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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小品建筑和植物配置之间相辅相成,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园林景观主题更加突出、园林景观
的整体环境更加协调、园林景观的艺术气息更加丰富、园林文化背景更加浓郁,是园林景观必不可少的
结构组成元素。当代园林小品建筑既传承了历史建筑的大气磅礴,又融入了现代建筑的科技感,加之植
物配置物种丰富,多元化植物生机盎然,使园林景观尤为丰富,园林建设应着重二者的艺术和文化特色,
以增加园林整体的景观主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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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puscule and plant configur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m makes the theme of garden landscape more prominent,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more
harmonious, the artistic atmosphere more abundant, and the garden cultural background more abundant, which
is an essential structural element of garden landscap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puscule not only
inherits the majestic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but also integrates the sen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addition, the plant configuration is rich in species and diversified plants are full of vitality, which
makes the garden landscape particularly rich. The garden construction should focus on their artist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landscape theme structure of th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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