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02

刊首语

资讯

专题：2019 北京世园会

作品

研究

4

8

导读

12  引领·传播·共融—2019 世园会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设计项目概况 刘志成

访谈 & 对话

14  生态设计不仅仅是顺应自然——美国风景园林师乔治·哈格里夫斯专访 采访 / 整理：张博雅

23  丹麦 SLA 设计总监斯蒂格·L·安德森对话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教授 采访：张晋石 同声翻译：刘书菡

31  荷兰 West 8 项目总监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对话北京林业大学郑曦教授 采访：赵晶 同声翻译：何以纯

42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詹姆斯·希契莫夫教授对话北京林业大学董丽教授 采访：尹豪 同声翻译：杭烨

54  英国景观设计师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对话北京林业大学刘志成教授 采访：李正 同声翻译：吴嘉骥

66  带给人笑容的庭院—日本造园家石原和幸专访 采访：马嘉 整理：张博雅 马嘉

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

80  东西园 （美）乔治·哈格里夫斯

85  园 （丹麦）斯蒂格·L·安德森

88  时光花园  ( 荷兰 ) West 8 - 阿德里安·高伊策 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

91  新丝绸之路 （英）詹姆斯·希契莫夫 （英）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  

96  桃源乡 （日）石原和幸

99  一个激发想象的花园 王向荣

104  文化的园林转译与表达—以焦作七贤园为例 肖遥

109  在变化中延续—华盛顿开放空间系统的规划历程探析 刘国正 张晋石 *

116  邻里交往空间实践探索—亲子成长与运动活力视角下的社区公园 胡剑锋 刘畅 曹弈璘

封面设计：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Cover Design: Atelier DYJG

封面作品：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珠海园 

Cover Project: The 11th China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Garden Expo—Zhuhai Garden

封面提供：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Photo Credit: Atelier DYJ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02

4

8

Introduction

12  Leading, Spreading, Integrating—Project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Designers Creative Garden,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hibition 2019, Beijing, China LIU Zhi-cheng

Interview & Dialogues

14  Ecological Design is More than Design with Nature: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Landscape Architect 
George Hargreaves Interview and Summarize: ZHANG Bo-ya

23  The Design Director of Denmark SLA Stig L. Anderson’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WANG Xiangrong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nterviewer: ZHANG Jin-shi  Interpreter: LIU Shu-han

31  Netherlands West 8 Project Director Christian Dobrick’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ZHENG Xi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nterviewer: ZHAO Jing  Interpreter: HE Yi-chun 

42  British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rofessor James Hitchmough’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DONG Li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nterviewer: YIN Hao  Interpreter: HANG Ye

54  British Landscape Architect Tom Stuart-Smith’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LIU Zhicheng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nterviewer: LI Zheng  Interpreter: WU Jia-ji

66  The Pleasurable Garden—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Garden Designer Ishihara Kazuyuki
Interviewer: MA Jia  Summarize: ZHANG Bo-ya, MA Jia

International Designers Greative Gardens

80  East and West
(USA) George Hargreaves

85  Yuán 
(Denmark) Stig L. Andersson

88  Garden of Time
(the Netherlands) West 8 - Adriaan Geuze,  Christian Dobrick

91  New Silk Roads
(UK) James Hitchmough, (UK) Tom Stuart-Smith

96  A Paradise on Earth
(Japan) Ishihara Kazuyuki

99  A Garden that Inspires Imagination

WANG Xiang-rong
104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ranslation and Expression—Taking Seven Sages Garden of Jiaozuo as 

an Example XIAO Yao

109  Continue with Transformations—Analysis on the Planning Process of Open Space System in 
Washington, D.C. LIU Guo-zheng, ZHANG Jin-shi*

116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Space—Community Park in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child Growth and Activities HU Jian-feng, LIU Chang, CAO Yi-lin

广告索引

封底 北林科技园
封二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封三 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有限公司

123  北林研究院
124 深圳北林地景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125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6 重庆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
127 天津市园林规划设计院
128 2018 首届“北林国际花园建造节”

Preface

Current

Special: Beijing Expo 2019

Projects

Researc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02

引领·传播·共融
—2019 世园会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设计项目概况
Leading, Spreading, Integrating
—Project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Designers Creative 
Garden,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hibition 2019, 
Beijing, China

刘志成

LIU Zhi-cheng

刘志成，男，博士，1964年生，教授，
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
问学者。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
院长，园林设计教研室主任，北京
市教学名师，本刊编委。2019 年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意园首席顾问。

LIU Zhi-cheng, who was born in 

1964, is a assistant dean, professor 

and doctoral advisor in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design, a famous teacher in Beijing,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The principal consultant of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hibition 

