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园博会看园林展的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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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园林展起源于西方国家，旨在通过展览的方式，促进园林、园艺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园林展纷纷在各

大城市举办，不仅带动了园林、园艺事业的长足发展，更为举办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园林展在中国的红火发展，展
园的规划设计和后续利用也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立足于园林展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从选址、主题的
选择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对园林展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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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展发源于国外。近几年传入中国。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

ｕｓｅ

的土地规划制度的监督下，这２种利用方式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大城市竞相申办。诸如园博会这样的园林展的举办确实能带动城市的

英国政府则将园林展的举办权放给百姓。以私人投资带动城市废弃

发展，提高城市知名度。尽管园林展这样的大型节事对城市发展会产生

地的更新，其特点极其鲜明：一是选址在产业废弃地，二是后期交给企业

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它也会带来负面的后果”ｌ，如园博园的后续利用问

进行二次开发Ⅲ。

题。对园博园规划设计的关注多过对其前期定位和后续利用的思考，使
得有些展园会时火爆会后冷清，差异很大。

法国的园林展则每年都变化不同的主题，并提前公布，吸引设计师
们甚至是学生参加设计竞赛。选出优秀方案进行建设，正是这种灵活的
形式和多变的主题，使得这个有着悠久园林史的国家通过园林展又焕发

１

国外园林展发展概况

出了别样的光彩。

德国是园林展的发源地之一。自１９５１年起，联邦德国每２年举办一
次大规模的综合性园林展览——联邦园林展，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展览每隔

２我国园林展发展概况

１０年邀请一些国家的园林界参加，称为国际园林博览会”１。战后园林的修

２．１承办世博会

复重建、原有绿地升级改造、服务于公共活动的开放空间、完善整个城市

真正让中国人了解园林展的始于１９９９年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

的绿地系统、工业废弃地的改造修复、城市新区的反战建设，诸如此类的

览会，这是我国举办的第一个世界级别的园林展。昆明世博园包含了参

园林展层出不穷，德国的园林展总能扣住时代的脉搏。

展各国和中国各省市区的园林园艺精品，堪称“园林园艺大观园”。会后

荷兰是一个与园林、园艺有着不解之缘的国度，园艺业在荷兰有着

展园被保留下来，主要原因有２个：一是世博园的建设过程耗资巨大，人

特殊的地位，历届展会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荷兰早期的园林展效仿德

力物力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园林建设的顶峰，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园林展

国，之后渐渐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在荷兰，园林展的形式灵活多样，会

中，也算是投资非常大的一次。如果拆除不保留，会非常可惜；二是希望

后一般有２种利用途径，一是转做公园绿地。二是进行二次开发，在严格

能够借世博园的知名度，继续推进云南的旅游业发展。世博园筹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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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及会展期间的管理完全属于政府行为，均由直属于云南省人民政府的

明、云南的旅游业，而没有想过会后园博园的出路。

“云南省园艺博览局”进行，会展结束以后，世博园由云南省园艺博览集

２）国外园林展的展园在会后多半是拆除的，因此其投入的力度与其

团有限公司完全接手，开始由政府行为向企业经营转变”’。昆明世博会

会后处理方式是相适应的，即不会投入过大。我国园林展的建设规模越

的举办不仅让中国了解了园林展，也让全世界认识了昆明，带动了昆明

来越大，投入资金逐渐增多。会后无法完全拆除。政府希望展会能展现

乃至云南省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发展。同时，世博园的后续利用

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往往会集合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建设，要

与管理方式也为以后的园林展带来了启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承担高额的建设费用。基于这样倾力而为的前期建设，会后完全拆除、另

