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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限制与⾃由 ——对艺术创作中的材料与⽅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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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限
制与⾃由仿佛是孪⽣姐妹。他们不是对⽴的，⽽是互相依托互相转化的。最⼤的⾃由是
由狭窄的限制中得来，没有限制便没有⾃由。⽬前关于限制与⾃由的讨论，更多是艺术
之外的讨论，或者是不⾃由带来的诟病，对于各个艺术表达⽅式之间的限制和⾃由的讨
论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成就的讨论少之又少。我在这⾥通过⾃⼰的艺术实践，
通过对油画，版画和剪纸等不同的艺术表达⽅式之间的限制和⾃由，以及它们之间的相
互借鉴和相互成就的分析，希望对艺术家的创作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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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Restriction and freedom are twin sisters. They are not opposite, but depends on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each other. The greatest freedom is derived from the narrow 
limits of, no limit and no freedom. The discussion of restrictions and freedom, more 
discussion is art, or is not free, bring about various restrictions betwee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discussion include the achievements of between them from 
each other and mutual discussion few and far between. Here I am, through their own 
artistic practice, through the painting, prints and paper cutting among the different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such as limit and freedom, and their mutual refer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mutual achievement, hope to inspire the creation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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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 论

                 第⼀节 研究的背景

改⾰开放之后，中国发⽣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华民族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

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美术界也发⽣了很⼤的变化。随着改⾰开放的不断深

⼊，外来⽂化的不断融合，中国艺术家的观念也发⽣了转变，很多“架上绘画”

已死的⾔论不断冲击着⼈的神经，许多⼈认为其他艺术形式不⾜以表达这个⾼

速发展的社会，只有影像、装置等当代的表现⽅式才是正确的。但是艺术从来

不拘泥于任何表现形式，更不能⽤“死不死”来形容，任何表现形式都有⾃⼰局

限的⼀⾯，也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所没有的优势，艺术不是流⾏，架上绘画和

影像、装置⼀样只是艺术的⼀种，没有⾼低优劣之分，但是如何去创新确是需

要不断去解决的问题，突破局限，在局限⾥寻找到⾃由才是重点。我的创作经

历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定的认识，我就读的研究⽣（硕⼠）所属学科为版画，

版画的材料，⼯具和制作过程决定了版画有很⼤的局限性。因为版画不像油画

等其他画种那样去直接表达，它是⼀种间接表达的艺术，必须通过印制来完成，

这就决定它必须严格的按照技术程序，因为其制作性，版画达不到油画的那种

逼真效果，必须要概括归纳，⽽且因为其材料的特殊性和制作性，难免会有⼯

艺和平⾯的⼀⾯。同时我还进⾏剪纸，油画的创作。关于艺术门类的表现限制

性，剪纸更居⾸位。它的⼯具和材料更简单，只有纸和⼑，表现语⾔也更简单，

更加平⾯化，要么剪掉要么留下，它因为是⼀种民间艺术，装饰性和⼯艺性更

强，⼈们提到剪纸，更多的是联想到“窗花”，很难和艺术创作联系起来。相对

⽽⾔，油画的限制稍微少些，但如何在油画的表现中找到新意，找到更恰如其

分地表达⾃⼰想法的独特语⾔则⾮常难。我在进⾏版画、油画、剪纸的创作中

对三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有较深的的体会。我希望通过阐述，⼀⽅⾯

梳理⾃⼰的创作思路，让⾃⼰在艺术的道路上⾛的更远，找到⾃⼰独特的语⾔，

⼀⽅⾯希望对其他的艺术创作者有所启发。

                      第⼆节 研究现状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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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家讨论的限制与⾃由，更多是法学⽅⾯的讨论，例如⼈的⾃由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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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艺术范畴内的限制与⾃由，也只是研究单⼀对象的限制与⾃由，例

如谈⾳乐，谈书法或者谈油画，都只是从被谈对象的本⾝开始或者结束，并没

有把不同领域的限制与⾃由联系到⼀起，更别说不同领域之间限制与⾃由的相

互借鉴和应⽤了。也有很多只是强调限制带来的诟病，将不⾃由的原因及产⽣

的后果强加于社会和外界，觉得各种限制都是外界的给予，当今社会是融合的

社会，艺术呈多元化发展，艺术的最⾼境界是贯通的，艺术的不同领域既有⾃

⼰特定的表现形式和⽅法，也各⾃有局限性。但是，⾃由是从局限中来的，我

通过⾃⾝的创作体会，对油画，版画，剪纸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局限和表现特

点进⾏研究，在限制⾥找到达到⾃由的途径，希望给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已

启发，在艺术的道路上⾛的更远。 

         

