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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景观的形式美与意境美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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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美的植物景观设计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艺术性的获得则有赖于
形式羡与意境美的体现。形式美与意境美是不同认识层次的美，但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文
通过对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中，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特点及相互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对园林植物景

观艺和『生创造的未来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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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作为园林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正在日益明
显的表现出来。而完美的植物景观设计必须具备科
学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既满足植物与
环境在生态适应性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

ｂｅａｕｔｙ；ｐｏ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ｅａｕｔｙ

作用与相互关系，以期为现代园林植物景观设计提
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１

园林植物景观的形式美

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在欣赏

美是悦人的、具体可感的。它有内容，又有形

时所产生的意境美…。作为一个整体，园林植物是

式，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若没有美的内容，固然不

园林中不可分隔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一个相对

成其为美，但若缺少美的形式，也就失去了美的具体

独立的研究对象，园林植物景观之美则与园林美一

存在。当事物美的形式与内容不直接相干，为非本

样是多形态、多成分和多层次的。从美的形态来看，

质的外在形式时，事物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

它有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之分；从欣赏对象的尺

就是通常说的广义的形式美。美的形式在人们长期

度和构成来看，园林植物之美又可区分为细部美、个

的实践中，逐渐脱离了明显的功利内容，而独立的成

体美、群体美和整体格局美等；从园林植物之美的认

为审美对象，人们又将普遍的外在的感性属性及其

识层次来看，则它又可区分为形式美和意境美。这

组合规律加以分离和概括，发展了艺术形式美，成为

当中形式美及意境美的创造在植物造景乃至整个园

狭义的形式美晗］，对于园林景观，包括植物景观而

林的艺术性的表现中，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

言，形式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用。本文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对园林植物的形

１．１

式美与意境美加以研究，探讨二者在植物造景中的

园林植物景观形式美的构景要素
园林植物的观赏特性按照植物器官来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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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分为观根，观叶，观花，观果，观干，观形等。而

１７１

无美感可言的旧ｏ。对于园林植物景观的形式美而

当园林植物处于一个特定的园林环境中，并大量以

言，同样需要一定的组合规律，巧妙充分的利用构景

多种多样的组合群体出现时，其景观形式美的构景

要素，即园林植物的形貌、色彩、线条和质感来进行

要素由形貌、色彩、线条和质感这４个要素来界定则

构图，并通过植物的季相及生命周期的变化，使之成

是更为确切的。

为一幅活的动态构图。在此，一些园林造型的艺术

１．１．１形貌园林植物景观的形貌主要包括３个

原理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方面：（１）细部形貌：如花形、果形、叶形、干形、枝形

１．２．１

多样与统一最伟大的艺术是把最繁杂的

等；（２）个体形貌：主要由植物个体树冠的形体特征

多样变成最高度的统一Ｈ’，多样与统一是植物景观

所决定，如伞形树冠、圆球形树冠等；（３）群体或整

形式美的基本构景原则。在植物景观设计中，植物

体形貌：由多株植物共同构成的整体形貌特点，如植

的形貌、色彩、线条、质感及相互组合等都应具备一

物群、丛的整体形貌，林冠线形貌、林缘线形貌等。

定的变化，以显示差异性，同时也要使它们之间保持

不同的形貌能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或优雅细腻富

一定的一致性，以求得统一感。一致性的程度不同，

于风致，或粗犷豪放野趣横生，效果不一而同。

引起统一感的强弱也不同。对于以和谐和完美取胜

色彩园林植物景观具有非常丰富的色彩。

的园林景观来说，统一本身就是一种美，因此植物造

在不同的季节里，植物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如果仅

景除了需要丰富多样以外，亦十分讲究统一。园林

就大色块而言，园林植物的色彩是以中性色和暖性

植物景观中的多样，主要表现在植物本身以及植物

１．１．２

色为主的，如翠绿、墨绿、黄绿、红色、橙色、黄色、土

与其它要素的组合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统一则主

黄、褐色等。随着波长的缩短，色彩的温暖感、面积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植物造景时植物自身从各

感和兴奋感有下降的趋势，而距离感和重量感则有

个方面的协调统一；二是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及整

增强的趋势（亮度和色彩饱和度也是影响色彩感受

体环境的协调统一。

的重要因素）。各种色彩具有不同的情感表现力，

１．２．２对比与调和植物造景中通过色彩、形貌、

例如，红色给人以兴奋、欢乐、热情、活力或危险、恐

线条、质感和体量、构图等的对比能够创造强烈的视

怖之感；橙色给人以明亮、华丽、高贵、庄严或焦躁之

觉效果，激发人们的美感体验。而调和则强调采用

感；紫色给人以华贵、典雅、娇艳、幽雅或忧郁、恐惑

类似的色调和风格，显的含蓄而幽雅。若缺乏对比，

之感；褐色给人以严肃、浑厚、温暖或消沉之感；而绿

则构图欠生动；若忽视了调和，则又难达到静谧安逸

色则给人以青春、和平、朝气、幼稚、兴旺或衰老之感

的效果，二者是列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在植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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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

