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级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苏杭五天教学实习纪实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同学们的

理论知识水平，让同学们深刻地感知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思想、风格、艺术手法、

技巧等。我院组织 2012 级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了 5 天的南方苏杭

实践教学。 

本次教学实习，聘请了北京林业大学的王丹丹老师讲解园林设计技巧，北京

师范大学的孔莹老师讲解植物识别和植物造景。有了专业老师的陪同讲授，极大

地提升了实习教学效果，同时，也体现了我院对风景园林专业教学的高度重视。 

实习时间安排在 5月 23日至 28日，5月下旬的苏杭正是旅游淡季，方便了

我们进行实践教学，游览参观，感受真实的江南园林造园空间。 

由研究生部杨洪国副主任，史文石和王正超老师带队的 2012 级风景园林教

学实习班，于 5 月 22 日抵达苏州，安顿歇息一晚后，就正式开始了江南园林的

实践教学之行。 

第一天实习 

5 月 23 日上午参观的是拙政园，苏州博物新馆 

拙政园，江南园林的代表，是江南园林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典山水园林，约

5.2公顷，以其布局的山岛、竹坞、松岗、曲水之趣，被胜誉为“天下园林之典

范”。与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北京颐和园齐名，该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首。 

中部是拙政园的主景区，为精华所在，也是我们这次实践教学的主要场所。

在王丹丹老师的分析下，同学们了解到中部园子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亭台楼

榭皆临水而建，有的亭榭则直出水中，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池广树茂，景色自

然，临水布置了形体不一、高低错落的建筑，主次分明。 

平日只能在书本，网上才能看到的经典建筑，如今我们身临其中，跟随着老

师娓娓道来的详实分析，不仅加深了同学们对空间变换的感受，而且切身体会到

了空间给人步移景异的视觉效果。 



  

图一：同学们在拙政园门口集合，等待入园参观 二：王丹丹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解空

间的借景图 

由老师带着我们从中部景区参观，再至西部。最后再给大家时间独自游览感

受。游园尾声时，王老师总结道，拙政园的布局疏密自然，其特点是以水为主，

水面广阔，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楼阁轩榭建在池的周围，其间有漏窗、回

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代表了

明代园林建筑风格。整个园林建筑仿佛浮于水面，加上木映花衬，在不同境界中

产生不同的艺术情趣，如春日繁花丽日，夏日蕉廊，秋日红蓼芦塘，冬日梅影雪

月，无不四时宜人，创造出处处有情，面面生诗，含蓄曲折，余味无尽，不愧为

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这样的造景手法，是我们今后实践设计中必须领会，学习

和借鉴运用的。 

游毕拙政园，便出发去参观苏州博物新馆。 

  

图三：大家正在排队入场 图四：老师带领大家在中庭边游边讲 



苏州博物新馆与拙政园毗邻，是地方历史艺术性博物馆。2006年 10月建成

新馆，设计者为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经王丹丹老师介绍，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

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博物馆的主庭院等于是北面拙

政园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释。 

据王老师讲解，位于中央大厅北部的主庭院的设置是最让贝聿铭煞费苦心

的。主庭院东、南、西三面由新馆建筑相围，北面与拙政园相邻，大约占新馆面

积的 1/5 空间。这是一座在古典园林元素基础上精心打造出的创意山水园，由铺

满鹅卵石的池塘、片石假山、直曲小桥、八角凉亭、竹林等组成，既不同于苏州

传统园林，又不脱离中国人文气息和神韵。山水园隔北墙直接衔接拙政园之补园，

水景始于北墙西北角，仿佛由拙政园西引水而出；北墙之下为独创的片石假山。

当问及为何不采用传统的太湖石时，贝聿铭曾说过，传统假山艺术已无法超过。

一辈子创新的大师，不愿步前人的后尘。这种“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别具一

格的山水景观，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和剪影效果。使人看起来仿佛与旁边的拙政园

相连，新旧园景笔断意连，巧妙地融为了一体。 

苏州博物馆的空间回字形，中庭主要以水池为中心，游毕苏博。上午的实践

便结束。 

  

图五：中庭片石贴墙面，加上水池为镜， 

空间扩大，虚实相生 

图六：由小空间入园，入院后

豁然开阔，欲扬先抑的手法 

下午的行程安排是狮子林，留园，山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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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 650 多年的历史，为元代园林的代表。

