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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社会的进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福利,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将生态
理念融合到风景园林施工中,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确保城市内部空间的生态系统平衡,为居
民提供舒适、惬意的生活空间。本文就将全面探究基于生态理念的风景园林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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