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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计结合自然”的几点思考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杨滨章（教授）  赵春丽（硕士研究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26 号，邮编 150040，yangbzh@hotmail.com） 

 

摘要：随着人们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设计结合自然”早已成为风景园林规划

与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和理论方法。然而，在实际规划和设计过程中，这一原则却常常仅体

现在设计文本的文字表述上，使其成为设计的标签，而没有被很好地融入到实际项目当中去。

究其原因，既有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也有研究不够深入和法规标准的缺失有关。本文对

由“设计结合自然”引起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窘境；途径 

 

Consideration on the “Design with Natur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 Binzhang (Professor)  ZHAO Chunli (Postgraduate) 

 

Abstract: As the enhancing of people’s awareness about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Design with 

nature” has been become an important principal and theoretical method on planning and design 

with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owever, in the practice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his principle 

quite often has been showed on the design descriptions in the text and been a singe of design only, 

not integrated into the practical project well. The reasons are either the deviations from people’s 

cognation, or the less research and the miss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evantl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caused by “Design with nature” and author’s own opinion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design with nature; plight; paths 

 

1. 设计结合自然的缘起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风景园林设计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园林设计

（即造园活动）则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由最初对自然的恐惧到后来的崇拜，再到其后的征服与改造，特别是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后，这种征服与改造的速度和强度也愈发加快。从园林艺术发展的角度来

看，人类在能够抵御自然灾难，保证自己生存之后，开始对自然产生亲近和欣赏时，创造良

好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造园活动便出现了，而这种造园活动多是以自然为基础的。 

1.1 古代造园与自然的结合 

中国古代造园活动在经历探索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论在其表现形式、采用要素和营造

效果等方面都始终与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息息相关。它所追求的“虽由人做，

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它所推崇的 “师法自然”、“移天缩地”、“巧于因借”的创作手法，

无不是我国古人在造园设计上结合自然的一种体现。因此，与世界其它地区和民族相比，中

国古代造园活动自其伊始，便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审美与价值取向。与此相对，在西方园林

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受其“二元”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上出现与

自然相背的取向。诚如伊恩·L.麦克哈格（Ien L. McHarg）所言:“假如东方是一个自然主

义艺术的宝库，那么西方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艺术博物馆。”
〔1〕

规则布局、几何对称、剪

型植物、喷泉雕像等表现人力之优、人工之美的做法，将造园与自然割裂和隔开，这种情形

一直到 17 世纪中叶法国古典园林风格形成而达到了顶峰。此后，随着社会变革，加之东风

西进的影响，到 18 世纪英国风景式园林的崛起。当时的英国风景园林师，“‘越过围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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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个大自然是一个花园’”
〔2〕

，信奉“自然是最好的园林设计师”
〔3〕

，以朴素的生态学思想

使自然主义的造园形式和艺术倾向在西方得以传播。 

1.2 现代风景园林与自然的结合 

随着 19 世纪后期为应对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存条件恶化

的困境，以弗雷德里克·L.奥姆斯泰德（Frederic L. Olmsted）为代表的美国风景园林异军突

起，以追求自然、享受自然的理念，运用建造公园、规划绿地系统等方式使自然重新回到城

市。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在改变城市面貌，改善市民

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使然，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无法单纯依靠风景园林师的努力来改变的。由美国城市扩张和社会发展模式所

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而愈发加剧。自 20 世纪 60 年代

起，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美国的出现，以伊恩·麦克哈格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举起“设计结合

自然”的大旗，呼吁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以人为中心和人类至上的观念，提

出在规划与设计中，应充分尊重自然的历史演变和进化过程，尊重自然规律，合理而平衡地

利用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人类的长远福祉和生存安全。这种以自然和生

态为中心的主张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使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出

现了革命性的变革。 

2. 设计结合自然的内涵 

尽管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有择水而居、择木而栖的传统，也由此孕育了如造园艺术所反

映出的“设计结合自然”的朴素思想。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设计结合自然”已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的一种新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

