4.1 1949 年：“近代”与“现代”之分界 《造园学概论》已有视造园学为独立学科的观
的再认识
如前述，1949 年这一历史节点被一些研

念基础

[35]

，梁思成着眼学科建置及办学的行

下的契机与危机
1958 年 作 为 一 个 特 殊 年 份 往 往 因 其 为

动计划是这一观念的现代延续，并直接影响、 “大跃进”运动的开端而成为历史分期的节

究视为“近代”之下限与“现代”之上限，对

推动了此后造园组的创立 [36] ③。此外，广义的

点，对于中国现代风景园林专门史而言，亦

于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历程而言，应是一

体形环境思想深刻影响了此后相关学科群逐

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但并非简单归因于国

个关涉政策、教育、实践各个层面，具有多

步确立的过程，实则为“广义建筑学”“人居

际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出于推动风景

重价值的转折点。

[37]

环境科学”

[28]

及“三位一体”

等教育思想

园林学科与行业自主发展的系列标志性事件，

的渊源。因此，梁思成的造园学系构想从思

包括毛泽东发出“大地园林化”号召、在北

辛亥革命以来围绕西湖开展的现代化开发推

想到行动层面奠定了学科初创与发展的基础，

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南

向了重视保护、管理的新的实践阶段，其中

是现代风景园林史中的标志性事件。

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等一批高校设置

的 20 条规定将西湖风景名胜区的租户生活、

4.2 1953 年：“苏联经验”影响的起点

相关专业等。其中，“大地园林化”的号召迎

是年颁布的《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将

渔产生产、林木生态等各方面纳入园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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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5 十三陵风景区效果图（1958 年）[41]

7

8

7《迈向园林化》封面（1959 年）[43]

Perspective of Ming Tombs Scenic Area (1958)[41]

Cover of Towards Landscaping and Gardening (1959)[43]

6《园林化规划参考资料》（1958 年）封面 [42]

8 南京市长江大桥南堡公园（1971 年建，1985 年摄）[46]

Cover of References for Landscaping and Gardening Planning (1958)[42]

Nanjing Yangtze River Bridge Nanpu Park (built in 1971, photographed in 1985)[46]

掀起了城市园林化的高潮，将“城市”与“园

回溯传统文化内涵的园林专业，使传统文化

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1971—1977 年间

林”之间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推向新的历史阶

价值、艺术思想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全面否

的发展只能视为初步恢复，风景园林规划设

，相关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由量的累

定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园林艺术的相关

计、建设的内容与程序单一、恢复的范围限

积逐步走向质的转变，包括北京人定湖公园

研究。其运动的本质是对“园林”在现代社会

于局部，“文革”的消极影响犹在。1978 年召

等山水经营与群众建设、北京国庆绿化工程、

中存在与发展的批判，从根本上破坏了风景

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强调

以“园林化”为目标的十三陵风景区规划与

园林事业发展的根基，并直接导致 1965 年园

“重视园林艺术，提升园林艺术水平”，正式解

段

[40]

[41]