平面成东西稍宽的长方形，占地 1.1 公顷，开放面积 0.88 公顷。因园内“林有

竹万，竹下多怪石，状如狮者”，又因天如禅师维则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

应国师中峰，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狮子林”。

乾隆皇帝曾多次下江南，对狮子林尤甚喜爱，在北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中则

各有一处仿建。 

随着老师边游边讲，同学们了解到，狮子林东南多山，西北多水，四周高墙

深宅，曲廊环抱。以中部的水池为中心，叠山造屋，移花栽木，架桥设亭，使得

全园布局紧凑，富有“咫足山林”意境。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

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盛名于世，素有“假

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的植物配置基调是以落叶树为主，常绿树为辅。用竹类、

芭蕉、藤萝和草花作点缀，通过孤植和丛植的手法，选择枝叶扶疏、体态潇洒、

色香清雅的花木，按照作画的构图原理进行栽植，使树木不仅成为造景的素材，

又是观景的主题。 

  

图七：狮子林中一所小院，左侧叠石造型嫣

然一头狮子 

图八：大家在中部景区驻足听老师讲解 

下一站来到了留园。 

留园是中国著名古典园林，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石众多而知名。与苏州

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 

此时已是下午四时，园内几乎没有游客，寂静的园林为我们感受空间带来了

很大的便利，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王老师分析道留园的面积约 2公顷，分西区、



中区、东区 3部分。西区以山景为主，中区山水兼长，东区是建筑区。中区的东

南地带开凿水池，西北地带堆筑假山，建筑错落于水池东南，是典型的南厅北水、

隔水相望的江南宅院的模式。东区的游廊与留园西侧的爬山廊成为贯穿全园的外

围廊道，曲折、迂回而富于变化。留园以水池为中心，池北为假山小亭，林木交

映。池西假山上的闻木樨香轩，则为俯视全园景色最佳处，并有长廊与各处相通。

建筑物将园划分为几部分，各建筑物设有多种门窗，每扇窗户各不相同，可沟通

各部景色，使人在室内观看室外景物时，能将以山水花木构成的各种画面一览无

余，视野空间大为拓宽。 

留园的空间主要是以虚实变幻相生而成经典，我们只有走入园中才能感受当

初造园者的独具匠心与巧夺天工。 

这一日的行程便到此结束。 

  

图九：老师再给大家分析 图十：大家自由游览考察时间 

第二天实习 

5 月 24 日上午先去参观网师园，沧浪亭 

经过昨日一天紧罗密布的观园游览，大家没有丝毫疲态，反而兴致越加浓厚。 

网师园是当今园林界前辈们很喜欢，推崇的一座园子。为此同学们更是抱有

强烈求知探索的心态来参观。 

游园之初，王丹丹老师先给大家解析了网师园。它是苏州园林中极具艺术特

色和文化价值的中型古典山水宅园代表作品。现面积约 5400 平方米，总面积还

不及拙政园的六分之一，但小中见大，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又富于变化，园内有

园，景外有景，精巧幽深之至。建筑虽多却不见拥塞，山池虽小，却不觉局促。



网师园布局精巧，结构紧凑，以建筑精巧和空间尺度比例协调而著称。全园清新

有韵味，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江南中小型古典园林的代表作。 

院子很小，但是每一处的设计都堪称是经典，所以老师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

来游园，通过游来感受。把我们当初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一个一个与实景核实。

游毕此园，大家都感叹，游一次获益良多，胜过读书千遍。 

  

图十一：针对植物造景，老师在给我们讲解 图十二：网师园虽小，但池面如镜，扩大空

间感受 

沧浪亭与网师园不远，跨几个街巷便到。 

  

图十三：入园前，老师先给我们讲解外部空间 图十四：园外河水环绕 

沧浪亭占地面积 1.08 公顷。园内有一泓清水贯穿，波光倒影，景象万千。

全园布局，自然和谐，堪称构思巧妙、手法得宜的佳作。与狮子林、拙政园、留

园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 

王丹丹老师给我们分析，苏州园林大都是内向型的布局，即以水池为中心，

建筑植物陈设环列水池错落分布，园子再以高墙围合，形成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



性的园林，而沧浪亭是特例，沧浪亭造园特点就在于，园子外有一泓水池环绕，

园子内外是由复廊围合的，复廊的漏窗可以使内外空间相互渗透，既可以由园内

观景，这样的开敞式布局是少见的。 

  

图十五：沧浪亭的复廊上有一百单八个漏

窗，形式各异 

图十六：在老师引导下入园 

在苏州下午的最后一站便是虎丘。 

宋苏东坡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虎丘的建筑是虎丘文化遗

产的重要内容，其类别多样，年代久远。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巧于因借，建筑风

格与自然景观协调。其形式有塔、殿、桥、亭、楼、阁、墓等；年代从五代延续

至当代，呈现出宋、元、明、清、民国等建筑风格。虎丘核心区域前临山塘河，

周围有环山河围绕，千百年来，其范围相对稳定。占地仅三百余亩，山高仅三十

多米。 

游览过程中，我们知道虎丘中最为著名的是云岩寺塔、剑池和千人石；高耸

入云的云岩寺塔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世界第二斜塔，古朴雄奇，早已成为苏州

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号称东方的比萨斜塔；剑池幽奇神秘，埋有吴王阖闾墓葬的

千古之谜，令人流连忘返；千人石气势磅礴，留下了“生公讲座，下有千人列坐”