  第⼆二章 ⾃自由和限制的定义以及⾃自由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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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正⽂之前，先谈谈何为限制何为⾃由以及⾃由的限制性。 

                    第⼀节 何为限制 

   限制字⾯上很好理解，它是⼀种约束，指的是不允许超出的范围或不让超越

的界限。从它的近义词很容易理解它的意思；局部、限定、限度、范围、局限、

控制、束缚、节制等。在法律上，限制更多的是⼀种⾏为的约束，在艺术领域，

代表着不能随⼼所欲的创作及表达，因为要到⼯具和材料的局限。 

                 第⼆节 何为⾃由及⾃由的限制性 

  ⾃由⼀词是⼈类恒久的主题。⼈类历史可以说是不断追求⾃由的历史。在不计

其数的著作中，⾃由的含义可谓多之又多。⾃由字⾯上的理解是指没有受到阻

碍，没有外界的阻挠和障碍。⾃由指的是⼀种⼼⾥状态，那种没有伤害、没有

压迫、没有恐惧的⼼⾥状态，⽽且能达到⾃我欲望的满⾜，能实现⾃我价值的

⼼⾥状态。在法学的领域，⾃由是最基本的概念，或者说是精神和宗旨。关于

⾃由的概念，法学和政治有很多⼀致的地⽅，但是其他学科的⾃由指的是⼀种

⾏为状态，法学中则意味着⼀种权利，即⾃由权。需要通过对其他⼈的⾃由权

加以限制保证另外⼀个⼈的⾃由权。所以，⾃由权即是受保护也是受限制的，

也可以称作⾃由的限制性。⾃由的限制性是⾃由最⼤的特性，指的是⾃由⼀定

要保存⾃⼰⾃由的本质，不能与其他⾮⾃由的东西混淆。例如当飞机在天上飞

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它的功能，它能掌控他的快慢⾼低，它甚⾄可以盘旋翻转，

从这⽅⾯来讲它是⾃由的。但是它只能在⾃⼰的航线⾥飞翔，因为不按照航线

飞⾏，就有可能发⽣危险，那就危害到它的⾃由了，偏离航线的⾃由就是危害

了安全的⾃由，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个体结束了⽣命，那⾃由也就结束了，这

就叫⾃由的限制性。限制的出现是保证了⾃由能实现⾃由的可能，这种例⼦在

⽣活中⽐⽐皆是。例如红绿灯的限制，电器的使⽤限制等，都充分说明了⾃由

的限制性。 

               

                 第三章 ⾃自由和限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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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节由产品设计的创意谈起 