2019 Creative Gardens. 

在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的强有力

领导下，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顺利完成了 2019 世

园会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设计的方案征集工作。

为了高水平完成本项目的各项工作，学校迅速组建

了由李雄副校长、王向荣院长直接领导，由刘志成

教授、郑曦教授、张晋石副教授和戈晓宇老师具体

负责的校、院两级工作团队，全面展开项目实施计

划制定、设计师（团队）遴选与邀请、设计任务要

求编制、商务洽谈、创意展园方案征集、设计咨询

服务、方案评审与交流、项目宣传与推介等一系列

工作。

工作组在充分分析论证历届园林、园艺相关展

会设计师展园项目之后，将本届世园会创意展园策

划的主题定为“引领·传播·共融”，力图通过创

意展园的构建全面展现园艺的意义与价值，彰显园

艺魅力，引领绿色生活。

从设计师（团队）的邀请，设计主题的拟定，

到最终设计方案的形成，引领的目标贯穿始终。同

时为了展现本届设计师展园的特点，项目在设计师

团队遴选、设计主题拟定和设计方案的引导过程中

均以“彰显园艺魅力”为宗旨。

遴选邀请阶段—广泛遴选、优中选优，

塑造完美设计团队群
我们在双方自愿、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把专业

能力强、国际影响力大、地域代表性强、所在国园

艺产业发达作为设计师（团队）遴选的原则。本着

引领行业发展和彰显园艺魅力的宗旨，对百余团队

进行深入了解，最终确定 5 组首选设计师和 5 组备

选设计师。从 2017 年 5 月开始我们陆续发出邀请，

得到了多数设计师的积极响应。在反复推敲与对比

之后，历经 3 个月的时间，确定了本届设计师展园

的设计师（团队），团队组成令人欣喜。

园艺在英国文化中具有“中心”位置。在多方努

力下，英国团队最终由谢菲尔德大学的植物学家詹

姆斯·希契莫夫（James Hitchmough）教授和英国著

名花园设计师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Tom Stuart-

Smith）组成。詹姆斯是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生态草

本植物群落专家之一，主要探索如何建立复杂且具

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草本植物群落，并通过撒播技

术先后成功建立了欧洲、中国湿生、北美高原和南

非生态草花群落。汤姆是一位擅长融自然主义与现

代风格于花园设计，并多次斩获切尔西花展金奖的

景观设计师。2 位大师在园林设计和植物应用方面

密切配合，并成功合作过多个项目。他们联手打造

2019 世园会创意展园，定会发酵出园艺的全新魅力。

美国哈格里夫斯事务所高级主管乔治·哈格里夫

斯（George Hargreaves）先生不仅探索作为复杂文化

空间的大型城市公园的生态挑战、社会历史、城市关

系和场地营造的融合，也关注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景

观与花园的力量。丹麦 SLA 事务所创始人斯蒂格·安

德森（Stig L. Andersson）先生以其感性和诗意的作品

而闻名，将基于自然美学的独特舒适理念与新锐城

市设计相结合。荷兰著名景观事务所 west 8 则对技术

复杂性、生态创新性等方面具有巧妙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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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变化。山顶的植物和山脚下是完全不同的。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非常新奇。我对于大地景

观本身和景观所蕴含的空间很着迷。起初，我

想或许我可以学习林业。不过，我叔叔那时候

在佐治亚大学工作，他建议我考虑一下风景园

林。我去参观了学院，那里的人在做公园之类

的东西。于是我想：对，这就是我想做的。

LA：对于设计，您有一个“三角形理

论”—设计的 3 个关键因素是在场地、可持

续性和记忆性（图 1）。这似乎是您所有项目

的概念基础。这个“三角形”对您来说意味着

什么？为什么记忆性如此重要呢？

George：我总是对场地很感兴趣，我认为

设计应该因地制宜。至于可持续性，很多人是

从生态学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是我是从经济的

角度出发的。我对很多古老的公园和花园印象

深刻，特别是伦敦的海德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

几百年来，人们持续地投入大量财富去维护这

些公园。在这里可持续性意味着需要有人持续

付出人力物力。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记忆性。

当一个公园被铭记、被喜爱的时候，它将与人

们产生关联，使用者可以从公园中获益。   

生态设计不仅仅是顺应自然—美国风景园林师乔治·哈格里夫斯专访
Ecological Design is More than Design with Nature: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Landscape Architect George Hargreaves

采访 /整理：张博雅

Interview and Summarize: ZHANG Bo-ya

什么样的设计才是“生态”的？在“生态

修复”已经上升为国家政策的今天，这是风景园

林师必须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生态设计常常让

人联想到未经修剪的植被，为动物栖息地创造生

境等。不过，把项目做得“自然”就等同于“生

态”吗？在真实的项目实践中，设计师所掌握的

设计语汇仍然十分有限。在生态设计领域，我们

的欧美同行比我们更早开始探索。了解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对中国设计师大有裨益。

本刊记者邀请到美国著名风景园林师—

乔治·哈格里夫斯，详细探讨了他的设计哲学

和生态设计思想。他所成长的 20 世纪 60 年代，

是美国生态主义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年代。他自

80 年代从业以来即接触棕地更新类项目，并从

当时的新潮大地艺术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应

用于景观设计项目中。他曾参与设计了包括伦

敦的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在内的多个重

要项目，在大型公园以及棕地更新的理论与实

践中均有突出贡献。2016 年，哈格里夫斯事务

所同时获得库伯·休伊特国家设计奖和罗莎·芭

芭拉国际景观奖 2 项殊荣。

LA：《风景园林》

George：乔治·哈格里夫斯

LA：让我们从您职业生涯的开始聊起吧。

据记载，您对于风景园林最初的兴趣来源于一

次落基山之旅。在那次旅行中，是什么打动了

您呢？旅行结束后，又是什么让您坚定地走上

了风景园林之路呢？

George：探索大地景观是很吸引人的。当

我在徒步的时候，我注意到植被随着海拔的变

1

访谈人物：
（美）乔治·哈格里夫斯 / 哈格里夫斯事务
所创始人 / 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会员 / 曾任教
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并任风景园
林系主任（1996—2003）

Profile:
(USA) George Hargreaves, is the founder 

and Des ign  D i rec to r  o f  Hargreaves 

Associates. 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He taugh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for 20 years, was tenured there for 

12 years, and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1996 to 2003. 

