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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南民居建筑,见证了江南地区辉煌的发展历程,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具有极高的审美
价值和文化内涵。本文将从江南民居的发展背景、营造特点出发,探索江南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提炼江
南民居中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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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Dwe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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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ngnan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ve witnessed the glorious development process of Jiangnan region,
with a stro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a very high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dwelling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dwellings, and refine the essence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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