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中鱼之二／Fish in the Water No.2／水中魚其の二
1999 水印木刻版画／Waterprint Woodcut／透かし木版画 69×5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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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The Spring Equinox／春分
1993 水印木刻版画／Waterprint Woodcut／透かし木版画 69×9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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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图式／Scenery Schema／風景図式
1998 水印木刻版画／Waterprint Woodcut／透かし木版画 72×8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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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之一 
Fan No.1
扇其の一
1992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37×50.5 cm

→
扇之二
Fan No.2
扇其の二
1992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36×50.5 cm

↑ 
唐纹青花碗之二
Tang Patter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Bowl
唐模様染め付け碗其の二
1989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24×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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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之四

Erhu No.4
琴其の四

1991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69×136 cm

↖
琴之一

Erhu No.1
琴其の一

1991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69×119 cm

←
阮

Ruan
阮（ルアン。弦楽器）

1991
水印木刻版画 

Waterprint 
Woodcut 

透かし木版画
38×9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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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小林敬生 & 陈琦作品展，亚洲艺术中心（北京），2019
Right Place Right Time—Artworks by Keisei Kobayashi & Chen Qi, Asia Art Center (Beijing), 2019







从 1986 年至今，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在我的艺术实践中，那就是对中国式心智的
不懈探求，并试图通过繁杂的手工劳作纯化心灵和智性，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领
悟。我想 “本质” 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 “原点” ，由此出发，经物质媒介的表现再回
到原点。这是一个密布诱惑、陷阱的创造之路。

—陈琦

There is a main concept that runs through my art practice since 1896, that is, to achie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hings by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f Chinese wisdom as well as 
refining it through complicated manual work and techniques. I believe that the “essence” is the 
“origin” of an artist’s creative inspiration, from which we can trace back to its origin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media and materials. The circulation from the origin back to the origin is a 
road to creation with serried traps and temptations. 

—Chen Qi



本来，生难择世，当事人说了不算。能得时势之利而步步践行到达理想
境地的旅程，却又是非有清晰理念和执着笃行者而不能企及的。陈琦曾
说：“我们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就应该把手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不辜
负这个时代，才不辜负自己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所谓 “生逢其时”者，
此之谓也。

华夏与扶桑，隔海相望，虽近犹远。千年来恩怨交织，重复上演着熟
悉和陌生；在文化上则互哺不息，历代先贤的履踪交迭，留下一部长
长的交流史。近年来中日版画交流再趋活跃，双方都希望借此调整各
自的关注视角，重启交流互利的新历史生长。本展当此回暖时节举办，
可谓得时流移变之利，也当是一段 “生逢其时”的佳话。

2019年 3月 
杭州



陈琦 Chen Qi



02



来自日本的小林敬生，和中国本土的陈琦，都是在海内外颇具
影响力、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的杰出版画家，自不待言。

小林矢志投身艺术，是日本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未久的1963年。
是年，陈琦出生，按齿序，两人间有将近 20岁的间隔。陈琦开
始专业学习的上世纪 80年代初，又恰好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模
式后不久。所以，20年这数字，约莫也恰好是两个国家国运鼎
盛时期的先后间距。

在历经了蒙昧和闭锁之后，骤然开启的思想空间和信息窗口，
让新鲜和活泼的空气扑面而来，也为青春的躁动合上社会进步
的节拍，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于是，有一些生命就得以开始其
茁壮的成长历程，比如小林敬生和陈琦。

小林的作品，从关注社会现实的波澜激荡，揭示生存环境的变
异，逐渐将重心放在对未来的乐观设想的描绘，眼神由犀利转
为慈祥，画面情态也由激越转为祥和 , 展现的是对地球众 “生”
和睦共栖的希冀。陈琦的作品，则由从对身旁器物和周遭景物
的凝视，逐渐演进到对抽象图形与文化情怀的结合体的不倦探
求，视线由表入里，要素由繁入简，画面情境则渐趋深邃幽玄
而试图探及 “生”之要义。

小林擅用源自欧陆的木口木刻为技术和表现的手段，一以贯之，
倏忽半个世纪。陈琦则始终钟情于本土原产的木版水印，不离
不弃，迄今也逾三十年。长久地沉浸于研习和发掘，不仅使两
人在制作技术上都踞于各自门类的顶端，更使各自对 “生” 的切
切挂怀，找到了栖身与彰显的恰当载体；也令古老的技艺因此
而得到新颖的演进生机，成就了 “携技术共生” 的传说。陈琦素
以 “在技术的基础上演进生长”为座右，小林则说：“艺术家用手
来思考”。诚如是。

两人的生长路径，与当地当时的潮流走势多有龃龉，途中也不
无质疑的声音入耳。端赖二人的矢志不移，也好在身处多元化
的时代，才得以在众生纷纭中，安静地辟出独属个人的生命语
境，同时也以自己的生长响应时代。正如小林所言，抽离了时
代因素，将无从谈论其作品。时代造人，复又因人而生动丰满，
又岂非时代之幸。

生逢其时
策展人 张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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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 Chen Qi

時 代 に 恵 ま れ 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