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景观设计

广西城镇建设

以造景要素和造景手法探析独乐园精神内涵

盛行之时，但如此之朴素者几乎无几，以至于《洛阳名

药、牡丹、各类杂花等，“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

□ 高艺飞

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
尤小。”独乐园在洛阳诸园中最为简朴。如《独乐园

度栽植、不求繁多的做法，体现了司马光的清幽之风。

[摘 要] 中国古典园林风格尊重自然又高于自然，与西方园林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观视觉效果和精神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带有
独特的东方哲学和人格情感，由此构建的园林景观不仅形态和谐而且被赋予了园林主人的感情。宋代司马光独乐园是中国古典园林
中以少胜多的典范，尝试从造景要素和造景手法这一视角切入，探析独乐园的精神内涵，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造景要素；造景手法；独乐园；精神内涵

1  前言

中国两宋时期文人园林兴盛，园林为文人士大夫

池为中心，划分四个区域。

中心景区为水景，中有小岛，圆若玉玦，岛上

设有钓鱼庵。水池以北为六开间的横屋，名为“种竹

遭受挫折后，于洛阳城尊贤坊北关（今河南省洛阳市洛

药圃”，栽植杂莳草药，药圃以北栽植竹子，其布局状

阳城东南伊洛河间司马街村）营建的宅园，建于北宋熙
宁六年（1073年），是其编著《资治通鉴》之所，此

园因园主人而名声大噪，为一代名园。关于园名“独乐
园”，他解释说自己既不能像王公大人那般与民同乐，
又不似圣人那样甘于清苦享受圣贤之乐，又害怕别人不
屑于与他同乐，只能“各尽其份而安之”，独自知足而
乐了。这体现出司马光当时尴尬而矛盾的心境，也体现
出他不同流俗、不逐名利的清高品性。

司马光为独乐园作《独乐园记》《独乐园七题》

等，同为北宋时期的苏轼为其撰有《司马君实独乐园》
一诗，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将独乐园收录其

中。明代画家仇英以独乐园为蓝本描绘《独乐园图》。
在独乐园中，造园者通过对造景要素和造景手法的综合
运用，不仅使其各部分各成体系，而且又有机地统一，

斋”，前后栽植密竹，以便夏日消暑。水池东面是“采
如棋盘，将一丛竹子弯曲搭接形成穹顶状的空间，并

将沿路的竹子以同样的方式搭接成游廊。采药圃以南是
“浇花亭”，疏朗而有序地种植了芍药、牡丹等花卉。
水池西面为一台，以土堆筑，在台顶筑屋，名为“见山
台”，可眺望远山景色。水池以南，是全园最为核心的
建筑和景观空间——“读书堂”，该处为司马光著书之

所；读书堂以南是“弄水轩”，室内的水池将水从轩南
引进注入池内，水声潺潺，使室内环境充满雅趣，最终
再向北流出轩外, 注入庭院有如象鼻。自此又分为二明

渠环绕庭院，在西北角上会合流出[1]。独乐园的空间布

局以“四分地”的方式展开，是古典园林中较为典型的
布局模式。

3  独乐园造景要素与其精神内涵

古典园林中的造景要素主要分为园林建筑、植物、

不仅可观、可游，还使其情境融合。独乐园饱含了司马

水体、山石等。北宋文人园林多重水不重山，且根据相

以及文人的清高品性等，皆在园中以各种方式呈现。

此处不做论述。

光的个人情感，对政治抱负的隐喻、对自身处境的自嘲
本文试从独乐园的造景要素和造景手法上探析其精神
内涵。

2  独乐园空间结构

独乐园是宅园一体的城市山水园，此园在洛阳诸园

中面积较小且富于野趣。园中建筑疏朗，水岸曲折，林
木茂盛，辅以花卉，极具山水林泉自然之美。此园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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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况叟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
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所言，司马光遗世独

立、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称
道的是，如此质朴的园林建筑，并未让世人觉得独乐园
简陋，反而以建筑的“至简”加强了园林“慎独”“至

提供了精神寄托，被赋予了独立的人格和情感。独乐园
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晚年政治生涯

园记》中称其为“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

关资料记载，对于园中叠山置石没有相应的叙述，因此
3.1 建筑至于简

独乐园中的建筑布局极为疏朗，仅有读书堂、种

竹斋、弄水轩三处建筑物，且厅堂通透，风格朴素；
采药圃“曲其杪，交相掩以为屋”，钓鱼庵“揽结其

杪，如渔人之庐”，这两处就地取材，捆扎竹子而成，
自然天成，富有野趣。独乐园营造时期虽是文人园林

乐”的主题立意，深化了园林意境。
3.2 借水以明志

独乐园以水见长，理水极尽妙思。苏轼称“青山

在屋上，流水在屋下”，水流潺潺，环绕屋基，园内水

已，不求多也”。此间虽有牡丹、芍药等名花，但其适
除此之外，园中栽植了多种药材，不仅参与造景，还兼
具生产功能。由《宋史》有关司马光“典地葬妻”“掘
穴苦读”的记载可知，经营独乐园期间是司马光最为艰
苦的时期。司马光每当著作劳累之时，便挖渠灌花、挥
斧砍竹、种植芍药，借园林中的田园生活陶冶心性、舒
畅心神，发出“不知天壤之间，有何乐可以代此”的感
叹。这种心境既是对眼下生活的知足，又是对自身尴尬
境况的自嘲。