1 三角形理论
Triangle theory

张博雅 /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 / 北京
京都风景生态旅游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 /

本刊特约记者
ZHANG Bo-ya, MS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U Delft, Landscape Architect of Beijing 

Jingdufengjing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and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of thi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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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SLA 设计总监斯蒂格·L·安德森对话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教授
The Design Director of Denmark SLA Stig L. Anderson’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WANG Xiangrong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采访：张晋石  同声翻译：刘书菡

Interviewer: ZHANG Jin-shi   Interpreter: LIU Shu-han

张晋石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ZHANG Jin-sh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刘书菡 / SLA 事务所景观设计师
LIU Shu-han,  SLA Juni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er.

丹麦著名风景园林师斯蒂格·L·安德森（Stig 

L. Andersson）是丹麦 SLA 事务所的创始人及创

意总监，也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客座教授，

工作涉及风景园林和城市设计。本刊主编、北

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王向荣教授一直从事

风景园林的教学、科研与规划设计实践工作，

作品屡获国内外大奖。

本刊特约编辑张晋石老师邀请到以上 2 位

风景园林领域的重要人物，借 2019 年世园会的

契机，就风景园林领域内的设计哲学、城市与

自然、乡土性与地域性、艺术与生态等问题以

及对未来的风景园林师的期许、对 2019 北京世

园会的期望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LA: 《风景园林》

Stig：斯蒂格·L·安德森

WANG：王向荣

LA：我们不妨从这次的创意展园开始。我

们知道 2位都做过园博园的大师园或者创意园。

王向荣教授做过厦门园博园的“竹园”、西安

园博园的“四盒园”、新加坡花园节的“心灵

的花园”等；安德森教授也做过西安园博园的“黄

土园”，同时您也在许多城市中设计了一些小

型花园，如“夏洛特花园”等等。2 位是否会将

这些小花园的设计方案视为一种设计理念的提

炼，并试图在其中传达出独特的设计哲学？

Stig：我觉得花园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部分，

我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看，花园其实是

作为设计师或者作为园主本身的自己的内在感受

的外化和空间的物质化。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自然的哲学状态（图 1）。

WANG: 展览花园是比较特殊的园林类型，

我做的一些展览花园主要是想让进入花园的人

能感受到花园的神秘，让人们在花园里沉思和

联想；同时让花园具有无边无境的感觉，尽管

花园很小；另外也要让人们体会到中国园林特

有的画意和诗意（图 2~5）。

LA：此次世园会创意展园的设计强调植物

的运用。此前的一些项目中，比如王向荣教授

的江洋畈生态公园，以及 SLA 在此前在北京丹

麦文化中心举办的“松临城下”展览等，2 位都

展现出了对植物的尊重与运用的高超技巧。从 2

位的实际经验来说，植物的运用对于设计方案

存在哪些方面影响？在把控植物这种自然设计

元素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与大家交流？

Stig：SLA 之前在北京 798 做的一个项目叫

做 The City of  a Billion Pines（松临城下），当

时这个项目就是希望让人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

人更多能关注自然环境、自然生长和自然条件

（图 6）。因为现在在中国，由于高速的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建筑环境或越来越多的城市环境其

实很多时候是比较冷漠的，或者说超出人应该

有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希望把松树的生长带

入这样一种语境，把生长环境作为象征去设计。

松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树种，对于我来说，

松树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代表着坚韧不

拔这样的意象，同时也具有保护生态、净化空

气的作用（图 7）。

访谈人物：
（丹麦）斯蒂格·L·安德森 / SLA 事务所
的创始合伙人和设计总监  

王向荣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院长 /

本刊主编 /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

Profiles:
Stig L. Andersson is Design Director & Partner 

of SLA, Professor in Copenhagen University, 

Architect MAA.

WANG Xiangrong, who is the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 is 

the chief edit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and is also the vice chairman of 

Chinese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左：斯蒂格·L·安德森；右：王向荣
Left: Stig L. Andersson; Right: WANG 

Xia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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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West 8 项目总监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对话北京林业大学郑曦教授
Netherlands West 8 Project Director Christian Dobrick’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ZHENG Xi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采访：赵晶  同声翻译：何以纯

Interviewer: ZHAO Jing  Interpreter: HE Yi-chun

访谈人物：
 （德）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 / West 8 城市
规划与景观设计事务所项目总监、资深风景
园林师
郑曦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 / 研究方
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 / 本刊副主编

Profiles:
(Germany) Christian Dobrick, who is the Senior 

Project Manager and Senior Landscape 

Architect at West 8 urban design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

ZHENG Xi is th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deputy chief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theory.

左：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右：郑曦
Left: Christian Dobrick; Right: ZHENG Xi

赵晶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 研究
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规划设计 / 本刊
编辑部主任
ZHAO Jing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editorial director 

of this Journal.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y theory and 

planning and design. 

何以纯 / West 8 建筑师、规划师，长期领导
West 8 亚洲项目的团队管理和设计协调
HE Yi-chun is the architect and urban 

designer of West 8, and she takes charge 

of the team management and design 

coordination of West 8 in Asia projects in 

long term. 