    关于⾃由与限制的关系的反应不仅仅是在⽣活中在艺术领域中的例⼦也⾮常

多⽐如在产品设计的领域就是很典型的例⼦。做设计总归是要为⼈做设计，要

考虑受众⼈群需求，总要受到⼀定的束缚和局限，不能天马⾏空。并且决定⼀

个产品设计的很⼤因素是技术和现有的⼯业和科技的发展，⼈总不能⽤没有⽣

产出来的原材料做设计。决定⼀个产品设计的因素还有很多，除了上⽂提到的

技术之外还有加⼯成本、⼯艺条件等。所以说，好的设计是“戴着枷锁跳舞”，

⽽这个枷锁指的就是限制。另外产品设计的可执⾏性是是始终要考虑的关键因

素，策划和构思是⾃由层⾯的，这个固然重要，但是能够应⽤更为重要。现在

的设计界，创意很多，但缺乏可操控性。但是不能因为⼀些因素的限制就降低

产品设计的创意。好的设计⼀定是在限制中调动⾃⼰所有的思维，取得意想不

到的效果，限制反⽽成了⼀种动⼒，能极⼤的激发⼈类的潜能。 

                        第⼆节从印象派的产⽣谈起  

    在西⽅艺术史漫长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史前美术，古代美术，中世纪美术，

⼗七世纪美术，⼗九世纪美术，现代主义美术，同时产⽣了许多流派，每⼀个

新的流派产⽣都是在不满已有的流派的限制中发展⽽来的。19世家印象派的产

⽣就是⼀个很好的例⼦。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古典的学院派，学院派有以下

⼏个特征：1 重规范，这些规范包括风格、题材、技法、艺术语⾔等。过分重

视规范，必然导致程序化的产⽣。2 重典雅，它反对激烈的个性表现。3 重传统，

它认为艺术应该是严肃的正确的。4 学院派⾮常看重技巧，对⾊彩极其轻视，

过分强调素描的作⽤，感情在学院派的绘画中是不能出现的。如果和这些学院

派的观点相背离是进不了官⽅沙龙的，⼀些热爱⾃由崇尚⾃然的艺术家很不满

这些⽇益落⼊俗套矫揉造作的绘画，他们⾛向室外，表现在光的照耀下斑斓的

⾊彩，注重绘画中对外光的表现和研究。这些画家⽤笔⼤胆泼辣，厌倦循规蹈

矩，对艺术⾮常狂热，这与冷静的学院派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强调主观，强

调瞬间的印象，画的是⼼⽬中的景⾊和对象，⽽不是再现现实中的对象，更加

强调特征，甚⾄夸张变形，只为接近⾃⼰⼼中⾃然的样⼦，这让传统的学院派



!6

⼤为不屑和鄙夷，于是才有了“印像派”这个侮辱的称谓，结果，印像派打了学

院派⼀记响亮的⽿光，成了⼀个在西⽅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流派。如果

没有古典学院派的诸多禁锢，⼈们也不会去寻找新的表现⽅法，所以说限制反

⽽极⼤限度的激发了⼈的创作潜能，从⽽创作出了新的东西。 

                  第三节  限制和⾃由的关系 

    综上所述，限制和⾃由不是对⽴的，⽽是相互依托的，限制是⾃由的源泉，

是达到⾃由不可脱离的途径，没有限制就没有⾃由。 

   

 第四章 通过⾃自⼰己的创作历程谈限制与⾃自由互相借鉴互相

成就的辩证关系 

    在我本⾝的创作中，对限制和⾃由的关系有很深的体会。我⼤学阶段学的是

油画，研究⽣转为版画专业，重点做⽊刻，研究⽣期间又参加了⼈⽂学院乔晓

光⽼师的剪纸⼯作坊，对剪纸也产⽣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我的创作中，这三

种表现形式都会出现，但这三种表现形式都有⼀些因为材料⽽产⽣的限制，我

从⼀开始的纠结到互相借鉴和转换，然后达到了某种⼀致，下⾯就以我的毕业

创作为例具体展开阐述。 

                          第⼀节    毕业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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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毕业作品分两个题材：⼀个是夜店⽂化《红磨坊》系列，⼀个是⼤众⽂

化《我⾛过了⽣活，我听到了歌唱》系列，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个题材，即⼈

在对梦想和快感的消费中如何找到⾃我的价值。⽣产的⽬的就是毁灭，当今社

会是⼀个⽣产⾼速发展的社会，必定要通过⼀定的渠道去消耗，消费场所应运

⽽⽣，夜店是这些消费场所的⼀个主要部分，在这⾥，⽇常⽣活状态被颠倒，

禁忌以及幻想拥有了实现的可能，如同贝尔说“⽩天是⼀个清教徒，晚上是⼀个

花花公⼦”。消费的本意是“摧毁，⽤光，消费，耗尽”，但是消费并不应该是他

的本意，⽽应是⽣活的补充。我画《红磨坊》系列期望能引发⼈的思考，我们

需要⼀种有节制的情感宣泄，从⽽找到⾃我存在的价值。创作系列⼆是《我⾛

过了⽣活，我听到了歌唱》，内容是跳⼴场舞或是听戏的普通⼤众。两个场所，

两种⼈群，两种状态下的⼈⽣。这两个题材从深处讲也在讨论关于如何在限制

与⾃由中找到⾃我。两个系列分别⽤油画，版画和剪纸来阐释。运⽤这三个不

同语⾔的画种来说明限制和⾃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暗合埃⽂在1988年出版

的《消费影像》⼀书中写到的“宽松的⾃由则是从狭窄的限制中获得的⾃由”。 

            第⼆节油画、版画、剪纸创作的限制与⾃由 

1 油画 油画（an oil painting；a painting in oils）是⽤⼲得⽐较快的植物油（亚⿇

仁油、罂粟油、核桃油等）调和颜料，在画布通常是亚⿇布，纸板或⽊板上进

⾏制作的⼀个画种。油画的颜料和其他颜料相⽐属于硬度⽐较强的颜料，⼲燥

的时间⽐较长，但是能长期保持光泽。油画颜料由于⾃⾝的特性，可以不加调

和剂厚涂，这样的遮盖⼒会很强，也可以加调和剂让颜料变得稀薄，这样颜⾊

就⽐较透明。总的来说，油画的⾊彩是⼗分丰富的，⽽且可以⽐较⽴体的表现

画⾯，这也是油画⾃由的⼀⾯。

油画⾃由的⼀⾯表现在以下⽅⾯: 