4  独乐园造景手法与其精神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造园原则重主观感受，是对社会伦理

景动静相宜，读书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

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回应，独乐园的造景手法体现了园林

开合，“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

融合。园林的造景手法是对造园思想最朴素、最直接的

下”；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岸线曲折
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同时水系与建筑结合布

局，穿过读书堂、弄水轩，环绕钓鱼庵，又与植物相映
成趣。“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

关注造景的意境营造、尊崇园隐之风以及重视与自然的
回应方式。

4.1 点景重意境

点景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创设意境的手段，通过对

宜促膝。”《温国司马文正公集》中有诗云：“轩前红

联、诗词、命名等方式对景点进行描述，从而深化主

会宴宾朋的场所，与魏晋时期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

园“七景”——“采药圃”“钓鱼庵”“读书堂”“种

薇开，壶下鸣泉落。”弄水轩是司马光在林泉相映之间
描写的“流觞曲水”有异曲同工之妙。水在园林中最能
增添灵气，也由此可见与水相结合的活动方式是古代文
人雅士中流行的娱乐形式。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在《七
题》中叹道“莫取濯冠缨，区尘污清质”，借物寄情以
明志。同时代的另一处园林——沧浪亭便以《渔父》诗

意表明心志。中国文人对水有着独特的情感，水自古便
被赋予了淡泊宁静的品质，文人墨客常以水创作意境深
远的诗词歌赋，抒发情感，造园者也常常通过对其意境
和情感的理解进行水景创作。
3.3 花木可言情

植物造景作为古典园林中的一大特色，独乐园也

不例外。园中植物种类并不繁杂，以松竹梅为基调，奠
定了园林雅致自然的情趣，同时以此衬托自身的高洁品
质。《七题》中关于种竹斋一诗，表达了这一情感：

“……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萧洒常在目。雪霜徒

题、引人联想和表达情感。《独乐园记》中提到的独乐
竹斋”“浇花亭”“弄水轩”“见山台”，不同于其他
园林中景题的诗情画意，而是通过点题说明了每一处景
观的使用功能及自己“独乐”的内容，通过景点名已让
人觉出园林活动的简远、质朴。在《独乐园七题》中又
道出其命名的缘由，通过七位名士赋予了这七处景点内
在的情感，如对“读书堂”的描写，“吾爱董仲舒，穷
经守幽独”表达了自己身居陋室、专于著书的心境。又
如描写“见山台”的开头一句：“吾爱陶渊明，拂衣遂
长往。”自比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将身心放归自然，
与清风明月为伍的心性，体现出贤者之风。《独乐园七
题》每一首都有此类含义，每一位古人分别与司马光的
[3]
某种个人追求相契合 ，在此不一一列举。除此之外，

许多名士对独乐园题诗作赋，更深化了此园的意境。
4.2 藏景重隐逸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含蓄谦卑，而藏景便是对园

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尤其

林景观在自然中的含蓄表达。虽是藏景，却是为了更好

不改其志的情操。同时，《独乐园记》中也多处提到园

树环合，弄水轩映于眼前。场地南高北低，以弄水轩为

后两句将自己与西晋大富豪石崇做对比，表明了虽贫但
中之竹，也恰是用竹子的刚烈有节暗示园主人的个性：
直而有节的操守、内刚外柔的韧性 。园中还栽植了芍
[2]

地显现。在园林布局方面，独乐园初入园门，即可见竹
屏障，将北面主要园林区域藏在低洼腹地中。造园细节
上，在竹林中，把竹子捆扎起来模拟庐和廓，作为钓鱼
20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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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避暑休息的地方，以此构建竹树掩映、意趣盎然的竹

景，远借万安、轩辕、太室诸山之景，台前辅以竹树形

蓄之美，这一手法广受文人欢迎。沈括在《梦溪自记》

景、中景、远景构成的完美画卷。“临高纵目，逍遥相

屋。把建筑隐匿于修竹茂林之中，似隐非隐，给人以含
中也有将园林建筑隐藏在自然环境中的记载：“腹堆而

庐其间者，翁之栖也。其西荫于花竹之间，翁之所憩
‘壳轩’也。轩之瞰，有阁俯于阡陌，巨木百寻哄其上
者，花堆之阁也。”又如胡氏园，“如其台四望，尽百
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髙楼
曲榭，时隠时见”。藏景是中国古典园林造景手法中较
为独特的方式，饱含着中国的先哲思想和隐逸情怀。自
魏晋以来，隐逸风尚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但发展至隋