的佳话。 

24 日晚我们便告别苏州，师生一行乘大巴来到杭州。经过一晚的休整，杭

州实习将更加期待。 



  

图十七：考察完在虎丘塔下合影 图十八：入园 

第三天实习 

5 月 25 日的实习安排是上午参观曲院风荷，郭庄，花港观鱼 

曾经无数次从书本上了解西湖，如今我们沐着细雨，亲身来到了曲院风荷。

在门口短暂的讲解后，我们开始入园，园子空间很大，所以我们要时刻跟着老师

讲解的节奏和步伐。 

曲院风荷位于西湖西侧，岳飞庙前面。南宋时，此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

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

荷香沁人心脾，因名“曲院风荷”。总占地面积 12.65万平方米。 

孔莹老师介绍，曲院最为精采处在风荷景区，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

白莲、重台莲、洒金莲、并蒂莲等等名种荷花。莲叶田田，菡萏妖娆，清波照红

湛碧。从水面造型各异的小桥上且行且看，人倚花姿，花映人面，人、花、水、

天，相融，相亲，相恋，悦目，赏心，销魂。 夏日清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下

飘逸，游人身心俱爽，不饮亦醉。 

郭庄是座园中园，分为“静必居”和“镜开天”两部分，中间以“两宜轩”

相隔，前者为居家会客之所，后者是散步赏玩之地。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

是理水。郭庄里面的水和里西湖是相通的，也就造成了郭庄既是一个独立的私家

庭院，又是美丽西湖中的一个小景点。相互呼应，融入到大的环境中了，那通水

之处在"赏心悦目亭"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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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游走在曲廊上，空间开阔感油然而生 图二十：满池的荷花正待开放 

  

图二十一：月洞门框景 图二十二：从游廊观景 

郭庄园子很小，游毕，便前往花港观鱼。 



  

图二十三：考察队在花港观鱼处 图二十四：观鱼处游客如织 

经老师介绍花港观鱼是花、港、鱼为特色的风景点，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

园、花港、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与雷峰塔、净慈寺隔苏堤相望。红鱼池位

于园中部偏南处，是全园游赏的中心区域。池岸曲折自然，池中堆土成岛，池上

架设曲桥，倚桥栏俯看，数千尾金鳞红鱼结队往来，泼刺戏水。 

  

图二十五：观鱼处雕塑 图二十六：入社门楼牌 

下午的安排是西泠印社，平湖秋月，虎跑梦泉 

经过午餐，西泠印社是我们下午实习教学的第一站。 

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

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社址南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

占地面积约 7088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750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处明清古建筑



遗址，园林静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最佳

处”之美誉。 

王丹丹老师分析说，西泠印社的建园因山就势，分为不同的台地建园，很大

程度上利用了原来自然环境的地势加以改造，既不破坏自然原貌，又可借助山势

远眺西湖之景，可以说是古代台地造园的范例。 

西泠印社就在西湖西侧，出园不远便是平湖秋月景区。 

平湖秋月是西湖十景之一，位于白堤西端，孤山南麓，濒临外西湖。凭临湖

水，登楼眺望秋月，在恬静中感西湖的浩淼，洗涤烦躁的心境，是她的神韵所在。

西湖是个广大的立体山水景色，有景在城中立，人在画里游的美誉，游客不论站

在那个角度，看到的都是一副素雅的水墨江南图卷，平湖望秋月更是楼可望，岸

可望，水可望。古今皆有赞叹平湖秋月的诗词传世，也有平湖秋月的相关乐曲。 

  

图二十七：大家在听老师的植物造景分析 图二十八：虎跑寺因山就势，台地建院 

下午的最后一站是虎跑梦泉。 

虎跑游览的乐趣在泉。进山门之后，清泉便在脚下发出丝弦般的声响，酷似

滴珠落盘的琵琶乐曲。虎跑泉十分清澈，水质洁净，龙井茶叶虎跑水，历来被誉

为西湖双绝。从听泉、观泉、品泉、试泉直到梦泉，能使人自然进入一个绘声绘

色、神幻自得的美妙境界。虎跑还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济公归葬的地方，济公

殿、济公塔院坐落于此。近代艺术大师李叔同在此出家为僧，弘一法师纪念室也

很引人关注。 

第四天实习 

5 月 26 日早上的杭州飘着细雨，我们师生一行出发到九溪十八涧 



山上茶树多，枫树多，松树多。走过了小石桥，在通向安理寺路上，岩石更

加怪异。春笋开始脱壳，在岩顶上随风摆动，像是老人稀稀的头发。怪石重重叠

叠，在山腰隐现，有的像橱，有的像桌子，有的像一函书的形状。向树林顶上望

去，淡淡地罩着云气。杜鹃花正盛开，点缀着山路。太阳一时被岩石遮住一时又

露面。我们走出山坳，已经是中午了。 

游过了自然景色，我们又来到了西湖之畔，游赏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是西湖十景之五，位于西湖东南岸，清波门处的大型公园。分友谊、