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它与其他国家举办的博

览会有什么区别？

Christian：由于地域的不同 , 中国的园博

会和国外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尺度的不同。但人

们对园林的使用或对园林学术上的理解是类似

的。本次园博会的参观者预计达到 1 600 万人，

这与国外的情况不同。国外一般举行园艺博览

会的规模是 100~200 万人。但是在中国，我们

要面对的挑战要大得多，不光要考虑到怎么向

这么多人介绍我们的园艺，更要有安保、流线

等方面不同尺度的考量。

ZHENG：中国目前有各个级别的园博会，

有已经举办过的、正在举办的，还有即将举

办的，所以园博会在中国当代城市发展中是

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其实中国有这种集中

展示不同类型花园的传统，叫做集锦式园林，

比如圆明园，它希望将全国各地优秀的园林

作品汇集在一起。今天中国各个城市为举办

园博会所建设的园博园，往往呈现出巨大的

尺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首先是中国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需要不断地进行城市建设，所以园博会的特点

就决定了它是有效推动城市规划实施的方式。

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的举办时间是固定的，

这样就给建设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往往能

够在短时间内推动一些平时不容易实现的工

作快速完成，主办城市会协调各个部门，优

先推动项目建设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

以保证能够按时开幕。所以，园博园就形成

了具有高关注度的、集中力量推进的状态，

成为一个有效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

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 1997 年毕业于德

国埃森大学并获景观建筑硕士学位，专长于复

杂城市公共空间领域的景观设计。2000 年初，

多布里克加入 West 8。在 West 8 创始人及设计

总监阿德里安·高伊策的共同指导下，多布里

克先生领导了一系列知名的大型城市设计和景

观设计项目，包括赢得众多大奖的西班牙马德

里河岸更新景观工程和业内极负声望的瑞士诺

华上海研发中心总体景观。

郑曦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本刊

副主编。2006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并获得城

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博士学位后留校

任教，主要完成了包括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主会场区景观工程、烟台植物园景观工程等一

系列大型规划设计项目，以及景观绩效评价、

山水城市、绿色综合体理论框架等相关研究。

本刊编辑部主任赵晶副教授主持了多布

里克先生与郑曦教授访谈对话，通过 2 名设计

师的交流和对话，我们了解到园艺博览会对于

风景园林等相关行业以及对于城市发展的推动

作用。我们需要正视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等趋势

和问题带给风景园林的机遇和挑战，以更好应

对未来 10 年风景园林相关行业领域的挑战。

LA：《风景园林》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

ZHENG：郑曦

LA：因为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我

们得以在此相聚。近年来，各种各样类型的园

艺博览会相继举办，并将在不同的国家举行。

所以我想知道您对此次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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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詹姆斯·希契莫夫教授对话北京林业大学董丽教授
British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rofessor James Hitchmough’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DONG Li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采访：尹豪  同声翻译：杭烨

Interviewer: YIN Hao    Interpreter: HANG Ye

访谈人物：
（英）詹姆斯·希契莫夫 / 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景观学院院长、生态园艺学教授 / 研究方
向为大规模草本及木本植物群落自然式种植
设计与管理
董丽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教授 /

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园林生
态等相关理论研究、实践及教学 / 本刊编委

Profiles：
James Hitchmough who is from Britain is the 

dean in School of Landscape and  professor 

of ecological horti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planting of 

herbaceous and woody vegetation. 

DONG Li is the assistant dea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editor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ory, practice and teaching 

relating to plan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Landscape ecology.

左：董丽；右：詹姆斯·希契莫夫
Left: DONG Li; Right: James Hitchmough

尹豪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 本刊
特约编辑
YIN H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杭烨 /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景观学院博士后、
研究员、助教
HANG Ye is the post-doctorate, researcher 

and teaching assistant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感与韵律，随着季节变换，能在很长的观赏季中

呈现戏剧化变幻特征的植物景观。虽然这跟中国

当前普遍的规则式种植有很大的不同，也显得野

趣，但看着更为自然。正是这种在没有人为干扰

下，戏剧化的自然演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这

种种植形式因此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图 1）。

我非常看重世园会的这次机会，因为这个

平台给了我一种可能性，让我来创造这种形式，

然后来验证这种形式在中国的接受度。记得在 6

个月之前，我在国际学术期刊《城市林业与城市

绿化》上，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作者关注这类

拟自然式生态种植形式是否能给北京大众带来不

同的审美需求和感受。在仔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

以后，我发现中国的民众对这种新型种植方式的

反应，实际上跟西方的审美理念有高度的统一和

吻合。因此我觉得，中西方在审美标准和生态需

求方面或许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詹姆斯·希契莫夫教授提出了具有生态概

念的投入可持续植物群落设计的理论，成功完成

了 2012 伦敦奥林匹克公园中 20hm2 的种植设计，

整个设计是基于生态学原理的草本植物群落种植

设计，并形成了全新的“生态皮肤”这一理念。

董丽教授引入“自然度”和“近自然园林”的概

念，在研究地带性植被特征的基础上，成功主持

完成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植物景观生态规

划，营造出一个能体现地带性植物基本特点，并

具备良好的生态功能的森林公园植物景观。

本刊特约编辑尹豪副教授主持了詹姆斯·希

契莫夫教授与董丽教授的访谈对话，通过 2 位教

授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我们了解到当下城市建设

中生态种植设计有待解决的一些研究点或研究方

向。启示我们，在以后的科研、教学或实践中，

找准自己的研究点，切实地为解决城市环境下的

生态种植设计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LA：《风景园林》

James： 詹姆斯·希契莫夫

DONG： 董丽

LA：James 教授您的设计是很自然的设计

风格。外行人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没有设计。

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这种种植设计方法的内

在逻辑？推行这种方法您需要跨越什么障碍？

James：自然式生态种植设计，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接近于自然，似乎是没有设计过的，但是

好的自然式设计就是设计得没有痕迹。我的设计

灵感来源于自然，以植物个体或组团在群落中重

复出现为表现形式，我试图用大家所期望看到的

色彩、结构和变换，来创造物种丰富、具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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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景观设计师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对话北京林业大学刘志成教授
British Landscape Architect Tom Stuart-Smith’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LIU Zhicheng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采访：李正  同声翻译：吴嘉骥

Interviewer: LI Zheng  Interpreter: WU Jia-ji

访谈人物：
汤姆·斯图尔特 -史密斯 /英国景观设计师，
Tom Stuart-Smith 景观设计事务所创始人 /

作品以极具创意地融合自然主义和现代性而
闻名
刘志成 /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园林学院副
院长 /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意园
首席顾问 / 本刊编委

Profiles:
Tom Stuart-Smith is the British landscape 

architect and fonder of Tom Stuart-Smith 

Ltd., and he is famous for his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naturalism and modernity in 

garden design.