    1）颜⾊遮盖⼒较强，可以反复涂抹，颜⾊丰富，可以真实的表现画⾯，⽐较

随意 

    2）油画可以做底⼦增加画⾯的不同效果， 

    3）油画的技法也很丰富，搓，拍，揉，线，扫，跺，拉，擦，抑，砌，划，

点，刮，涂，摆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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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的局限性; 

    1）：对保存有⾼的要求，保存不当会变暗，变黄，⻳裂等 

    2）：对底⼦有较⾼的要求 

    3）：画画过程中程序和规则的不对会产⽣吸油的问题。 

    2 （传统的版画）主要是指⽊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漏印。⼑味和⽊味

是版画主要的特点，版画的种类很多，有⽊版画、⽯版画、铜版画，丝⽹版画

等。或者按颜⾊可分为：⿊⽩版画、套⾊版画等。按制作⽅法可分为：凹版、

凸版、平版，综合版、电脑版等。因为我的专业是⽊刻，所以这⾥主要谈谈⽊

刻。⽊刻是版画的种类之⼀ ，因为印制的特点，⽊板上的图像应该是反的，这

样印出来的图像才是正的。⽊刻版画所需的⼯具是⽊板，⽊刻⼑，纸张颜料，

摩擦器等。现在的⽊刻⽤的主要是椴⽊板，因为椴⽊板不容易变形）颜料选⽤

透明性能好的中国画颜料和⽔彩画颜料或是快⼲油墨。 

    版画有以下艺术特点（或者说是版画⾃由的⼀⾯） 

    1）．硬边。 

    2）．去掉⽩⾊，留下⿊⾊，效果独特。 

    3）.构图巧妙，⽤线的疏密表现画⾯ 

    版画的限制 

    1）：版画必须严格按照技术制作程序，从处理⽊板，到设计稿⼦，到刻，到

印制。 

    2）：要想进⾏版画创作，必须对要表现的对象进⾏归纳和概括，因为⽊刻不

可能达到逼真的效果，如果想表现对象，如果不归纳和概括是⽆法表现的。 

    3）：不管版画多么有印刷肌理变化，但他总归是平⾯的，这种平⾯性和⼯艺

性难免会有⼀种装饰的感觉。 

    3 剪纸，也可以称做刻纸，属于中国最古⽼的民间艺术之⼀。因为是镂空

的，在视觉上给⼈以通透的感觉。剪纸的载体可以是纸张或者代替纸张的布、

⽪⾰等。剪纸作为⼀种民间艺术形式，有久远的历史，流传较⼴。剪纸的艺术

造型⽣动质朴有趣，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剪纸中刻画的形象甚⾄超越了原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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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纸的⼯具很简单，⼀把⼑，⼀张纸。 

    剪纸的刻法 

    1）.正形 

    ⽤线造型，线线相连，形体以外的形剪去，也称阳刻。 

    2）.负形 

    ⽤块造型，剪空形，也称阴刻。 

    3）.正负形 

    既有阴刻又有阳刻。 

   剪纸是⼀种古⽼的流传与民间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它也属于造型的⼀种，但

它的材料太局限了，没有任何掩饰，⾮常直接。只有⼀把剪⼑，⼀张纸，要么

留下，要么剪掉，这种表达⽅式注定了不能⾯⾯俱到。但恰恰因为这种局限

性，造就了它的独特性和⽆法替代性。剪纸的表现注定没有细节的描绘，为了

达到效果，要将事物的特征极尽所能地进⾏夸张，所以剪纸给⼈的感觉很⼤

⽓，这种粗糙恰恰成了感动⼈的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剪纸承载着劳动⼈民对

美好⽣活的向往与憧憬，将⼀切美好的事物重新组合，打破事物原有的形象，

没有任何顾忌，尤其是民间吉祥物的运⽤，例如⽯榴，葫芦，花卉等都有它的

寓意，民间剪纸善于⽤常见的寓意吉祥的事物来描绘⾃⼰⼼中的美好⽣活，剪

纸感觉在描述⼀个⼀个美丽的梦境，在这⾥，只要是美的事物都可以聚集在⼀

起，夏天的花可以和冬天旳花⼀起盛开，⽼虎可以依偎在⼈的⾝边，天上飞的

鸟⼉⽔⾥游的鱼可以出现在⼀个平⾯上，剪纸的造型⼤多质拙朴素，充分体现

了民间特有的审美，在今天眼花缭乱的表现形式中，剪纸的这种质朴更显得珍

贵，令⼈感动。 

    剪纸的艺术特点（剪纸⾃由的⼀⾯） 

    1） 不拘泥于客观物想，⼀切为画⾯服务 

    2） “以象寓意”、“以意构象” 

