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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人合一 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思想皆主张人与自然亲和,中国传统园林是这些 人对

待自然 的观念的物化,提倡 于无痕中表达对大自然的尊重 。明清时期,江南私家园林艺术发展达到高潮,将文人的诗情画意融

入园林,赋予江南园林以婉约、优雅之韵味。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园林诗意的设计思维进行探讨, 以期能对当代景观设计有所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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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江南园林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束曲,也是中国古

典园林的成熟期、总结期和多样期。继承前代的园

林造化,随着明清艺术的高度繁荣,江南园林也完成

了自己的成熟化进程。由于社会和政治缘故, 文人

们纷纷借园林、风景来托物言志,因此促进了明清时

期江南园林的蓬勃发展。也正由于此, 江南园林更

富文人诗意,所谓诗意可以理解为:像诗中蕴含的那

样传达给人以美的意境。江南园林美在自然而不仅

是人工自然,它和文化核心分不开。在解读和认知

其空间形式美和设计思维的同时, 更应该注重其中

所蕴含的文化深意,从中提取其中的生态智慧,可对

今后的园林、建筑等设计创作有所启发和指引,以促

进建筑、园林设计和建造向着生态、宜人、可持续的

方向发展。

2 明清江南园林的 诗意 内核

园林承载着民族智慧,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经

济繁荣, 文人集中, 当然就成了文化集中之地。文

人们乐于寄情山水, 与梅竹为友, 融情于园林之

中。该时期的江南园林艺术, 以文人画境为造园

标准, 表现出文人隐逸情趣和自然天成的意境
[ 1 ]
。

作者认为,该时期江南园林具有的 诗意 设计思

维有如下几点。

2. 1 借江南悠然风景,融诗、画、园于一体

明末,工于山水画的计成作 园冶 一书, 在卷

一 兴造论 指出 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 又在

卷一 园说 中提出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 2 ]
。这些

理念可理解为: 因地制宜, 内外合一, 于无痕中造

园。即因江南之地而制当地园林之宜,从当地自然

风景之中提取素材, 文人将观景、赋诗、作画之时对

江南大地的心得体会,用于设计和建造园林,使园林

之中融入了文人的诗情画境。如拙政园 (见图 1)之

中, 有 梦隐楼 、倚玉轩 、浮翠阁 、与谁同坐

轩 等具有点题作用的景名, 与谁同坐轩 取意苏

东坡之词: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 既抒发了园主

情感又富有诗韵。



图 1 苏州拙政园

2. 2 借、障、框、对景之法, 移步可赋诗之境

明清时期,江南园林大都面积较小,设计者采用

寓大于小 的思路,通过借院内外之景或者用障景、

框景、对景等手法营造多变的空间和景观 (见图 2),

正如工于诗又善于造园的文震亨所言: 一峰则太华

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 小中见大 的园林中有丰

富的诗画意境。江南盛产太湖石等可用于叠山的材

料,用假山的多变形态结合植物的丰富多姿来分隔空

间,形成多样的空间形态。通过一系列手法处理, 园

林之内步移景异,变化无穷,每一步一景皆含诗情。

图 2 留园框景

2. 3 隐逸曲径通幽处,寄情画境山水间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 蝶恋花 一词中写道:

庭院深深深几许。这句话用来概括明清江南园林

很贴切,园林空间婉转幽深, 入园中并非一目了然,

而是藏景。从而形成了园林幽远与无穷尽的感觉,

如水之尽头故意藏于角落, 或者通过假象造成 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之景象 (见图 3),

使园林看起来 扩大化 ,体现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诗意。江南园林的清秀隽永、虚实相生及色彩素

雅等诸多特质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画面, 耐人寻味。

图 3 婉转水面

3 诗意设计对当代城市景观设计的启示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其诗中提出 人诗意

的栖居 , 这一诗句已经被人类社会当做追求

目标,通过 诗意设计 来规划和营建栖居之所可达

到这一目标。

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明清江南园林的 诗意设

计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慕名者,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