LIU Zhicheng is a professor i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assistant dean in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And he is the principal 

consultant of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hibition 2019 Creative Gardens. 

左：刘志成；右：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
Left: LIU Zhicheng; Right: Tom Stuart-Smith

李正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本刊特
约编辑
LI Zheng is now teaching landscape design 

at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he is also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吴嘉骥 /Tom Stuart-Smith 景观设计事务所设
计师
WU Jia-ji is a landscape architect of Tom 

Stuart-Smith Ltd.

但这里说的中国也许是从西方眼里看到的中国。

令我们（西方）印象深刻的是目前中国的向西

方拓展的力度。例如“一带一路“政策下连接

中国和伊斯坦布尔的铁路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

的想法。这也成为了我们花园的中心思想，来

唤起我们对外接触的愿望。同时此次展会也关

乎世界各地的每一位景观设计师所面对的东西，

即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现代花园与复杂植被是可以共存的，但现实往

往不尽人意。因此我们试图建造一个非常现代

化的花园，而与此同时我们试图通过运用复杂

的植被，来分享如何人为使两者共存的方法。

地域性与全球化
LA：您在花园设计中非常注重自然主义和

现代性的结合。融合是否具有普适性，或是随着

地方不同而不同？

Tom：我认为有时候它更适合“不现代”

的做法。当在一个文化性非常强的环境中做项

目时，这个文化环境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那

么把现代性强加其上是完全不合适的。我认为，

当你在当代的环境下做项目时，比如本次世园

会，或者当你基于旧的环境但需要在大范围内

添加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时，你可以采用相对

现代的语言（图 1）。

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是一位擅长将自然

主义与现代性融入园林设计的景观设计师。他

于 1998 年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景观设计事务

所 Tom Stuart-Smith Ltd.，其项目涵盖英国本土对

公众开放的大型私人庄园、公园，乡间的小型私

家花园，以及散布于欧洲、印度、美国和加勒比

地区的海外项目。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

刘志成教授在国内从事了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及教

学工作，并作为首席顾问负责 2019 年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创意展园。本刊特约编辑李正老师邀

请到以上 2 位景观设计领域的重要人物，借 2019

北京世园会的契机，放眼全球，就地域性与全球

化、花园设计与展览会、园艺与风景园林、风景

园林与社会等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LA：《风景园林》

Tom：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

LIU：刘志成

2019 北京世园会相关问题
LA：众所周知，您与詹姆斯·希契莫夫教

授合作为2019北京世园会设计了一个创意展园，

请问该项目的设计理念是怎样的？设计重点突

出表现在哪方面？与以往项目相比特别之处是

什么？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或障碍？

Tom：我认为建一个展园与建一个真正的花

园非常不同，必须遵循不同的规则。展园是一

个较自我独立的世界。我们设计之初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试图将它封闭起来。我觉得在这样（规

模的）展会的偌大空间里，（各个）展园（的

个性）很容易被湮没。所以浓缩展园的特性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设计显然想要跟中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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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65 天的季节。为客户设计 365 天的景色这一

想法，插花和造园是一致的，所以对我来说庭园

和插花是一样的。

LA：日本传统插花在世界上非常有名，能

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池坊”会学习哪些

方面的知识？

Ishihara：首先是上述所说的“季节”，还

有一点是用最简单的花卉表现复杂的空间感，

我通过学习插花学到了空间和季节的创造手法。

LA：您认为庭园与插花在空间创造方面也

是相同的吗？

Ishihara：Yes。假设在“池坊”用 3 根树

枝表达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无论大小，利用远

近感是进行枝条构成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认

为通过绿色创造空间，正是因为可以驾驭小的

空间，大的空间也可以做到。

切尔西花展上的东方面孔
“那时候没有钱，就把自己的家卖掉，用卖房

子的钱参加。”

LA：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参加花展

之前的经历呢？比如说您是一直从事花卉工作

的吗？

Ishihara：那之前我一直在日本从事花卉的

工作，后来想尝试进行更大尺度的城镇设计和

更为国际化的工作，这时我了解到切尔西花展。

希望能在切尔西花展获得冠军，扩展设计的眼

界。此外，作为专业人士只在日本而没有得到

世界认可归根结底是不行的，出于想在世界上

设计庭园的想法，开始挑战切尔西花展，以此

为开始国际化工作的契机（图 1）。

带给人笑容的庭院—日本造园家石原和幸专访
The Pleasurable Garden—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Garden Designer 
Ishihara Kazuyuki

采访：马嘉  整理：张博雅  马嘉

Interviewer: MA Jia  Summarize: ZHANG Bo-ya, MA Jia

石原和幸先生是活跃在当今日本和世界庭

园设计领域的顶尖设计师之一，他从 2004 年开

始连续参加园艺领域最具声望展览—英国切

尔西花园展，至今共获金奖 9 枚、白银奖 1 枚、

银奖 2 枚，奖牌和参展类别最佳花园奖的双料

奖 4 次，并于 2016 年获总统奖（The President’s 

Award）。2017 年，石原先生受邀参加 2019 年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项目，