此后。２００６年我国又在沈阳举办了一次国际园艺博览会，也收到了

作开发的展园后期处理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很好的效果。

３）在我国的园博会中，尤其是最近２届，有关园林规划设计的内容比

除了国际级别的园林园艺博览会，我国也有国家级的园林展——园

园艺、花卉生产的内容要多，永久性的建设多于临时展品，相比之下投入

博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绿博会（中国绿化博览会）和花博会（中

的费用也就更大，相关园艺、花卉经营商的参与性也较差，政府的负担较

国花卉博览会）。另外，一些省份也有自己的园林园艺博览会，规模相对

重，这也是展园无法在会后完全拆除的一个原因。
另外。在欧洲许多国家，热哀于园林、园艺的百姓很多，多数人对自

较小，但在各自的省、市、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

己的庭院会精心打理，园林展正是他们交流园艺心得、了解当前园林、园

２．２园博会历史
虽然中国同样具有悠久的园林历史，但园林展在我国起步却较晚。

艺水平、获取设计新思路的好地方，所以会自发地参与其中。而在我国，

我国的园博会已举办过６届，前４届都是在已有的公园中举办，进行花卉

参观者多以一种猎奇的心态来看待园林展，更多地把参观园林展看做一

园艺展示，不对场地进行大规模改造。第一届园博会在大连会展中心举

次旅游经验。

办，主要是临时性布展。以短期展示和学术交流为主；第二届园博会于

作为一种舶来品，园林展在中国的国情下有了不同的发展，提升城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６日一１０月１０日在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举行；第三届园博会

市形象、推动休闲产业发展、同时促进地区的开发似乎是园林展更应担

选址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展览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日一１０月２０日；

负的责任，虽然每届园林展在这些方面的成效显而易见，但当这场“宴

第四届园博会在广州天河区的珠江新城举行，展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席”结束以后，外来游客迅速变少，本地游客也少有问津，使许多园林展

确实带动了该地块的发展。在已有的公园中举办园博会，可以充分利用

会场不能及时适应这种转变，难以盈利自然无法避免。

公园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给园林展带来了一些限制条件。会后拆除全
部设施，不保留任何展览痕迹，这几乎成为上述几届园博会的遗憾。事

３关于园博园建设与发展的看法

实上，这几次展览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园艺与花卉。园林规划设计方面

３．１

的内容涉及较少。

关于选址
园博园应该是能永续发展的，而要做到永续发展就必须从选址设计

从第五届园博会开始，园博园采用了新建展园的方式，会后保留大

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后续发展的问题。很多园博园会址要转做主题公园，

部分的展园。第五届园博会于２００４年９月一２００５年４月在深圳市国际

选址的时候就应尽量利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规划的绿地。为会址向

园林花卉博览园中进行，会展面积达６６ｈｍ２。这次展会结束后，园博园

主题公园转变创造前提。另外。园博园的面积一般较大，在会后也可考

没有拆除，而是像昆明的世博园一样，转作为主题公园，成为“永不闭幕

虑转做防灾避险公园。

的园博园”，继续向游人开放。２００７年９月一２００８年３月，厦门成功举

在园博园选址的时候，多半会考虑一些城市新区，因为这样的地块

办了第六届园博会，此次园博园选址在离厦门本岛较远的杏林湾，利用

地处整个城市发展的方向上，并且现状建设不错，举办园博会又是一个

鱼塘废弃地营建园博园，会后这里将变成一个永久性的休闲度假地，希

城市的形象问题，会址当然要选在这样的重要位置。城市新区固然好，

望成为继厦门本岛后另一个旅游度假胜地。

但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城市的废弃地或衰败区，一方面这样的废弃地或衰

最近的几届园博会，之所以要将园博园长久保留，其原因是多方面

败区一般具有较大的占地面积，且连片存在。正好能满足园博会大面积
用地需要；另一方面。带动城市废弃地或衰败地区发展也是园博会的目

的：

１）诸如园博会这样的园林展，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园林、园艺的交流。

的之一，在这样的地区建设园博园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０

而中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园林展。其规划和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会

月第七届园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一次园博园选址在腊山河西客站片

提升城市形象，带动旅游发展，促进城市建设。拉动经济发展。促进园

区，既响应了济南市东拓西进的空间战略布局，也带动了济南西部衰败

林、园艺的交流反而不是地方政府决定承办或者主办园林展的主要目

城区的发展。

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园林展后期的发展方向。昆明世博会在中国

３．２关于主题的表达

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尝试，社会对其有关旅游带动的作用投入了很大的关

在园博园中，各个省市都有特色园区。用以展示地方特色。每个园

注，而并未充分重视其根本目的——促进园林、园艺交流，只期待带动昆

区的设计势必要体现本省市的特色和优势。在以往的园博会中，一些经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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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地方特色总是会被不断地重复，比如山东园的主题总是齐鲁文化、

