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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 

王 晓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随着社会公众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社会发展遭遇一定的压力。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建

设可以有效地缓解各种压力，尤其是风景园林景观，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有效的压力纾解途径，需要

切实地针对风景园林景观的规划及设计保持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在风景园林景观及其规划设计的实际发展

过程中，应用乡村景观已经成为了崭新的规划设计方向，可以有效地确保并提升风景园林景观的观赏性或

文化性。为此，如何更加准确切实地认识乡村景观本身与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及现

状，如何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中更加切合实际地应用乡村景观，成为进一步高效应用乡村景观时必

须予以解决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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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life of the public, social development is under pressur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various pressures, especially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hich can provide more effective ways for the public to relieve pressu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its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of 
planning and design,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sure and enhance the ornamental or cultural natur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refore, how to more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tself and rural landscape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how to 
more realistically apply rural landscape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have become the core issues 
that must be resolved when further applying rural landscape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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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攀升，国内各地市在风

景园林景观及其规划设计建设方面均实现了更大规

模的拓展。具体而言，风景园林设计人员应当从乡村

景观的特征、应用价值和应用现状等角度出发进行认

识与分析，进而结合分析、根据结论采取与之相称的

有效策略，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中有效地应用

乡村景观。 
1 乡村景观的特征 

乡村景观具有着独特的景观规划设计思路及景

观特征性，可以为风景园林景观带来更加不同的风

格。具体而言，乡村景观具备地域性特征、生产性特

征和生态性特征。 
1.1 地域性特征 
在国内，乡村地区的分布较为广泛，在实际的建

设中也明显具备一定的零散性特征，同时经过了程度

各有不同的发展与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乡村

景观视为不同地市乡村地区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的

作者简介：王晓（1997-）女，汉族，陕西咸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城乡绿地资源建设。 

https://jesr.oajrc.org/�


王晓                                                                    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 

- 26 - 

景观性产物，同时可以表现出特定乡村地区在自然生

态和乡村文化方面的特色。为求更加有效地在风景园

林景观具体的规划及设计中应用乡村景观相关的各

种要素，设计人员需要切实地走访特定的乡村地区，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概括总结其特征及特色。与此同

时，乡村景观的显著地域性特征同时包含了多方面的

景观要素，通过有效的保护及管理可以帮助当地地方

政府传承和保护当地地域性文化。 
1.2 生产性特征 
在乡村地区，较为主要的生产活动体现为农业生

产活动，同时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人力劳动要求

较为严苛。因此，需要考虑到乡村景观受时代条件和

地域性条件影响后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乡村景观体现

着特定地区条件下社会公众实际的生产理念及生产

文化，切实地体现在乡村地区居民在精神面貌方面的

实际表现，同时承载着乡村地区几代居民辛勤的努

力。总而言之，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中应用乡

村景观时，应当在确保其生产性特征可以保留之余，

切实地进行艺术化的提升与表达，为风景园林景观增

添更加不同的独特风格。只有更加切实地分析和概括

乡村景观的生产性特征，设计人员才可以确保风景园

林景观中的相关要素充分地体现乡村景观的关键特

质。 
1.3 生态性特征 
考虑到国内乡村地区的实际建设状况，乡村地区

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具备更加优越的条件。由于乡村

地区的建设不及城市建设彻底，乡村地区在自然地貌

保留方面的表现较为优秀，具备显著的生态自然性特

征。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少量改造与调

整，除去基本的生态自然特色还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特

色。鉴于乡村景观在自然生态性和历史人文性方面均

具备显著独特性的状况，设计人员在风景园林规划及

设计过程中需要围绕具有历史人文要素的乡村景观

生态性特征进行要素提取，并在风景园林景观中予以

呈现，确保呈现方式有利于保留乡村景观的原始性特

质。 
2 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价

值 
作为新兴的风景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方向，乡村景

观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中具有较为充足的应用

价值，不仅可以丰富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的选择

方向，还可以为乡村景观中包含的历史人文性要素的

保留与传承奠定一定的必要性基础。具体而言，在风

景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应用乡村景观的价值

性主要体现在为城市建设增添更加不同的色彩，提升

并改善城市建设环境质量以及实现乡村文化的有效

传承与发扬等。 
2.1 为城市建设增添更加不同的色彩 
在城市化水平越发攀升的当下，国内各地市的城

市及乡村的融合发展趋势越发明显，更多的乡村居民

由乡村地区迁往城市地区，寻求崭新的生存方式与发

展。除此之外，还可以借此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独特

的风景园林景观审美体验，进而呈现乡村地区的风土

人情。 
2.2 提升改善城市建设环境质量表现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国内各地市

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持续发展阶段，社会公众的生

活质量随之水涨船高。因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引起

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通过创新地采用

引入乡村景观相关要素这一崭新的风景园林景观规

划设计方式，可以较为有效地增加城市景观中的绿色

植物覆盖率，进而扩大城市地区的绿化面积。借此可

以有效地吸附空气中的颗粒物、粉尘及噪音，进而针

对城市地区的空气进行有效净化，增快城市地区生态

系统的循环性表现。 
2.3 实现乡村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扬 
乡村景观不仅仅具备明显的生态性，更是在特定