这次的作品将于 2019 年在北京正式亮相。

石原先生早年师从日本花道“池坊”派①，

后转向庭园设计，其作品以植物应用见长，最

擅长使用苔藓、日本枫、造型针叶树等日式元素。

在他的设计中，他力求庭院可以带给人们笑容。

本刊记者对石原和幸先生进行了专访，详细讲

述其职业历程、设计哲学和对行业的展望。

LA：《风景园林》

Ishihara：石原和幸

从花道到庭园
“对我来说，庭园和插花是一样的。”

LA：石原先生目前作为一名庭园设计师活

跃在日本和世界的舞台上，我们从资料得知您

在成为一名庭园设计师之前，曾入门日本的花

道流派“池坊”，您是出于什么原因从花道转

向庭园的呢？

Ishihara：最开始是想从事有关花卉和植物

的工作，通过“池坊”的学习进入这一行业。以

前做鲜切花的工作时受到客户的委托，那位客户

非常喜欢我用插花技术设计的庭园，从那以后逐

渐开始通过插花的创意和构思设计庭园。在插花

的世界里不仅仅有春夏秋冬四季，更需要感知一

访谈人物：
（日）石原和幸 /1958 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 /

株式会社石原和幸设计研究所代表、著名的
日本庭园设计师 / 设计以植物应用见长

Profile:
Born in Nagasaki, Japan in 1958, Ishihara 

Kazuyuki is the celebrated Japanese garden 

designer and representative of Ishihara 

Kazuyuki Design Laboratory Daikanyama 

Kadan Co., Ltd.

马嘉 / 日本千叶大学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在
站博士后 / 本刊特约记者
MA Jia is the Dr. of Chiba University in Japan, 

postdoctor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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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雅 /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硕士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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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园
East and West

 （美）乔治·哈格里夫斯

(USA) George Hargreaves

1 花园设计概念“东西园”
The garden concept: East and West

2 花园分区象征了中美共有的植物耐寒区
The Garden Zones represent the common plant hardiness zones in China and US

世界上近 1/8 的植物（约 31 000 种独特物

种）都起源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们

中的大多数被出口到世界上其他（生境）相似

的地区进行培育，经由人为力量完成了全球大

迁徙。因此，从常见的城市植物种类的角度看，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与中国有着内在的地

理—空间联系。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如

今，美国各地的公共空间和私家花园里的许多

常见植物都产自中国。例如，在旧金山人们经

常可以看到为人行道提供遮阴的银杏（Ginkgo 

biloba） 或 榔 榆（Ulmus parvifolia）， 以 及 鸡

爪槭（Acer palmatum）、丁香属灌木（Syringa 

sp.）、蔷薇科栒子属的地被植物（Cotoneaster 

sp.）和鼠尾草属的宿根植物（Salvia sp.）。在美

国各地（和其他地区）设计和建造公园的实践

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去看待这一

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看似不为人知的园艺故

事，也是哈格里夫斯事务所设计的创意花园—

“东西园”—试图去探索的。

植物耐寒区（plant hardiness zones）通常指

植物能够生存、生长的地理区域。它受到当地

21

气候、天气模式和海平面等因素的影响。通过

对中国与美国植物耐寒区异同的一系列研究，

可以明显发现中国除了在热带区域的跨度更大

以外，两国植物耐寒区分布相似，这为中国植

物在美国繁殖扩散提供了可能。

在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创意展园

设计中，我们将 2 030m2 的花园划分为 4 个相

互交织的“花园区”，每个区域都代表了一个

中国与美国共有的植物耐寒区。一条条整齐

修剪的密植绿篱分隔和界定了每一个花园区，

绿篱的曲线在微观层面上象征性地模拟了宏

观真实世界中植物耐寒区的分界线。通过用

同一种绿篱贯穿整个花园，使绿篱成为中性

元素，绿篱之间的环境成为视觉焦点。每个

花园里的植物都取样自由中国“迁徙”至美

国的植物，并被分别种植在对应的象征性的

植物耐寒区里。当穿行在整个花园中时，会

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对比和戏剧般的冲突体验。

每个花园区内，都包含 3 种不同的种植元

素：点、线、面。宽度不尽相同的线状种植由

灌木和地被植物组成。面状元素则是由花岗

岩条带围合而成的质感细腻的大型灌木。点

状元素藉由孤植的大型灌木或丛生小乔木来

强调空间。花园中所有的植物都来源于中国，

同一物种均种植在同一组团。通过这种方式，

每个花园区都解构了一种中国的生境类型，

同时，这种结构也呼应了美国的植物耐寒区。

区域 1 创建了代表平原和灌木林生态类型的环

境，区域 2 代表山地森林区，区域 3 代表草地

生境，区域 4 代表湿地。下文将详细介绍每个

分区的种植初步设计。

区域 1 的“平原和灌木林”由对比强烈的

花卉条带和绿色的“点”“面”构成，其中，

花卉条带象征了在平原和灌木林地区传统的

人工防风林带。条带的高度和色彩富于变化：

紫色的香薷属植物（Elshotzia sp.）向上生长，

黄色的棣棠（Kerria japonica）浓密饱满，白色

的落新妇‘奇幻’（Astilbe arendsii ‘Astary’）像

漂浮的气球。它们是如此耀眼，即使有一些

大型植物（点、面）阻隔视线，也能吸引穿

越花园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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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Yuán 

