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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要求环境既优美又能促
进人的身心发展。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园林建设。如今,人们在选择生活和工作环境时,很大程度上会
考虑到城市的绿化环境。人们把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作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参考。因此,园林建设的发
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既要抓好园林建设,促进城市发展,也要把提升园林建设作为重
点工作。充分发挥园林建筑在园林建设中的重要性,促进园林整体景观的欣赏,促进园林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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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cultural level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are also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People demand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both beautiful and can
promot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garden
construction. Nowadays, when people choos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ir lives and careers, they will
largely consider the green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People regard urban greening and garden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rban soft power. To develop personal careers, people will also ref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garden constru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iving standard of
urban resi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garde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improve garden construction as a key task.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ce of garden architecture in
garden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overall landscape of the gard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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