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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发现甲骨文120周年为背景,秉承着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甲骨文文化价值的伟
大使命,通过分析甲骨文图像化的视觉形态变化,注重现代景观设计的历史人文价值,增强公众参与性,在
甲骨文图像化文化内涵、形式美、视觉形象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甲骨文图像化简化、重组,变形等方式,
为现代景观设计创新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提出甲骨文图像化设计元素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案,将二者结合进行创新设计,具有一定的可研究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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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s the background,
adhering to the great mission of inherit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al value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visu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mages,
pays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cultural value of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enhanc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formal beauty and visual image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mages, the methods of
image simplific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deform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re summarized, which
provides a new design thinking for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scheme of the applic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mage design elements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and combines the two for innovative design, which has certain researchability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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