 （丹麦）斯蒂格·L·安德森

 (Denmark) Stig L. Andersson

Yuán，我们称之为新·园，是一个沉思和

探索的空间。在这里，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自然

交融成为一个感性的糅合体。在一个难分自然

文明和人类文化的时代，园想要去潜移默化地

启发游客，对自然和人性关系进行探索和思考。

我希望通过园，强调人们对于自然的审美

是一种感官的感受，这也是我在自己的工作中

不断重现的。这种微妙的体验，这种漫游的感觉，

就像是会发生在雾蒙蒙的早上，或者是走在树

林里的小路，你会感觉到感官的释放，远远超

出于凡世和理性的追求，而这种感觉我们在城

市里很少体验到，甚至于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

对其的渴望。

因此，我也希望让游人在我们的园中去发

掘这些他们本来有的形而上的感官体验，这是

种不自主地、潜意识地把自己放置于自然的能

力，这种不是逻辑推演而是体验自己和自然丝

毫互动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去唤醒审美和感

1 效果图“竹间”
Moon Gate collage

2 效果图“峰壑”
Bridge Top collage

3 效果图“幽翠”
Bamboo Scaffolding collage

1 2 3

官，我们想要去创造一个景观，它并不存在于

实体，而是与游人融合交流，让游人成为它的

一部分，在其中去发现和思考。

中国文化和传统，将自然看作是一个富有

哲学意味的概念和存在，自然哲学随着时间的

演变而成长，形而上的概念融入了绘画和园林

之中。论其中的感受，已远远超越了形而下的

视和被视，无关乎自然的存在与否，而在于美

和灵性的升华。这样微妙的体验，恰好揭示了

对于文化和自然关系的探索。

因此，国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意动。国

画常常描绘水雾和留白，往往想要传达流动和空

灵，营造出一个在潜意识中想象和升华的空间。

园将传统的中国自然哲学审美及其对人视

角的抽象，代入其中。正如同国画和园林，园

不在于其形，在于其意，意图创造出一个强调

形而上的看与被看，感知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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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图
Preliminary sketch

2 平面图
Floor Plan

时光花园
Garden of Time

 ( 荷兰 ) West 8 - 阿德里安·高伊策 克里斯蒂安·多布里克
 (the Netherlands) West 8 - Adriaan Geuze, Christian Dobrick

“给时光以生命， 给岁月以年轮” 
游览时光花园如同经历一场象征性的时光之旅。游人脱离周遭的

喧嚣，沉浸入森林的光影和气息，游历 3 个不同主题的花园。

“大兴安岭，万木成林”
每个花园由下降的“森林之路”相连。花园不同的材料、植栽、色彩，

营造出各不相同的庭院氛围。从入口步入森林之路，粗壮的树干拔地而

起。通道蜿蜒，不断变换方向和轨迹。将密集的人群分散拉伸，逐步创

造出安静的游园氛围。

第 1 座花园：韶华院
从春至秋，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院中恣意盛放。精心混合的野花

和果树创造出感官的盛宴。韶华院寓意生命中的童年与青春岁月，光线

与生命力催生出无尽的力量与梦想。随着季节的变化，院中的色彩、质

感和气味也随之转换，与年轻生命的多姿多彩相互辉映。

随后的旅程继续在森林之路中缓慢前行，气氛更为稳重静谧。 

第 2 座花园：云中院
当游人来到第 2 个花园，会发现这里的植被相对简单低调—整

齐排布的地被植物如苍翠欲滴的地毯铺卷而开。这些地被多为喜阴的蕨

类和苔藓，在它们之上，高大的松树直耸云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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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 
New Silk Roads

 （英）詹姆斯·希契莫夫  （英）汤姆·斯图尔特 - 史密斯  

(UK) James Hitchmough, (UK) Tom Stuart-Smith

1

我们此次设计的灵感源自丝绸之路，由

东向西穿过中国干燥的中部草原。在整体布

局上我们采用林地包围林间花草甸的形式，

以此营造一种相对独立于世园会园区内其他

展园的感觉，使展园内外的视觉语言互不干

扰。访客须经过由林地构成的花园外壳才能

逐渐接近，并最终进入花园内部核心，这样

的体验过程会给内部核心花园一种更强的存

在感和抵达感。 我们认为，在大型世园会的

规模下，能不时让访客感到别有洞天、有近

距离接触的体验是很重要的，这一要求已在

我们的提案中得到解决。

被树林包围的中央开阔区域是一片特色干

草原花草甸，远端是一个大型的结构，既像帐

篷又像大树，俯瞰整个园内空间。 这个帐篷

将由竹子制成，为花园提供阴凉的休息区域。

植被设计受到自然植物群落的启发，并刻

意与劲削的硬质表面及构筑物结合，形成鲜明

的对比。在平面上，主导要素是一对交错的

环路，象征了古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支。穿过

林地横贯心形花园的弯曲路径，形似大型公

路或铁路，象征以铁路为依托的新丝绸之路。

沿着它前进，能看到不断变化的景观。但其中

段材质与首尾段有所分别，意旨对途经土地的

尊重，可以最大化地保留其美丽与生态潜力。

弯曲的混凝土墙半围合心形的花园内部。 

墙壁不仅隔离了园外空间，并为放置在其前

面的长弯曲座椅隔离出供游客观赏园景的空

间。弯曲的墙壁随着时间变化将在花园内呈

现光怪陆离的阴影图案。在花园的入口处，

还会有许多精细加工的柱子。从某些角度望

去，这些柱子似乎是随机安排的，从其他角

度看，它们将会是规整对齐的。

2

3

1 人视手绘草图
Hand Sketch Ground View

2 平面图
Main Plan keys

3 平面功能分区
Plan Function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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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乡
A Paradise on Earth