闻莺、聚景、南园四个景区。柳丛衬托着紫楠、雪松、广玉兰、梅花等异木名花。

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聚景园。当时园内有会芳殿和三堂、九亭，

以及柳浪桥和学士桥。清代恢复柳浪闻莺旧景。有柳洲之名。其间黄莺飞舞，竞

相啼鸣，故有“柳浪闻莺”之称。 

  

图二十九：九溪十八涧的自然景致丰富，各

色造景树种齐全 

图三十：整装待发入园考察 

下午的安排是先去太子湾公园，最后江洋畈生态园 

太子湾公园位于西湖西南隅，南屏山荔枝峰下。据载南宋皇室庄文，景献两

太子葬此而得名。太子湾原为湖湾，由山峦风雨冲刷，泥沙淤积为沼泽洼地。新

辟为融田园风韵和山情野趣的大型公园。规划面积为八十万平方米。 



  

图三十一：大草坪空间的风车点景 图三十二：人工造景自然，空间层次丰富 

江洋畈生态园也是同学们很想实地考察的湿地园。 

江洋畈生态园的前身，是西湖淤泥疏浚的堆积场。堆晒了 6年，在西湖淤泥

里沉睡了数百年的水生、陆生植物种子纷纷发芽，江洋畈变成了以垂柳、湿生植

物为主的次生湿地。 

经老师介绍，整治过程中，园文部门几乎没有拔掉一株原生态植物，完整地

保留了原生态植被。在补种的植物选择上，全部选用原生品种：醉霞般的金鸡菊、

飘逸的狼尾草、波浪般的红蓼、红果点点的接骨木、野趣自然的波斯菊等，与西

湖淤泥自然生长出来的柳树浑然一体。 

孔莹老师跟我们说，其实，江洋畈生态公园，还有点像西溪湿地，同样拥有

湿生林、浅水沼泽、湖泊池塘等多层次的湿地景观，还为鸟类、鱼类、水禽、两

栖类等野生动物提供觅食、栖息的环境。另外，公园里的房屋、道路建设，都是

以生态为前提，路面大部分采用砂石路，园内基础设施的承重材料都为可回收材

料。 

最特别的，就是公园里的两座公共厕所，上面没有吊顶，是露天的。大家开

玩笑说，就连方便的时候，都能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另外，江洋畈生态公园中还设科普牌 78 块，游人中心内配备了齐全的服务

设施，包括感应电子书、实景传播系统等。展厅内播放的江洋畈生态公园专题片，

将过去的江洋畈、建设中的江洋畈、建设后的江洋畈展现给大家。 



  

图三十三：正门入口前的铺装很有特色 图三十四：出挑平台的设计，让我们更近的感

受金鸡菊的美 

 

  

图三十五：栈道上的遮阳点缀造型独特 图三十六：栈道上随处可见的植物认知标牌 

 

  

图三十七：爬到最高处，大家在出挑平台远

观钱塘江 

图三十八：大山脚下的建筑自然，和谐 



第五天实习 

5 月 27 日上午老师安排我们游览富阳市，黄公望隐居之地，也是著名画作富春

山居图的创作实景地。 

富阳是我们苏杭实习的最后一站，大家倍感珍惜与老师学习的机会。进山之

初，由亚林所的老师带队，全程陪同我们参观，给我们讲解当地的乔灌树种，给

我们介绍这边的生态区情况，绘声绘色，边游边学。 

更值得一提的是富阳市有我们林科院的研究所——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即亚

林所。在亚林所所属林场办公室里，我们听取了亚林所老师给我们的精彩汇报，

大家获益匪浅。 

至此，2012 级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苏杭五日教学实习，在大家

的不舍与难忘中结束了。5 月 28 日大家就陆续地返回了学校，继续开始我们的

学习生活，此次的实习之旅使我们的理论知识更丰富，设计思维更加的多变，加

强了我们对本专业的热爱，也加深了 2012级风景园林班每个成员的感情。 

感谢我们的老师一路辛勤的陪伴与教导，我们获益良多，不仅是学识上的丰

富，更是学到了对于学术研究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与为人诚恳踏实的作风！至此，

我们班委代表 2012 级风景园林班全体成员，感谢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可爱的人。 

  

图三十九：入林 图四十：听取亚林所老师报告会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