久远和 世界文化遗产 称号, 应是 诗意 的内核

吧! 从其 诗意 之中可以提取适合当代景观设计

的原则,为今日之设计师提供方向。

3. 1 诗意 的理念

这不仅仅指设计思维, 还包括更高层次的审美

观念。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应该是一个能够恢复居民

对城市的记忆和体验, 并且充满文化意义的场

所
[ 3]
。景观需要高品味,这是文明社会所需, 诗意

设计 所推崇的 天人合一 和 本于自然却高于自

然 的理念可用于当今景观设计创作之中, 从而形

成生态与文化融为一体的景观。令人流连忘返的景

观需要有别具一格的意境,那样可以使人融情于景,

给都市人可以在其中 忘我 的环境中缓解压力。

其中所体现的设计理念可以归纳为: 天人合一 的

生态设计理念、去甚、去奢、去泰
[ 4]
的可持续发展

设计理念、和谐共生 的系统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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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筑设计逐渐成为第三

产业。建筑师的设计以业主为中心, 同时作为用户

和设计的参与者发展项目构思,要追求建筑品质与

市场效益的统一。我们也注意不要把自己游离于项

目决策之外,听凭业主的任务书和意见设计。面对

业主提出变化的要求, 应拿出合理化的设计建议。

自始至终,设计人员与业主交流合作,研究和制定项

目的最终目标。

互动的精髓在于合作。建筑师的主要任务包括

解决功能和设计的创造性的两个方面。在互动的过

程中, 建筑师与业主的相互认同及相互碰撞才能促

进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业主提出的功能修改

要求涉及范围较大,特别是关系到结构、消防安全性

时,首先由建筑师协调业主各部门之间不同的意见,

业主方形成统一明确的书面意见。设计目标才能在

反复中走向明朗, 代之以更接近现实的方案。建筑

师逐渐把要求提供给各专业工程师, 并组织他们对

这些要求进行技术分析, 及时将可供实施的建议反

馈给业主,使业主依照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作出正

确的决策。建筑师引导业主认识市场经济的内在

的可持续属性: 投资的可持续、社会效益的可持

续、环境的可持续, 并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出来。建

筑师必须强化自身的设计服务能力, 与业主的合

作能力。建筑师需努力主动的回应市场变化中出

现的诸多新现象; 主动的去寻找新现象中积极、有

力的因素;主动去引导市场; 主动用高品质的建筑

设计去提升大众的欣赏品味, 探求建筑学在市场

这一领域的新出路。这些思考源自于设计实践中

的亲身体验, 我们将继续摸索以推动建筑设计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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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诗意 的空间处理

江南园林奉行因地制宜、顺山就势的原则, 处

理景观布局, 使之 藏、婉、幽 ,营造出具有诗意的

情趣空间。又通过 借景、障景、对景、框景 等空

间处理手法, 于 一掌之地 之中营造出令人遐思

不尽的空间, 使各处景观和谐共生、相互为景。如

前所说的明清江南园林处理空间的高明手法对于

在狭小的城市空间中建造丰富的景观有很多可供

借鉴之处。

3. 3 诗意 的细节

有无细节是决定景观优美与否的关键, 明清江

南园林中,对于理水、叠石等要求细腻和精美, 更有

借用匾额、对联、诗词来点出景观主题的 诗意 细

部处理。将 一勺 之水处理成 江河湖海 的缩影,

将 一峰 之假山筑造为微缩的 名山大川 , 又用

画龙点睛 之法赋予各景点以情感或意蕴, 如景

题、园名等都是经过仔细推敲而得。对于一个现代

城市景观设计作品来讲, 也需具有耐人琢磨的 诗

意 细节,用来提高景观的精神价值。

4 结 语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 当今设计方能有牢固的

基础;到传统深厚文化中去, 今天的建筑、景观等设

计才能找到自身的根源。明清时期的江南园林艺术

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它所提倡的与

自然 和谐共生 是人类与自然共存的理想方式。

它的 诗意设计 思维是值得当代的景观设计借鉴

的,只有汲取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营养精华, 同时力

主创新才能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的景观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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