其提出与形成对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思想和方法超越了传统园林设计

过于关注形式、功能及审美的价值取向，而转为关注生命安全、生存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价值

取向。按照麦克哈格的主张，设计结合自然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

与自然的关系史，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历史。由于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

的独特地位，“人们相信现实仅仅由于人能够感觉她而存在；宇宙是为了支持人达到它的顶

峰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结构，只有人具有统治一切的权利。”“„„相信世界上只存在着人与人

之间或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而大自然则是衬托人类活动的淡淡的背景。自然只是在作为征

服的目标时，或者说得好听些，为了开发的目的，还为征服者提供财政上的回报。”
〔4〕

正是

由于这种价值观的存在，使得人类长久以来一直以“自然—地球”的主宰者自居，随心所欲

消耗和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且随自身经验和力量的积累，对自然及其演进过程所造

成的影响和改变也日趋加剧。 

人类对大自然这种毫无节制的干扰与破坏，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气候的变化，不仅

正在葬送地球的未来，同时也在葬送人类自身的未来。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人

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现状，人类就必须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改变以主宰者和统治者

自居的心态，设计和建立起新的“人—地”关系，做“大自然—地球”的守护者，使人类能

够更好地受惠于自然，使人类与自然能够和谐而长久的共生共存。 

2.2 协调社会与环境的关系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都是其各自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而

严峻的课题。然而，人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常常忽略环境保护，甚至常常是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因此，麦克哈格的尖锐地指出：“在此世界上，显然我们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建

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模式。正如用 GDP 检验国家的成就那样，美国这块自由土地上现在的面

貌就是这种模式最明显的见证。金钱是我们衡量一切的准绳，便利只是金钱的陪衬，人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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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短浅，只考虑短期利益，像魔鬼一样，把道德排在最末位。”
〔5〕

但是，正如“人们广泛地

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GNP）不能够度量人的健康、幸福、尊严、同情、爱情追求或爱好等，

而这些东西即使不都是人们必需的权利，至少也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
〔6〕

所以，人们在享

受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应享有优美而健康的生活环境，享有感受自然的权利。 

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改变人们 GDP 崇拜和拜金主义的观念，是建立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前提。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如何在快速

发展经济，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好环境和资源是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尽量从当地的土地、资

源和环境的可承载力出发，做到建设与保护、发展与永续之间的平衡。 

2.3 协调设计与场地的关系 

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是在宏观设计的层面上，将人类生存和社会安全与自

然结合起来。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场地自然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则是在微观设计的层面

上——技术和操作层面对“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具体诠释。 

在大到区域和城市规划、生态恢复规划，小到绿地系统规划、公园设计等风景园林规划

与设计工作中，每一具体设计项目都有其特定的如土壤、植被、水源、地貌、交通等场地环

境与场地条件，当然，这其中也涉及到各种如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许多项目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却常常忽略对这些因素应有的关注，缺乏从宏观与

微观、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发展的思考，从而使“设计结合自然”流于口号。因此，设

计与场地关系的协调，不仅要考虑具体设计项目的使用功能和经济成本，还应考虑其所涉及

到的资源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也就是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最小的社会损失”
〔7〕

为

追求目标。 

3. 设计结合自然的窘境 

作为具有悠久造园艺术的文明古国来说，我国古人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极易与“设

计结合自然”的现代理念相契合的，况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城乡

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方面都遇到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倡导“设计结合自然”的理念与方法也

是大势所趋。然而，尽管“设计结合自然”的思想已广为业内人士所接受，但在实践和实施

的过程中却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常常陷入仅停留在口头和文本上的窘境。 

3.1 思想认识缺位 

应该说，“设计结合自然”既是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遵循的重要原则与理论方法，同时

也是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的高度来审视和认识这一问题。 

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依然是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首要任务。尽管经过了 60 年的发展与建设，我国已经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然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确保生态平衡与安全，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我们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不少政府官员热衷于引进投资、多上项目，而对