４结语

孔子、泰山、海滨等，这些元素在每届园博会中被不断地重复，有泛滥的

虽然园林展发源于国外，在中国才经历了几年红火的发展，但中国

趋势。任何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人们认为比较经典的主题

毕竟有悠久的园林史，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对

元素大多是有相当历史的事件或场景，在快速发展中，该地区也会有翻

待园林展，对后续发展的思考要贯穿规划建设的始末，真正使展园实现

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不能在园区中体现一下这些与时俱进的变化和特

可持续发展和节约型发展。相信通过规划者与设计者的共同努力，同样

色呢？山东逐渐形成了面向日韩的外向型农业特色，蔬菜之乡寿光更是

古老的园林展和中国古典园林必将完美融合，并谱写出更加华丽的乐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这样的元素是否可以在山东园中加以体现，让

童。

人们感受日新月异的新山东呢？在特色园区的建设中，应当在兼顾历史
特色的基础上，适当地融入城市或地区的现代形象和特色。
另外，体现各地特色的园区，往往面积不大，而就是这方寸之间，却
担负着体现地方特色的重任。设计师恨不得把该地区的所有特色全部放
进去，于是这样的园区就形成了一种微缩集锦式的布局模式，使游人不
得不走马观花。在地方特色的选取上，还应突出重点，有所取舍，把最有
代表性的元素表现出来。主题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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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戴学来英国城市开发公司与城市更新【Ｊ】城市开发，１９９７（７）：３０一３３．
【４】金波，张茵，王如渊．试论世博会后昆明世博园的可持续发展［Ｊ］．地域研究与开
发，２００１（３）：２３—２６．
［５】王向荣．关于园林展【Ｊ】中国园林，２００６（１）：１９—２９．

３．３关于运作方式
国外的园林展结束后。大部分会全部拆除，土地挪作他用，在建设初
期会限制每个园子的成本。建造展园的费用一般通过门票和参展厂商
的参展费得到回收，参展商不仅要掏钱买展位。还要自己出钱建造展
园。建造展园的一些材料，特别是小花园的材料也由参展商提供，这大
大减少了政府的投入。也使政府的投入和产出更易平衡。而参展商通过
提供自己的产品，也借助园林展这个平台为自己做了广告宣传｜５１。在我
国，园林展从开始就是政府主导，而当政府想撤出时却发现遗留下来的
展区无法自负盈亏，于是政府一扶再扶。能否在初期就融入市场机制和
资金，使园林展从开始就能适应市场的环境，为今后完全进入市场打下
基础。

国内园林展应降低政府的干涉，规划者选址完成后，可以充分调动
高校大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投入展园的规划设计，来展示他们的学习
成果，做到产学研相结合。如果举办小型的展览，可选择已有的公园，做
临时性的展览。由高校牵头举办设计竞赛，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让
园林展也成为体现教学水平的舞台，选取优秀方案来进行建设，既降低
了设计费用，同时又促进了设计行业的交流和发展。小型园林展费用较
低，便于拆除，对场地进行再开发或二次利用的成本较低。这种园林展
逐年举办，形成规模后其影响力扩大，也可影响整个城市乃至周边地区
的发展。

此外，园林展大多会有植物种植展示区，会后可以转做农林院校的
教学基地，接待学生的参观和实习。同时，展园整体也可以为城规、园
林、旅游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教学基地。

作者简介：
谷康门９７１年生／男／安徽临泉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
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南京２１００３７）
王志楠门９８４年生／女／山东济南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在国外，园林展是一个临时性的展会，建设的项目一般会在展会后
拆除。而在中国，这些项目多半会保留。如果展园在会后要永久保留，

城市规划与设计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计《南京２１ ００３７）

就不应该按照临时性的标准建设。永久保留区与临时搭建区可以结合

曹静恰门９８４年生／女／；可南郑州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规划，并且永建区和临建区在建设时按照各自标准进行。在规划时永建

城市规划与设计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区和临建区可适当聚集，以方便会后的使用和开发。

计Ｉ南京２１ 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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