建设（图 5） 、苏联小区规划理论的推广和

林专业的撤销，深刻影响着此后“文革”期

放了“文革”期间讳莫如深的园林艺术思想，

居住区绿化形态的多样化建设，以及地方性的

间在意识形态上对公园等园林空间的消极态

象征着城市园林绿化事业从思想到行动的全

度。然而同年 4—9 月，在将桂林建设成为中

面新生。此外，当年举办的风景旅游城市规

在全球视域下 19—20 世纪的近、现代风景园

国式的风景游览城市的系列规划设计中，形

划座谈会对风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

林发展史中，“大地园林化”也有着与西方 LA

成了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市风景区的总体规

与展望，已不再是简单为了国际交往而展开

理论相呼应的持久生命力，突破了时效性的

划布局，还在主要景区、公园等设计方案的

的城市美化工作，体现了对于风景园林保护和

推进下延展了风景区规划的深度，各方、各

管理体制建设的关注。考虑到 1971 与 1978 年

“跃进”高潮褪去之后，风景园林寻求自

行业力量的聚集将系统保护与开发城市山水

2 个“恢复性”历史节点的不同性质，可将其

身发展的历程在 1963 年进一步沉淀了阶段性

风景的理念推向新的高度，显现出“危机”之

划入不同层次的分期认知框架。

成果。建筑工程部于是年颁布《关于城市园

下的某些基于地域性的开拓与探索。这说明，

4.5 1984 年：“风景园林”现代定位的初

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园林绿化

在确立相关关键历史节点的基础上，仍应关

步成型

的方针、任务、建设、管理、养护维修等做

照历史总体趋势下的局部特征，也需要跳脱

出系统规定，并首次明确了城市园林绿化的

时间节点的限制去看待风景园林史的分期。

正式颁布了土建类的风景园林专业，明确了

范围，作为“文革”爆发之前将城市园林绿

4.4 1971 与 1978 年：
“文革”中的转机及

该专业的工学背景，以及对于规划设计的侧

化工作上升至条法地位的政策文件，标志着

其后的新机

重。更为重要的是，其名称的确定是学科发

[42-44]

园林化规划及建设实践（图 6、7）

局限

。同时，

[45]

，足以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节点。

1984 年，《高等学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

城市园林绿化规范化发展的契机。同时，当

改 革 开 放 意 义 深 远， 是 划 时 代 的 重 大

年颁布的首个研究生学科目录《高等学校理

事件，在此背景下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全面恢

基于此前“造园”“园林”范畴的明确扩展，

工农医各科研究生专业目录（草案）》设置了

复，但此前的 1971 年也是值得关注的历史节

也是此后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一级学科成立

一级学科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以及二级学科

点。出于改善城市形象的需要，公园建设、

的某种认知基础。这一转变也见证了“风景

园林树木栽培学和园林艺术及设计，代表着

行道树栽植等园林绿化事业再度开展。南京

园林”现代定位的初步成型，并以“园林”为

酝酿已久的学科分化思想的正式确立，也是

市城市建设局规划、筹建长江大桥的附属园

本底，继之以广泛的“风景”政策与实践。

学科教育兴起的一个标志。

林绿化，开放了以植物造景为主的南堡公园
[46]

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现代城市发展需求下

风景园林规章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

与 1963 年诸多事件规范学科发展方向、 （图 8） ，这是风景园林事业逐步恢复的代表

推进，至 1985 年更迈向了法制化发展的新阶

深化行业实践内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4 年

之一，标志着国际交往背景下城市园林建设

段。国务院发布了首部关于风景名胜区管理

的“园林教育革命”运动成为从自主发展到

的重启，反映了“文革”时局之下风景园林

工作的行政法规 —《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

自我批判的转折点，其否定了名称更易未久、

建设事业内部不可忽视的独特轨迹。

条例》，其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可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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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下，“园林城市”的提出无疑显现了行业对

来关于“景观建筑”
“景观”
“地景”等译名的

于“园林”这一人工自然属性的认知。这些历

争鸣，一定程度上正式消除了学科名称混乱

史节点是风景园林事业法制化发展的风向标，

对行业造成的消极影响，对于学科和行业而

标志了风景园林现代化历程中的探索与振兴。

言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学科、行业进入

4.7 1999 与 2011 年：世纪之交的变革与

了新的发展阶段。

学科整合
0

9 15 km

1999 年， 江 泽 民 在 中 央 人 口 资 源 环 境

5 结语：对现行分期认知的反思

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全面落实国务院于

综合历史进程、关键节点的探析，其中

1998 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

折射出的观念与细节对现行的分期认知带来

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

了不同的提示。如新中国成立后的 3 年战后

布局。基于此，2000 年颁布的《全国生态环

恢 复 期（1949—1952 年） 是 否 需 要 独 立 为 一

境保护纲要》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三

个历史时段？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风景园林法制化管理初步成型的标志。此外，

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这 2 部文件

是否能完整地划分为一个发展阶段？风景园

放眼广阔的行业实践土壤，次年即批准成立

整合了国家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框架，并

林的综合性、系统性等特征对历史分期具有

了一批最早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甲级资质单

初步将其落实于国土空间范畴，正式拉开了

怎样的影响？诸多问题均为专门的历史分期

位，这意味着规划设计技术条件、管理水平、

新千年之际中国生态空间保护的序幕。审视

方案埋下伏笔。其他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业务范围等实践内容初步形成体系化标准，

