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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国家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因此,城市绿化建设在近些年里也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因为原本的城市绿化时间经常处于植物的休眠时间,然而,又受到城市绿化脚步的增快,
致使仍然根据适当的季节展开绿化施工早已不能够满足现代园林的需要,所以,反季节绿化施工这一措
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众所周知,反季节绿化施工不符合植被的种植与生长条件,因此,想要有效的开展
反季节绿化施工活动,那么就必须对树苗的运送以及养护等环节给予更高的保障。笔者在文中首先对反
季节施工的原则给予了说明,其次对施工的技术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士给予一些帮助,
促进我国园林产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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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Measures for Off-season Greening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ing Project
Pei 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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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dvocated by our countr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urban greening construction has also achieved excellent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original urban greening time is often in the dormant time of plants, however, the pace of urban
greening is increasing, so that the greening construction still according to the appropriate season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gardens. Therefore, the off-season greening construction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s is known to all, off-season greening construction does not meet the planting and
growth conditions of veget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out-season greening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we must give a higher guarantee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aplings.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 explained the principle of off-season construction, followed by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oping to give some help to the relevant people,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arde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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