    3） 率真之美 

    剪纸的局限性 

    1：材料的局限，⼀把剪⼑或刻⼑，平⾯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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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语⾔的局限性 

    只能是概括后的点线⾯，⽽且还不能断。 

    3） ：剪纸的民间性和装饰性 

    第三节 毕业创作中对油画，版画，剪纸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的相互借鉴和应⽤ 

    综上所述，油画，版画和剪纸各有其艺术特点，但也各有各的局限，在某种

意义上，限制是⾃由之母，⼈们之所以要追求⾃由，是因为在限制下感到了束

缚，所以才产⽣了摆脱限制的欲望，所以说限制是⾃由的前提，没有限制就没

有⾃由。如何利⽤这三者的艺术特点和限制进⾏创作，是我要讨论的核⼼内

容。 

  在没有接触剪纸和版画的时候，我的油画是⾮常随性且⼤多是即兴完成，画的

时候畅快淋漓，但总觉得最后的结果强差⼈意，偶然听了⼀次课，⼀位学者讲

述画画是什么，有⼀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讲画画如下棋，要找到潜在的对

⼿，这个对⼿我理解为是⼀种限制，要给⾃⼰设置障碍，这样才能深⼊的思

考，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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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画画象在画⾯上不停

地“奔跑”，跑完之后接着下⼀轮奔

跑，画⾯上只留下匆忙的脚印如惊

鸿⼀瞥，我在剪纸和版画中得到启

发，控制⾃⼰的⽤⾊包括轮廓线的

运⽤，如图（1-4）所⽰：这张丙烯

图5

图6

图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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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和塑造⽅法就是借鉴了剪纸的表现形式。民间剪纸就是利⽤纸的局限⼤

做⽂章，思维⽅式是

展开式的，因为材料

的局限，只能在构图

上采⽤平视构图，剪

纸的创作可以不顾及

体积的表现、不顾及

透视和⽐例，不讲究

纵深，不同时空的物

体可以出现在同⼀个平⾯。剪纸的造型是扁平⽽完整的。传统绘画概念中有关

的透视，⽐例，主次等的尝试在这⾥是完全颠覆的，民间剪纸将不同时空的不

同景物进⾏描绘，将创造者的绝妙匠⼼以及求全的审美愿望充分体现，轻形似

重神似，多⽤夸张变形的表现⼿法超越了现实改变了⾃然原形通常的标准。在

图（2）中就借鉴了剪纸的这些特征，⿊⾊的平涂的背景，但因为是硬⽑刷刷出

来的底⾊，有笔触的痕迹，画⾯中男⼦的脸半⿊半⽩，形象的刻画只是⼀个轮

廓，低头的⼥⼦只画出了⼥性特征，画⾯中抛弃了空间，这样使表达的主题更

明确。 

  在我的剪纸创作中，也借鉴了油画和版画的表现形式，⼀般来讲，剪纸都是民

间的、平⾯和装饰性的，我想突破这种民间剪纸的特性，⼈们提起剪纸，并不

认为是“作品”，更多的⼈第⼀时间想到的是窗花，想到的是⼤红的“喜”字。我

想表现剪纸的绘画性，撕掉它⾝上民间和⼯艺性的标签，所以我把剪纸当做⼀

张⿊⽩⽊刻来处理，于是剪纸作品《红磨坊系列》诞⽣了。在画⾯中，我没有

任何传统剪纸的纹样，抛弃了惯常的表现因素，完全⽤⼀种现代的场景的因素

去描绘和刻画。见图（3）我利⽤画⾯中物体的互相遮挡，⽐例的⼤⼩，线条的

疏密来表现夜店中狂欢的景象。尽量不⽤规矩的线条，⽤⼀种写意的⽅式来刻

画。⼒争在有限的⼯具和表现语⾔下，极⼒去塑造画⾯纵深感和体积，强调绘

画性。如图（4） 

   因为是版画专业，所以毕业创作展⽰的是《红磨坊系列》的⽊刻作品，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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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画创作中，⾸先我借鉴了油画的表现⽅式，例如⽤笔的随意性，⼀般的版

