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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拟结合新时期大学对校园规划的要求, 以上饶职业技术学院环境景观设计为个案, 运用延
续设计、
生态规划、
人文塑造以及景观互动与渗透的设计原则, 通过强化校园环境空间的脉络结
构、
场所精神的提炼与情感文脉的注入、
植物景观规划等手法作一次环境、
生态和人文相结合的
设计尝试, 以提升校园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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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ter in troduc ing princip les of cam pus p lanning, tak ing the landscape desig n o f Shangrao V ocational
and T echn ical Institute for exam ple, the princip les o f contin uity design, eco lo gy planning, hum an ity shap ing, interact io n and perm eat ion o f landscape in cam pus env ironm ent are used in this paper. By streng then ing the ve in ed
structure of cam pus space env ironm en,t re fin em ent o f site spir i,t in flow of fee ling and planning of the plant sig h,t
an attem pt to in teg rate eco logy and hum anity into env ironm ent is ach ieved in the v iv id exam p le of landscape desig n and the qua lity o f cam pus is im proved.
K ey w ord s: know ledge econom y; cam pus planning; landscape design

0引 言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方向发展, 高校面临扩招、规模和层次
的调整,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它是以上饶工业学校为基地进行扩建, 融入上饶农校、
江西文艺学校上饶分校的资源合并组建而成的.
该校位于上饶市城区西北面 (距城区中心约 8 km ) 的上饶县罗桥乡坂头村. 学院建成后, 全日制在校
2

2

大、
中专学生达 9 000人的规模, 校区占地面积约 328 809m , 总建筑面积 188 264m , 总绿化率达 48. 98% .

1校园环境景观规划的原则
评价一个校园环境景观规划的好坏与否的主要标准是看规划方案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与其他学
生、
教师、
游客、
艺术作品、书本及非常规活动的即兴交流. 校园环境规划的功能不仅仅是为大学生的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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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提供物质环境, 每个人的大多数受教育机会都发生在户外, 并与他所选修的课程关系不大, 只有
当校园环境规划具备能够激发好奇心、
促进随意交流谈话的特质时, 它所营造出的校园氛围才具有真正最
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
可以说, 校园环境景观在校园整体风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 强调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 重视
提供可随意性交流的空间,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强调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

[ 1]

因此, 校园环境景观设计使

得校园的教学、
休憩等基本功能与人的户外活动、
文化、生态及环境的融合成为可能, 不仅有利于改善校园
生态环境、
美化校园生活, 而且有利于提升校园文化品质, 体现大学新校园在新世纪的新形象.
根据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总体规划设计思路, 体现面向 21世纪、
面向新时代的战略思想, 此次校园景观
规划本着从实际出发, 高标准、新思路的设计原则, 创建 21世纪以人为本、
体现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气质
和风貌的校园景观. 具体采取以下原则进行.
1. 1延续设计概念
尊重已有的校园总体规划设计, 保持校园的基本形态与功能分区特征, 强化景观轴线; 进一步拓展校
园环境景观的规划设计内容, 在设计中引入现代校园环境景观理论, 在满足基本功能条件的基础上, 创造
开放与交流的校园氛围, 培育健康向上的校园活力; 同时充分利用自然景观资源创造人文气息.
1. 2生态规划思想
尊重基地现有的地形地貌, 充分利用北
面山体的自然生 态渗透, 加强校园绿化, 提
高物种的多样性, 形成 绿网 + 绿园 + 绿带
的校园生态系统格局.
1. 3人文内涵塑造 (见图 1)
景观设计以琴湖、
杏岭、校园入口、榉树
广场、主题院落为侧重点, 依托雕塑、植被、
喷泉、碑铭、题词等文化景观要素, 塑造校园
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未来一流的上饶职业
技术学院的风貌. 同时, 强化基地 空间的场
所特征, 为学生创造 家园 的强烈归属感.
1. 4校园整体景观互动与渗透
学院位于灵山山麓, 其旁有上饶清林学
院, 其余皆为生态绿地, 通过借灵 山之景的
方式, 形成校内外景观的互动与渗透关系,
既强化校园景观整体的有机联系, 又加强了开放性校园与周边环境的融合与协调, 丰富了校园景观的可读
性与人的可参与性.

2环境景观规划设计构思
2. 1提炼校园环境空间脉络结构
杏岭绚丽, 琴韵新晖
基于对现状条件与前期规划的深入理解与分析, 本方案将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环境景观概括成
一环、两轴、
三区、
四化 的空间脉络结构.
一环 : 即沿琴湖滨水景观环线空间, 该环构成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核心景观区的 主动脉 .
两轴 : 主入口、
榉树广场形成的智慧、
活力、
开放为主体的景观主轴, 次入口、杏岭形成的教学、科研
景观辅轴.
三区 : 滨水景观区、基础功能区、
休闲观光区.
四化 : 面向 现代化、生态化、
园林化、
网络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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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环境空间的层次化
现代教育核心为素质教育, 其特点是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 同样, 校园环境空间场所也应是具有启
发性和引导性的. 故本方案采用富于启发性和引导性的序列空间构成与组织方式, 强调空间的流动与转
换, 打破校园以往单一、
封闭的静态空间模式. 在设计中将视觉、听觉、
嗅觉等因素综合在一起, 再结合社
交空间形成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尺寸, 并将其中的三个尺寸与空间、
场所、
领域一一对应, 形成景观设计的
[ 2]