其给当地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问题却掉以轻心。在城市发展上，更是热衷于开发那

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使有限的资源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和有序的利用，甚至是在“吃

祖宗饭，造子孙孽”。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其根源上在于人们思想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

因此，要真正实现“设计结合自然”，必须在全社会和全体国民中树立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

的观念。 

3.2 理论研究缺乏 

    “设计结合自然”是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在解决大尺度如区域发展规划、风景区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等设计项目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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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传统规划设计方法相比有着独特的方法论上的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它又是以生态学、

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水文学、气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的。作为集科学

和艺术为一体的尚处在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风景园林学科来说，“设计结合自然”的理念和

原则，在为其提供新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与途径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课题与

挑战，即如何将这一原则有效地运用到具体的设计项目之中。目前，被西方同行采用的“千

层饼”式分析方法已被我国学者和研究人员所接受。但就整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尚缺乏对这

些多学科综合性理论与方法的集成式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从西方引进方法的“中

国化”（即如何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研究。同时，对广大风景园林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尚

没有能力同时掌握实施这一理念所必备的众多学科的知识。这也是导致“设计结合自然”理

念，尚停留在认识层面而没能更好地转为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原因。 

3.3 法规标准缺失 

法规标准是规范和指导一个行业发展的指南。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和建设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与标准，特别是开展“园林城市”建设评比活动，更是

极大地促进了城乡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从“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实践角度

来说，在目前的法规和各项标准中，尚无明确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指标体系，这也是造成在

规划设计中，对生态和自然保护乏力的一个原因。 

4. 设计结合自然的途径 

近年来，随着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并具体

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7〕

的要求，全社会对生态、资源、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有了空前的提高。应该说，

这在客观环境上，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更好地发挥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提供

了有利的契机。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做到“设计结合自然”，我们还需解决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改善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风景园林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进一步完

善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问题。 

4.1 进一步提高保护自然的意识 

尽管“设计结合自然”现已成为风景园林行业内的流行语，但是真正做到设计结合自然，

真正实现通过规划与设计保护环境和自然的目的，还是一个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在当前

的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官员脱离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片面追求设计的景观效果，

热衷于引进外来植物物种，出现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无奈，以及大量

设计相“雷同”的现象。也有一些设计者或出于投其所好或出于盲目跟风的心态，在设计中

不尊重当地的自然和生态条件，忽略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而采取或一味迎合或一味

猎奇的做法。这不仅与“设计结合自然”的理念相背离，而且也造成了建设的高成本和日后

管护工作的高费用。因此，努力提高全社会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识，是至关

重要的环节。其中，特别是提高和转变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4.2 进一步加强风景园林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 

“设计结合自然”是尊重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同时也是用来开展工作的科学依

据。而科学研究又是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因此，加强风景园林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

保证。风景园林学科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许多方面尚存在着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

方。特别是在如何继承传统造园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走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然而，目前我国的风景园林在学习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同时，也面

临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这也就是正在迅速成为当代中国时尚的西方风景建筑学。中国古

典园林，正如中国画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若是任其沉沦，则有面临湮没无闻而成为考古遗

迹的危险。”
〔9〕

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学习和尊重他人文

化的同时，也尊重和弘扬我们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我国风景园林学科才能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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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才能为设计结合自然提供技术和操作层面的支持与保障。 

4.3 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规标准 

现在，尽管保护环境已被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而且我国也已先后制定了一些保护自

然、生态和环境的法规。以及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技术标准，但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

的迅速转型，与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要求相比，现有的法规与标准还不够完善。因此，健全

和完善相应的法规、指标体系及标准，是将对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要求法律化、

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现，是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节约自然资源的保证。同时，它

不仅为“设计结合自然”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为专业规划与设计提供了指导和规范，

也为全社会形成保护自然的共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总之，“设计结合自然”的理念，不仅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上方法论上的一次突破，也

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次深化。在我们迈向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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