观中二者的表现都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比尤以色彩

１．１．３线条主要包括植物的树干、树枝线条、林

的对比最为醒目，最具实践意义，如植物造景中常见

冠线、林缘线、异质体的界面线等。一般来说，直线

的桃红柳绿等，就是运用了色彩的对比而增强了视

给人以力量、稳定、刚强而单调之感，而曲线则给人

觉的美感。其它的如水边植柳等，则是运用了柳树

以优美、柔和、运动之感。在园林中由植物所表现的

下垂的枝条与水面的横向线条形成了鲜明的形象对

直线条和曲线条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常结合起

比。总体而言，绿色是园林植物景观的调和剂，无论

来造景，二者的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具

形、色千差万别，也总能取得调和的共性。

体分析。

１．２．３均衡与稳定

１．１．４质感植物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质感，不同的

对称，但大多数园林更常采用的是不对称均衡。在

树种、不同的结构都会带给人以不同的质感感受。

园林植物造景时，将体量、质感各异的植物种类按均

例如：有的园林植物树干质感光滑，而有的则非常粗

衡的原则配植，景观就会显得很稳定，而稳定正是使

糙；一些叶子大、厚、多毛的树冠显得粗糙厚重，而叶

人们获得放松和享受的基本形象。根据环境的特

子小、薄、光洁的树冠则显得细腻轻盈；色彩素淡明

点，可采用与之相协调的对称式均衡，如大门两旁配

亮、枝叶稀疏的树冠易产生轻柔的质感，而色彩浓重

植对称的两株玉兰，显得稳定而有条理；也可采用不

灰暗、枝叶茂密的树冠则易产生厚重的质感等。

对称式均衡，如在自然式园路的两旁，一边若种植一

１．２

园林植物景观形式美的构景原则
构成事物形式美的物质材料，必须按照一定的

组合规律组织起来，才会有一定的美感，杂乱无章是

最简单的均衡，就是常说的

株体量较大的乔木，则另一边须植以数量较多而体
量较小的灌木，以求得自然的均衡感和稳定感。
１．２．４韵律与节奏在园林植物造景中，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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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就会产生韵律感，可以避免单调。比如路边连

统。在人们的眼中，许多园林植物都含有特殊的：意

续较长的带状花坛，如果毫无变化就会使人感到十

义。如：松柏，孔子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分单调，而如果将其连续不断的形象打破，形成大、

也”，可见其耐寒、常青、坚强不屈的品格；梅花，王

小花坛交替出现的情况，则就会使人的视觉产生富

安石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之旬赞其耐寒，

于变化的节奏韵律感。韵律可以简单的表现，称为

陆游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旬亮其节

简单韵律、交替韵律、渐变韵律等，如一种树等距离

操；竹，张九龄称其“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更

排列、一种乔木和一种花灌木相间排列等都是如此。

有王徽之“不可一日无此君”；荷花，为水中君子，香

也可以较为复杂，称为起伏韵律、交错韵律等，如路

远益清成为它的品格特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

旁用多种植物布置成高低起伏，疏密相间的具有复

些植物的组合亦能表达深远的意境，如：梅、兰、竹、

杂变化的构图。
１．２．５

比例与尺度

菊为四君子，玉兰、牡丹寓意富贵等。
园林造景处处讲究比例与尺

２．２借视觉、听觉、嗅觉等营造感人的典型环境

度，那么作为园林中唯一有生命的要素，植物景观就

园林植物景观的意境美，不仅能使人从视觉上

更应该注重比例感与尺度感的把握。在植物个体之

获得诗情画意，而且还能从听觉、嗅觉等感官方面来

间，植物个体与群体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植物与

得到充分的表达。如苏州拙政园的“听雨轩”、“留

观赏者之间等，都存在着比例与尺度的问题。比例

听阁”借芭蕉、残荷在风吹雨打的条件下所产生的

与尺度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植物景观的形式美以及

声响效果而给人以艺术感受；承德避暑山庄中的

人们的视觉感受，良好的比例关系本身就是美的法

“万鹤松风”景点，也是借风掠松林发出的瑟瑟涛声

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园林中植物的应用范围最为

而感染人的。而苏州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

广泛，而其外型往往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在与其

的“远香益清”（远香堂）、承德避暑山庄的“香远益

搭配的其它要素为不变的情况下，要想使适宜的比

清”、“冷香亭”等景观，则是借桂花、荷花的香气而

例感与尺度感得到长期的维持，就有了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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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某种感情。总之，这些反映出季节和时令变化

除了必须在造景之初就对植物的生理特性有所把

的植物景观，往往能营造出感人的典型环境，并化为

握，从而因地制宜的对植物品种有所选择之外，同时

某种意境深深地感染人们。

也要充分利用植物的可塑性，进行后期必要的整型

２．３诗词书画、园林题咏的点缀和发挥

与修剪，这一点对园林植物景观长期维持合宜的比
例与尺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２

园林植物景观的意境美

诗词书匦、园林题咏与中国园林自古就有着不
解之缘，许多园林景观都有赖于诗词书画、园林题咏
的点缀和发挥，更有直接取材于诗文画卷者。园林
中的植物景观亦是如此。如西湖三潭印月中有一亭，