此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路径，便会发

问题，如 1949—1952 年与 1953—1957 年这 2 个

风景园林市场化发展基本条件亦初步成型。

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发展主题与学科发展、

时期均受到外来理念的牵制与影响，自主性

同时，城市公园的规划建设中开始了对功能

行业行动紧密交织，风景园林逐步成为落实

有限，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延续民国时

类型、艺术形式、地域特征等多方位的系统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建设、

期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并以传承传统园林文

考量；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开始强调生态观念；

棕地修复等工程的直接践行主体。显然，生

化为主；后者则是“苏联经验”影响下、在

以《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域规划》（图 9）

态环境保护步入历史舞台成为现代风景园林

不同的现代化语境中，绿化事业开始发展的

为代表，风景区规划创建了风景游览、旅游

史中重要的时间节点。

阶段。因此，基于专业自身内容探讨历史分

4.5

9

9 崂山风景名胜区区域规划图（1986 年完成规划）[47]

Regional planning map of Laoshan Scenic Area (the
planning was completed in 1986)

[47]

[47]

服务设施，以及居民社会三大职能结构系统，

同 时，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 逐 步 拓 展 的

期问题，不仅是对学科与行业发展历程的认

重视风景、社会、经济三者的协调与统一；国

学术知识理论进一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

知深化，而且可为风景园林的历史传承与现

家重大技术开发项目之一的实验住宅小区建

改革开放后学科与行业的潜能与动力在变革

代创新带来新的思路。

设发展了绿色开放空间的理念，不同实践领

之际也得到彰显。清华大学于 1999 年开始在

域所发生的转变共同推动风景园林进入一个

景观园林研究所的基础上开展了国家公园、

果，其服务于历史编纂实践的需要，却又源

新的发展阶段。在人居环境建设逐渐得到国

景观设计等新型规划研究项目和课程教学；深

于对历史段落的仔细分辨。本研究尝试建立

家政策方针支持的趋势下，风景园林发展呈

圳市中心公园和大梅沙海滨公园是该市迎接

系统的历史分析与分期框架，为确立分期标

现出市场化的积极起步，并在此背景中展现

千禧年的代表性公园建设工程，在建设速度、

志提供可靠的内容和根本的依据，但这种历

出生态化、地域性等丰富的实践主题。

规划水平、艺术手法、生态理念等方面都有

史观念也无法避免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更

4.6 1992 年：法规与制度的空前影响力
1992 年，首部全面的行政法规《城市绿

所革新

[48-49]

；俞孔坚则通过粤中造船厂旧址

历史地段的再利用，设计了中山岐江公园

[50]

。

历史分期研究寻求一种结构化的认知成

为客观的历史分期认知有赖于风景园林史研
究的进一步弥补与纠正。同时，令人欣慰的

化条例》（简称《条例》）及其详细解说以“园

这些事件见证了风景园林在迈入新世纪的进

是，在历史分期意识主导的思考中，政策背

林植物覆盖的有机系统”之形象强调城市“绿

程中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

景、学科教育与行业实践三者的交织关系呈

2011 年，《学 位 授 予 和 人 才 培 养 学 科 目

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如 1992 年颁布的《条

然”的理解及重视；同时强调“规划、建设、

录》新增工学门类下的风景园林学，使其与

例》象征着风景园林事业法制化发展的积极

保护和管理”的行为规范，凸显了行政法规约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一起正式确立为一级学

