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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因此在当代建筑规划设计中,建筑设计人员应
结合现实需求和现实特点,不断优化和发展建筑规划设计的模式和理念,实现现代设计技术和传统文化
的相互融合,有效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据此,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应
用思路和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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