 （日）石原和幸

 (Japan) Ishihara Kazuyuki

1 总平面图
Site condition plan

2 鸟瞰效果图
Aerial view

3 岛意向图
Island intention

4 跌水意向图
Folded water intention

5 水车意向图
Waterwheel intention

6 种植意向图
Planting intention

《桃花源记》是一篇描写世外桃源的中

国文学，展现了居住在世外桃源里的人们所

创造的自然风景。这些通过亲近自然获得美

好生活的人们，是北京世园会生态学理念目

标的先驱者。 

将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少年时期

铭记于心的风景及桃源乡进行叠加，并以此为

题建造庭园，重现日本或是中国逐渐消失的

风景，会让人回想起与自然亲近的生活方式。

设计概念
《桃花源记》中有这样的描述，穿过桃

花林与水溪旁狭窄的入口，空间豁然开朗，

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沼及纵横交错的田

间小路。庭园整体的构想与桃源乡相同，将

富含花与水的幻想空间作为设计目标。

庭园中的多处场地以水面覆盖，可以感

受到丰富的瀑布跌水景观与近水的植物景观。

水池采用自然的形态，弱化人工雕琢的痕迹，

园路围绕水池一周，象征着人与水相依相存。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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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激发想象的花园
A Garden that Inspires Imagination

王向荣

WANG Xiang-rong

1 构思草图   

Conception sketch

2 一条蜿蜒的路径串联了系列“珍珠”
A winding path linked a series of “pearls”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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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入口
宫泉
竹林欢
商泉
角泉
徵泉
羽泉
竹林宴
竹墙
竹林会
竹林兴
变宫泉
琴音湖
琴音台
高山流水水幕墙
漱墨临字台
竹林狂
竹林笑傲
竹林游
变徵泉
竹音墙
琴溪
次入口
落雨听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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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园林转译与表达—以焦作七贤园为例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ranslation and Expression 
—Taking Seven Sages Garden of Jiaozuo as an Example

肖遥

XIAO Yao

1 焦作七贤园总平面图  

Master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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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中延续—华盛顿开放空间系统的规划历程探析
Continue with Transformations
—Analysis on the Planning Process of Open Space System in Washington, D.C.

刘国正  张晋石 *

LIU Guo-zheng, ZHANG Ji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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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华盛顿开放空间系统的历史规划，概述了建都伊始朗方制定的彰显帝国雄心的勒诺特式宏伟蓝

图，工业化时期解决城市问题的麦克米兰计划，以及后工业化时期多元价值集于一体的开放空间系统优化三大

规划阶段，展示了华盛顿开放空间系统不断生长、日趋完善的发展历程。并分析时代变化背景下各阶段开放空

间系统规划的策略要点，阐释漫长规划历程中体现出的高度延续特征，总结出华盛顿开放空间系统的规划经验，

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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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ve process of the Washington’s open space system starts from L’Enfant’s grand Le Notre plan for the 

country’s ambition, to the McMillan Plan that meet the challenges of urban issues of the industrial era, and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consumm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open space system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open space system in Washingt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essentials on 

open space system’s plan strategies toward transformations in different times, interprets the continuity feature in 

long planning process, finally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plans for Washington’s open space system, to provides 

effective references for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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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址历程
1790 年 7 月 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选

址法案》（Residence Act），规定在弗吉尼亚

（Virginia）与马里兰州（Maryland）交界处的

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河口建设美国的

新首都。根据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选择面积不

超过 100 平方英里（约 2.59km2）的土地来建设

联邦政府，为了保证波托马克河北岸最适合建

设城市的土地能够位于特区的中心，也为了使

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能够划出面积相仿的土

地以避免分配不均，同时可以将华盛顿家族在

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私有土地纳入首

都范围内，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最终

选择了一块边长 10 英里（约 16km）的 45°旋

转正方形土地（图 1）。国会为抑制华盛顿家

族牟利，规定弗吉尼亚州提供的土地不能建立

政府建筑，这片无法发展的土地最后归还给了

弗吉尼亚州，至此才形成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Washington, D.C.）现在的边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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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城市高密度社区中出现了邻里关系淡漠、社区精神缺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社区公园的营造是缓解

现代都市病，创造美好社区的有效途径。本文以现代城市社区环境中所缺失的重要环节“邻里交往空间”为核

心关注点，从亲子活动与运动健身活动这 2 个方面探讨了社区环境促进邻里交往的空间特征及设计策略；通过

重庆市南岸区金辉社区儿童公园、运动公园景观设计实践，重点探讨了各年龄段人的行为特征、邻里交往的互

动关系、多元集合式的邻里交往空间、邻里空间的归属感等。通过社区公园的营建，维系邻里情感关系和交往

关系，这也是满足社区居民人文精神需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社区空间的内核在于使用者如何轻松地回归到

邻里的交往氛围中。本研究倡导现代住区景观设计应向积极的邻里交往方向发展转变，并为这一转变的达成提

供一定有效途径的思考。

关键词：社区；交往空间；互动关系；儿童公园；运动公园 

Abstract：There are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in modern urban high-density communities, such as indifference 

of neighborhood, lack of community spirit and so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ark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the modern urban disease and create a better community. The article launches the topic of 

neighborhood intercourse space is the important links in modern urban community environment. To explor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nd sports fitness activities. It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of all ag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the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space of multiple set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neighborhood space 

was discussed through the Jin hui community children park and sports park landscape design which are in 

Chongqing Nan an District. In this way of constructing of community parks, making it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humanistic spirit is maintaining neighborhood emoti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The core of the community space lies in how users can easily 

return to the atmosphere of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Advocating the modern residential landscape design 

should change to the direction of positive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mmunity; communication space; interaction;  children’s park; sport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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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群际之间的

交往是促成社会各成员、各群体之间整合的有效

方式。在此期间，社会结构的分化、居住空间的

分异、利益与观念的日益多元化等新问题迫切需

要从社区层面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整合 [1]。通过深

入分析居民对户外环境的需求、户外活动类型、

居民的行为关系、户外环境的功能特征及规划目

标等重要问题，来强化内在作用及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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