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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当代城市景观设计表现千篇一律的现象,想要打破这样一种弊端,让景观设计重回生命
力、吸引力以及竞争力,就必须要依据不同区域的特点,结合当地的人文内涵、民俗风情、历史文脉等特
点有效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延续地方的传统以及民族特色。由此,本文以“现代建筑景观设计
对哈萨克装饰纹样的运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通过哈萨克装饰图案在现代建筑景观中的融合
与运用,不断深化景观设计表现,促使景观设计能够展现出地方性的民族风俗、历史底蕴与历史文脉,形
成独居特殊性的艺术特点,带给人特殊的身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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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to the Kazakh
Decorativ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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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ame phenomenon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 design
performance, to break such a drawback, let the landscape design back to the vitality, attrac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We must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local cultural connotation, folk custom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ontinue
the loc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to Kazakh decoration pattern"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tinuously deepens the landscape design
performance, so that landscape design can show local ethnic customs, historical detail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form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bring people special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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