动向，而 90 年代学科教育受西方 LA 学科影

束城市绿化工作全过程的制度化、程序化转

科，说明了国家层面对三大学科之间关系认

响而发生的变革与困扰同样突出。这些积极

变，说明了法制化在城市绿化工作中的空前

知的深化，也对风景园林学科、行业处于相

演进与彷徨探索的不同步伐，显示了这一阶

影响力。当年建设部还颁布了《园林城市评选

对弱势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同时，

段风景园林现代化发展中内部延伸与外部渗

标准（试行）》，在《条例》强调“自然”的定

对“风景园林”名称的再次明确结束了一直以

透的不同力量，既印证了交叉、综合研究思

化”的自然属性，进一步展现了对城市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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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有效性，也可从三者关联、互动的机制
中总结风景园林更好适应社会生活变迁的经
验与教训，并基于风景园林法制化发展的演
进趋势、市场化进展的动力机制、文化现代
化的内在意义等不同主题衍生出对学科内涵
的深层认知、对事业发展的积极指导。总之，

国园林，1992，8（1）：17-25.

2004.

[3] 柳尚华 . 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M].

[31] 张世飞 . 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 [J]. 当代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中国史研究，2004（2）：50-58.

[4] 王丹 . 中国现代园林（1949—1978）发展历程纲要性研

[32] 李浩 . 论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分期 [J]. 城市规

究 [D]. 海口：海南大学，2012：3-17.

划，2016，40（4）：20-26.

[5] 王志芳 . 百花齐放：中国当代景观 [M]. 北京：中国建筑

[33] 王国平 . 西湖文献集成：第 12 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工业出版社，2016.

立 50 年西湖文献专辑 [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6] 李敏 . 中国现代公园：发展与评价 [M]. 北京：北京科学

[34] 梁思成 .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

技术出版社，1987.

制及学程计划草案 [M]// 梁思成 . 梁思成全集（第五卷）. 北

[7] 杨锐 . 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简史 [J]. 中国园林，2021，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46-53.

展，也搭建了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

37（1）：6-11.

[35] 陈植 . 造园学概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梁 —“历史分期不仅是面向过去的，更重

[8] 林广思 . 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教育发展概述与阶段划

[36] 陈有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园林专业的创始人

分 [J]. 风景园林，2005，12（2）：53.

[M]//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

历史分期不仅在于更好地认识、洞察历史发

要的是为了说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确定现
在的历史地位以及变化发展的趋向”[51]。
此外，本研究无意将中国现代风景园林
史的研究局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段，但研
究的主体仍以 1949 年至今的 70 余年为主，并
将近代时期的风景园林发展视为早期现代化
阶段，使其成为近现代整合研究的基础。事
实上，纵览现有相关研究，中国近代风景园
林的发展也有从移植、快速发展、缓滞至整
合的起伏变化过程

[52]

。基于整合研究的路径，

从脱胎于传统园林的近代风景园林实践中挖
掘中国风景园林现代化的根本动因，以更为
理性、客观的辩证思考厘清过渡阶段的本质，
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获 2021 年第二届 LA 青年学者论文奖优秀奖 ）

[9] 徐德权 . 当代北京园林发展史 [M]. 北京：北京市园林局，

术编：土木建筑卷 1.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987：12-29.

328-329.

[10] 赵轶峰 .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J]. 史学

[37] 吴良镛 .“人居二”与人居环境科学 [J]. 城市规划，

集刊，2001（4）：1-6.

1997（3）：4-9.

[11] 陈纲伦 . 从“殖民输入”到“古典复兴”：中国近代

[38]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 . 上海市西郊公园的规划设计 [J]. 建

建筑的历史分期与设计思潮 [C]// 汪坦 . 第三次中国近代

筑学报，1957（12）：32-37.

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9] 石家庄市规划局 . 石家庄市规划志 [M]. 北京：新华出

1991.

版社，1994.

[12] 邹德侬 . 中国现代建筑史 [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

[40] 赵纪军，何梦瑶 .“公园城市”理念考源 [J]. 中国名城，

版社，2001.

2020（3）：25-31.

[13] 杨秉德 . 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研究 [J]. 建筑学报，

[41] 北京市十三陵绿化指挥部 . 十三陵园林化 [M]. 北京：

1998（9）：53-54.