成近景，洛城中亭台楼阁构成中景，由此形成一副由近
羊，唯意所适。”司马光《独乐园新春》诗中有云：
“曲沼揉蓝通底绿，新梅翦彩压枝繁。”诗中描述在天

空和竹丛的映衬下，池沼蓝绿相交，加之此时新梅盛
开，好一派自然之景。在独乐园中，没有似拙政园中与
谁同坐轩和其后塔阁之间那般精巧的借景关系，却有着
自然事物之间不确定性的魅力。
5  结语

游历一处文人园林、品读一首园林诗、欣赏一幅园

唐，便有了“中隐”之说，时至两宋时期，文人地位大

林画，都是情与境的交融。中国园林的诗画意境、情感

打击，而将园林视作精神归宿，以中庸之道居于市井，

要素和造景手法对独乐园精神内涵的探析，探索中国园

为提高，真正的隐士几乎绝迹，更多的是在政治上遭受
对自己的抱负仍存希冀的园隐之士。司马光在园中赋
闲，实则外松内紧，对变法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为
什么宋哲宗年间司马光重掌相权，便能一举推翻新政
的原因。

4.3 借景重自然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4]，借景是古典园林中最为常

用的造景手法之一。在类型上可分为近借、远借、邻
借、俯借、仰借、因时而借、因势而借等方式。在独乐

立意、精神诉求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园林造景

基于BIM技术的某建筑现代工业园区项目
综合应用研究
□ 梁承龙 彭 来 刘 芳

[摘 要] 以某建筑现代工业园区为项目背景，采用BIM技术对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项目的决策、规划、建设乃至后期运营生产进行
全局谋划和信息管理。以“园区信息决策、构件智能生产、建筑健康追踪”作为BIM实施重点，应用结果表明：BIM技术的实施有
利于场地分析、总平优化、成本管控、方便业主决策；标准化、参数化BIM构件族库借助二次开发可减少大量重复工作，实现智能
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以BIM模型数据库为基础，依托某集团公司大数据中心，打造建筑健康大数据平台，深度挖掘建筑健康影响
因素，分析其耐久性和可靠性，最终实现研用一体化机制，以期为项目BIM综合应用为深化BIM技术与装配式建筑的融合提供项目
借鉴。
[关键词] BIM技术；装配式建筑；信息决策；智能生产；健康追踪

林的造景要素和造景手法对于园林精神世界的塑造，有
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典园林的内涵以及帮助我们在
现代景观设计中更好地对其利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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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工业技术的

日益革新促进装配式建筑如火如荼的发展，建造房屋如

不仅仅只限于三维可视化的表达，更为关键的是赋予其
有效建筑信息是BIM技术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生命源泉，
而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是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7]。

同制造产品一样，在工厂里生产房屋构件，然后运到施

BIM技术应用于装配式建筑可实现优化设计、提升效

造工期，机器化作业可释放重复、繁重的劳动力，并且

效配置和建造成本的管控和降低[8-9]。

工现场进行装配，减少传统大量的湿作业，大大缩短建
绿色环保，促进可持续发展，受到行业各界人士特别关

率、提高施工质量、减少施工工期，最终实现资源的有
由于某集团公司既是该装配式园区项目的建设单

注。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

位，又是装配式建筑构件的生产供应单位，因此某集团

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力争用10年左右的

标准》，综合运用Revit、Infraworks、Civil3D等一系列

指导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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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集团

公司积极贯彻并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科技创新，主动
肩负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使命，致力于建筑工业化产业
园投资建设、装配式建筑及配套建材的设计、生产、研
发、销售，力争成为一流的建筑工业化开拓先锋。

BIM技术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信

息模型，简称“BIM技术”）通过多种计算机三维软件

公司积极组建BIM技术团队、编制《园区项目BIM实施

BIM软件，使建筑信息数据在项目建设、设计、生产、

管理过程中得到充分应用，提升工作效率，促进各方协
调沟通，为装配式建筑发展和BIM技术应用实施提供项
目借鉴。

2  项目概况

2.1 工程项目概况

园区项目初步规划地址位于南宁市某经济开发区，

占地面积约20hm2，由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三部分

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并实现信息数据流的传

组成，其中主要建筑物有2栋单层绿色建材生产线；1栋

青睐

实验室、1栋院士工作站在内的相关辅助用房；2栋宿舍

递和各种性能的模拟与优化，得到众多工程师和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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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是建筑产业信息化新的产业革命，是

区别于传统二维CAD时代下的应用模式，其核心内容也

单层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生产车间，包括1栋绿色建材
楼，食堂及其他辅助用房，具体如效果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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