时代和历史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复合产物，体现着乡村

地区特定时代性和地域性。为求更加深入切实地应用

乡村景观服务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设计人员应当把

握和分析乡村景观中蕴藏的各种乡村文化要素，以便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实现其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 
3 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现

状 
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方面，乡村景观要素

应用已经成为了较为流行的新兴规划设计方法。很多

设计人员均已针对乡村景观的应用可能性进行了探

讨和研究，并在实际的风景园林景观规划技术设计实

践中予以尝试。由于受多方面客观要素限制的影响，

部分设计人员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中应用乡村景观

时，未能有效地发挥乡村景观的规划设计促进作用，

仍然留有较为充足的改进优化空间，需要处理和应对



王晓                                                                    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 

- 27 - 

诸多的问题性状况。具体而言，乡村景观应用需要面

对的问题性状况主要体现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念

较为传统，以及乡村景观的特色性保留效果不足等方

面。 
3.1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念较为传统 
当前，社会公众及设计人员对于乡村景观都越发

关注与重视。同时，很多地市倾向于拆除乡村地区既

有的传统性建筑，另行建设城市风格建筑。不仅仅是

在浪费传统性建筑中包含的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资源，

更是在破坏当地发展至今的乡村文化。在可以借鉴参

考的素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设计人员需要面对更加

艰巨的乡村景观应用压力。不仅如此，还有部分设计

人员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理念方面表现得较

为传统，未能切实地考虑到乡村景观应用的创新性。

在规划及设计相关理念较为传统的情况下，设计人员

也就难以为社会公众提供具备独特性和艺术性的风

景园林景观观赏体验，还有可能为社会公众带来审美

疲劳。 
3.2 乡村景观的特色性保留效果有限 
在城乡一体化特征越发突出的当下，很多地市在

建设乡村地区时倾向于提升其现代化表现，尤其是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未能有效地保留乡村景观具备的

文化性及历史性特色，导致乡村地区发展至今积累的

历史人文性特质和文化将会随之消失。如果未能较为

有效地保留乡村景观本身的特色性，那么一方面会造

成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会为设

计人员在风景园林景观中应用乡村景观带来不小的

阻力。为此，各地市、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此

保持高度的关注与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当地乡村

景观的特色性。 
4 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应用策

略 
考虑到乡村景观具备的独特性风格，可以为风景

园林景观具体的规划及设计带来诸多的促进意义，同

时仍然需要面对和处理部分问题，需要设计人员结合

自身风景园林景观规划及设计实际进行分析，立足于

结论，参考同业人士的有益经验进行优化及调整。在

此之后，设计人员还需要采取各种有效策略予以改善

和调整，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在实际的景观规划及设

计过程中应用乡村景观。具体而言，设计人员应考虑

到围绕自然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需要有效融入与农

业生产相关的设计要素，以及关注和确保乡村景观的

生产性特色等。 
4.1 注重围绕自然景观进行规划设计 
风景园林景观的根本在风景与园林，也就是在于

自然风景的表达与再现，不仅需要切实地反应风景园

林景观在自然生态方面的具体面貌，更需要向社会公

众传递美好的风景观感，进而为社会公众的精神压力

纾解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风景园林景观实际的规

划及设计中应用乡村景观时，设计人员应当注重围绕

生态自然性，侧重于自然价值表达的同时，确保乡村

景观的文化价值可以得到一定的体现，以便更加有效

地应用乡村景观。 
4.2 有效融入农业生产相关设计要素 
考虑到乡村地区主要的生产活动在于农业生产

活动，乡村景观也就在所难免地与农业生产要素相关

联。因此在应用乡村景观时，设计人员需要切实地在

乡村景观中挖掘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各种设计要

素，进而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予以体现。期间，设计

人员需要考虑到农业生产要素在观赏性和艺术性方

面的实际表现，不仅需要确保切实地体现农业生产相

关设计要素，同时还需要与社会公众的实际审美取向

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更加实际地感受农业生产相关

设计要素的魅力。 
5 结语 
在风景园林规划及设计中应用乡村景观可以发

挥较为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不仅具备一定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还可以更加确保风景园林规划

及设计的特色性，进而更加有效地在风景园林规划及

设计中体现和发扬优秀的特色文化。而在实际的乡村

景观应用过程中，应当参考乡村景观实际具备的特色

性和优势性，从中吸取有利于风景园林规划及设计的

资源，为风景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施工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4-5]。 
最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人员需要注重围绕自然

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有效融入农业生产相关设计要

素，关注和确保乡村景观生产性特色在内的诸多有效

策略，更加科学合理地在风景园林规划及设计中应用

乡村景观，为风景园林规划及设计工作提供更加崭新

的方向，确保其规划及设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只有

更加切实地维护和强调乡村景观所具备的独特魅力，

才可以为风景园林景观赋予更加不同的独特性，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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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实现更加理想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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