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

[14] 赵国文 .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 [J]. 华中建筑，

[42] 中国林业出版社 . 园林化规划参考资料 [M]. 北京：中

1987（2）：58-60.
[15] 刘亦师 . 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线与分期 [J]. 建筑学
报，2012（10）：70-75.
[16] 邓庆坦 . 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的可行性研究 [D].
天津：天津大学，2003.
[17] 林广思 . 岭南早期现代园林理论与实践初探 [J]. 新建
筑，2012（4）：94-98.

1952 年划分为一个阶段，而汪菊渊将 1949—1957 年划分
为一个阶段；1966—1976 年在多数相关研究中被定义为
“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在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简史》
中，1949—1978 年为一个阶段；在《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
教育发展概述与阶段划分》中，1965—1978 年为一个阶段。
对于历史进程的认知有诸多差异，1958、1960、1966、
1977、1978、1982、1984、1989、1992、1999 年 等 时 间
节点均有出现。分别参见参考文献 [2][6]~[8]。
② 指将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政治、经济背景发展变化的
结果来考察。参见参考文献 [13]。
③ 1951 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汪菊渊与清华大学营建系
副系主任吴良镛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小组上商议、创
造性地提出两校联合试办“造园组”，并得到梁思成的赞
同与支持。参见参考文献 [36]。

[44] 安徽省林业厅园林化规划工作组 . 安徽合肥市郊区江
淮人民公社园林化初步规划 [M]// 中国林业出版社 . 园林化
规划参考资料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8：40-46.
[45] 陈俊愉 . 重提大地园林化和城市园林化：在《城市大
园林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J]. 中国园林，2002，

筑工业出版社，2012.

18（3）：8-11.

[19] 朱钧珍 . 中国近代园林史（下篇）[M]. 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19.
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 中国大百科

① 在现有的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分期方案中，李敏将 1949—

[43] 河北省农林厅 . 迈向园林化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
版社，1959.

[18] 朱钧珍 . 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M]. 北京：中国建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建筑·园林·城市规划》

注释 (Notes)：

国林业出版社，1958.

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88.
[21] 赵纪军 . 中国现代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22] 王为 . 长十九世纪：建筑史分期与现代性解释 [J]. 建筑
师，2020（6）：54-62.
[23] 何梦瑶，赵纪军 . 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风景园林政
策话语研究 [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9 年会论文集：风景园林与美丽中国 . 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19：1340-1349.
[24] 王露，陈文锦，洪尚之，等 . 西湖通史：第三卷 [M]. 杭州：
杭州出版社，2014.

[46] 南京市下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下关区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2005：225.
[47] 张国强，贾建中 . 风景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实施手册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8] 何昉，千茜，宁旨文 . 创造城市中心理想的绿洲：深
圳市中心公园规划设计浅识 [J]. 中国园林，2000，16（2）：
48-49.
[49] 何昉，叶枫，千茜 . 自然与情感的交融：深圳市大梅
沙海滨公园规划设计构思 [J]. 中国园林，2000，16（2）：
50-51.
[50] 俞孔坚，庞伟 . 理解设计：中山歧江公园工业旧址再
利用 [J]. 建筑学报，2002（8）：47-52.
[51] 庄国雄 . 历史分期法：历史哲学与马克思 [J]. 吉首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7-14.
[52] 王云 . 上海近代园林史论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5.

[25] 杨守山 . 园林行业标准规范及产业法规政策实用全书
产业法规政策卷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26] 俞孔坚 .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 [J]. 北京林业大学
学报，1987（4）：433-439.
[27] 刘滨谊 .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8] 吴良镛 .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出版社，2001.

[1] 罗荣渠 .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

[29] 胡建华 . 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 年代初期的大

京：商务印书馆，2009.

学改革 [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7.

[2] 汪菊渊 . 我国城市绿化、园林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J]. 中

[30] 蒲亚云 . 绿化工 [M].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片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图 1、2 由作者绘制；图 3 引自参考文献 [38]；图 4 引自参
考文献 [39]；图 5 引自参考文献 [41]；图 6 引自参考文献
[42]；图 7 引自参考文献 [43]；图 8 引自参考文献 [46]；
图 9 引自参考文献 [47]。
（编辑 / 王一兰）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