园林植物景观的意境美是指观察者在感知的基

题名为“亭亭亭”，点出亭前荷花亭亭玉立之意，在

础上通过情感、联想、理解等审美活动获得的植物景

丰富景观欣赏内容的同时，增添了意境之美。扬州

观内在的美。在这里，植物景观不只是一片有限的

个园有幅袁枚撰写的楹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

风景，而是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象诗歌和绘

梅孕一身花”，咏竹吟梅，点染出一幅情趣盎然的水

画那样，“境生于象外”。这种象外之境即为意境，

墨画，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君子品格的一种崇仰和

它是“情”和“景”的结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

追求”】，赋予了植物景观以诗情画意的意境美。

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强调了情景交融，以景动情，以情去感染人，让人在

３结论与讨论

与景的情感交流中领略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

形式美与意境美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二者是

达到审美的高层次境界。在园林植物造景中，意境

园林植物景观中不同认识层次的美。形式美是指观

美的表达方式常见以下几种。

察者通过感知获得的植物景观的表象之美，而意境

２．１比拟联想。植物的“人化”

美则是指观察者在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情感、联想、理

早在《诗经》中，人们在用比兴手法咏志、抒情

解等审美活动获得的植物景观内在的美；其次，对形

时，就已引用了愈百种植物，这些植物渗透着人们的

式美的感知具有直接性，有关研究证明观察者审美

好恶和爱憎，成为某种精神寄托。这种植物方面的

态度的获得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得到广泛认同的观

美感意识，影响非常深远，已成为中国优良的文化传

点认为这一时间只需要５—８ Ｓ¨１，而意境美则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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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悟”才能获取的．，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如果

然统一在景观的实际营造之中。园林植物景观之

没有景的触发则将无从启动这种心智活动，同时，意

美，其根本在于植物本身，以及植物与其它要素的组

境美的获得还与审美主体的文化素养、审美经验等

织之中。如果说形式美在于悦目，那么意境美就在

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在植物景观设计中，形式美

于赏心。在现代园林中，要成功的营造出植物景观

具有一定的构景要素，它需要将景观的自然面貌纳

之美，就必须尊重民族的审美习惯和精神气质。而

入到某种符合规律的模式中，也就是要符合构景的

且在表达崇高精神意趣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对形式

原则，以获取美，而意境美则往往是通过植物材料特

美的挖掘和探索，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精华，并在

定的象征意义，或营造典型的环境特征，以及借诗词

表现手法上不断探索创新，才能使园林植物景观之

书画的点缀和发挥等途径来获取的。

美呈现新的风貌，更加丰富多彩，更为赏心悦目。

形式美与意境美又是相辅相成的。意境总是以
鲜明、生动、突出的形象性为主要特征，植物景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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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一直都是遥感面临的共同难题，虽然可通过

化是可行的，能直观地反映出森林分布面积和空间

对纹理、结构信息的分析和加入地理信息、专家知识

分布。充分发挥了遥感技术快速和低成本的优越

的支持来提高识别精度，但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

性，完全可满足对长防林建设的造林成效宏观检查

靠更高分辨率的卫星数据。

要求。

参考文献：

表３研究区森林覆盖变化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

［１］

甘淑．王人潮，何大明．澜沧江流域山区土地覆盖遥感监测分
类组织与实施技术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０，２２（５）：７９－８２．

［２］

岳彩荣．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遥感信息提取技术研究［Ｊ］．西
南林学院学报，２１）０３，２３（２）：４４４８．

［３］孙家柄，舒宁，关哗群．遥感原理、方法和应用［Ｍ］．北京：测绘
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２２－３３２．
［４］Ｊｕｈａｎ

采用分层次、多种方法混合提取技术方案较传

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Ｇｒｅｅｎ

统的基于一次特征选取所进行的单级分类技术，具
有构思科学合理，操作简单易行，可最大限度提高地

ａｎｄ

［６］

类识别的精度。
研究结果也表明了ＴＭ数据在调查森林资源的

的限制，空间尺度较小的地类如乡村道路、零星居民
地等难于识别；阴影区的地类识别精度较低等。这

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１１（Ｓｕｐｐｌ．）：３３－３９．

Ｋ．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Ｊ］．ＰＥ＆ＲＳ，１９９４，６０：３３１－３３７．

常红，王序铨．森林资源遥感图像分类过程中波段选择与参数
测算［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３４：８５－８９．

［７］任维春，王建卫．综合利用３ｓ技术监测土地利用变化［Ｊ］．遥
感信息，２０００，５９（３）：５６－５９．

局限性。如对森林类型识别精度较低，仅６１％；对
未成林造林地的判读仍存在困难；由于空间分辨率

Ｒ．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ｆｆ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ｇｅ－

［８］

赵宪文．林业遥感定量估测［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４－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