三大门槛
, 从而最终形成一系列具有空间感、
领域感和场所感的教育、
休闲与交往空间.
沿滨水景观区的核心水体两侧东西向展开的脉络主线形成的空间序列, 营造出建筑群体及山体空间
环境的整体气势, 渲染人在运动中的整体情绪氛围. 而在由核心水体向南北两侧渗透的人流、
水流线上, 形
成各类空间的开敞与封闭、
人工与自然、
静态与动态的对比, 使空间充满活跃的生气和愉悦的变化, 创造出
从公共、
半公共到半私密空间的自然转化, 既反映了信息社会对空间流通和开放的要求, 又保持了传统空
间亲切宜人的尺度. 清晰的空间序列层次, 为师生提供一系列富有特色的交往空间, 以利于培养既有公德
意识, 又具有独立个性的复合型人才.
2. 3场所精神的提炼与情感文脉的注入
象征是借助一种文化形式来表达另一
种特定意义的表现方式

[ 3]

上饶职业技术学

院坐落在上饶市郊区, 1996 年建校, 历史较
短, 但背靠灵山, 植根上饶, 具有地域文化优
势. 在历史中, 上饶涌现出了朱熹、蒋士铨等
文化名人, 通过设立 杏岭植物园 、 琴湖
以及 道路取名 等象征手法, 将上饶深厚的
文化底蕴融合在现代化的校园景观中, 极大
地提升学院的文化品味 (见图 2).
2. 3. 1 仁者乐山

文化之山 ( 杏岭 )

杏岭成了 讲学圣地的同义 词. 孔子游
缁帏之林, 休坐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 孔子
弦歌鼓琴.

[ 4]

因此, 笔者把学校的后山取名

为杏坛岭 (简称杏岭 ) , 杏岭中的小路取名为
杏岭路, 蕴含着该院将成为全国一流的职业
技术学院. 同时整个杏岭又是学校的植物园, 植物种类达 500种以上. 在杏岭顶上建一座观景塔, 以纪念孔
子在杏坛讲学. 塔的周边栽种银杏、
枫香、红枫等植物, 一到秋季, 这里的杏岭红叶将形成一片立体的、
生态
的绚丽景观.
2. 3. 2 智者乐水

艺术之湖 ( 琴湖 )

岛屿, 在 大陆漂流 过程中固定人类的记忆.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核心区的水域东西长达 400 余 m, 南北宽 120余 m, 在如此气势恢弘的空间尺度
下, 任何简单的水景构成方式都将显得苍白无力. 笔者通过运用堤、
桥、
岛等景观要素, 充分展现学院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富含艺术浪漫的校园风采.
1) 活水源

代表 理学之源 内涵

上饶是理学故里. 在艺术楼旁设置一直径为 4m 的雾喷, 喷泉周围布满石阵, 喷出的细水珠形成漂浮
在石间的雾霭, 透着史前的神秘感. 喷泉的中央设置一景石, 上面刻着 活水源 ( 引自朱熹 问渠哪得清如
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 , 不仅代表着这是琴湖之源, 也蕴含着上饶是理学之根.
2) 信息岛

代表 信息就是财富 内涵

求索桥、
信息大道、
亲水木栈桥、树路、
图书馆共同构成信息岛. 该岛以图书馆为建筑主体, 创造出 曲
水流觞 的意境. 这里是学生获得最新信息、
感受现代科技与文化发展动态的场所. 图书馆两边的树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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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的哲理.
3) 创新岛

代表 竞争尚德, 求实创新 内涵

实验大楼为该岛的主体建筑, 这里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技术创新的场所, 也是培养学生团队
协作精神与促进思想交流的园地.
总之, 整个水系的设计包含了泉、
池、溪、
江、
湖、
海. 水有聚有散, 聚水如海纳江河, 开朗辽阔; 散水如村
边小溪, 曲折萦绕, 涓涓细流, 清澈见底, 体现校园规划似水脉源远流长, 充分表达了新校区的湿地生态形
象以及水脉文化意蕴.
2. 3. 3 榉树广场与红豆园
在主入口和行政楼之间, 设置一音乐旱喷泉和林荫广场. 林荫广场的树阵采用榉树, 代表 一举成才
天下知 . 在艺术楼与琴湖之间有一棵名贵保护植物
名校 名人 名园 之涵义.

红豆杉, 在这里设置红豆园景点, 蕴含着 名树

3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校园绿化种植的规划设计创造出 校在林中, 林在校中 的生态环境, 并营造出 春花浪漫、
夏荫浓郁、
秋色斑斓、
冬景苍翠 的四季景观效果.
3. 1滨水景观带

绿带

滨水景观绿化以水生植物、
湿地植物、
岸生植物为主, 形成多层次的滨湖景观.
3. 2基础功能带
绿网
配合基础功能带规整的建筑与场地布局, 充分利用道路交通系统列植乔木, 纵横交错形成绿网.
3. 3休闲观光带

绿园

杏岭以秋色植物为主, 形成 杏岭红叶 景观特色. 保留杏岭原有的风景树, 把过多的马尾松等杂木分
期分批改换, 形成种类丰富的植物园.
从植物群落的空间围合形态上, 本设计注重人在不同空间场所中的心理体验与感受, 从林窗、密林小
径、
林中空地、
疏林草地到缓坡草坪, 形成疏密、
明暗、
动静的对比, 并充分利用自然力. 如光、
影、风、
雾等因
素, 在富有生命的自然中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多元化感悟空间.

4结束语
[ 5]

从目前校园规划的发展来看, 校园规划遵从 结构的重组, 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 因此本设计通过校
园环境景观规划的原则及系列设计手法进一步发掘当地的历史文脉, 并通过系列的场地设计来贯彻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策略, 使人们关注自然、
结合自然, 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有感染力的空间. 而这种空间
将有助于知识的创新与共享, 有助于文化体验, 有助于价值观的倡导
适应了现代教育发展的要求, 又极大地提升了学院的品味.

[ 6]

, 从而形成环境与人的互动,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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