画会受到⼑法的限制，画⾯⽐较有装饰性，我期望在版画⾥也寻找到⾃由和随

意的感觉。我抛弃掉⽊头的纹理和传统⼑法的组合，我认为好的创作应该在继

承上加以创新。我刻版画时也是⼀⽓呵成，寻找⽤笔的流畅和⾃由感，如图

（5）：另外我借鉴了剪纸的艺术特性——⾮⿊即⽩，抛弃了画⾯中灰调⼦的处

理，中国的传统版画应该是⿊⽩的，西⽅的版画才是在表现⿊⽩灰，当然，艺

术没有国界之分，重要的是找到更适合表现⾃⼰的创作⽅法。剪纸的特性让我

在对⿊⽩的狂热迷恋中找到了更适合我的表现形式，画⾯追求单纯和简练，让

纯粹的⿊⽩语⾔来说话，没有⼀点灰的成分画⾯的张⼒反⽽更⼤。我还借鉴了

剪纸中画⾯不能断的特点，这样整个画⾯更加贯⽓，画⾯更具有完整性。如图

（6）：剪纸中对形体的⾼度概括我也运⽤到了版画创作中，舍弃细部，夸张特

征，这样更接近表现物象内在的东西，如图（7）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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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结 语 

      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的，进去的⼈

也多；引到永⽣，那门是窄的，路是⼩的，找到的⼈也少”。其实，在条条框框

的约束下，⼈的潜能才能完全被激发，就像失明的⼈听⼒会很好，失去双脚的

⼈⼿会超越常⼈的灵活，在⼀定的限制下，⼈们才会集中精⼒去思考。 

    综上所述，限制在艺术创作领域⾥，不是可怕的禁锢，它是达到⾃由的源泉，

他们是互相成全的，我们不怕限制，在限制⾥我们会找到另外的出⼜，限制会

让我们⾛的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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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谢 

   本论⽂的⼯作是在康剑飞导师的悉⼼指导下完成的，康剑飞导师严谨治学的

态度和开阔的思维⽅式给了我很⼤的启发和帮助，在此衷⼼的感谢康剑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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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版画的研究⽣，但是我很多时间⽤在了画油画、剪纸上，我们的研究⽅向

是版画的应⽤性研究，康剑飞导师认为版画不仅仅是做版画，还可以⽤版画的

思维来思考其他的领域。他不仅没有制⽌我画油画、剪纸，反⽽⿎励我在其中

寻找到⼀种打通的⽅式，两年的学习中，获益匪浅，这篇论⽂也得以产⽣。再

次感谢康剑飞导师。

   远在苏州的何同学，也给与了我很⼤帮助，他对我如何写论⽂给了专业的指

导，他笑谈他看到的初稿是“⽑⽑谈艺录”，不是论⽂，经过再三修改，应该逃

脱了“谈艺录”的影⼦，是⼀篇论⽂了。谢谢何同学。

   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在⼀起探讨，碰撞，让观点更加完善，表述

更加清楚，谢谢你们。

   还要感谢那些前辈，让我有好多经验可以吸取，好多资料可以参考。

                                      

                      

                              张开愚

                                    2015年3⽉25⽇于中央美术学院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著发表

序号 作品/论⽂文/著作名称 期刊/出版社 发表时间 作者排序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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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序
号

获奖/展览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级别 地点

1　
试验⽥  第⼆届中央美术学
院研究⽣作品展 

中央美术学院
研究⽣会 2014　校级　

北京 
元典美术馆
　

2　
第⼗五届全国藏书票暨⼩
版画展 
　

中国美术家协
会藏书票研究
会  ⼴东省美
术家协会版画
艺术委员会

2014　国家
级　

⼴东
东莞市莞城美
术馆

3　 虚苑版画新锐奖 

中国⽊板基⾦
会 
北京虚苑⽂化
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2014　 　 北京　虚苑美
术馆

4　 庆祝建国六⼗五周年河北
省美术作品展

河北省⽂化厅
河北省⽂学艺
术界联合会
河北省美协
　

2014　省级　

河北⽯家庄
⽯家庄美术馆

　

5　
共振　 第三届中央美术学
院研究⽣作品展 北京 元典
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
研究⽣会　

2015 校级　北京
元典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