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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 

1986 生于北京  

2004-2008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本科   

2008-2011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研究生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个展： 

2012年10月 陈卓个展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杨画廊 

2011年08月 陈卓个展 一瓣世界                                                      杨画廊 

 

群展: 

2013年01月 人间粮食--联合国世界50周年纪念主题艺术展              林大艺术中心 

2011年11月 瑞居艺术计划                                                               瑞居 

2011年01月 那些最为卑微的风景                                                    北京空间 

2010年10月 六+六能量承启                                                            杨画廊 

2010年08月 BCA*Timeout 青年艺术市集”我是”                          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 

2009年08月 from zero to hero                                                      星空间 

2008年05月 学院之光”童话今天”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中央美院&西安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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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的绘画作品纯净的很干脆，没有扭捏造作，也没有很强烈政治
诉求或者社会学观点；每一笔绘画都是从最基本的美学结构基础出
发。陈卓的每一张画都好像一段韵脚明快诗句，不冗长，不晦涩，
但却充满了希望和幻想；她的作品在欣赏光明的同时也在赞美黑暗
，她甚至不去掩饰各种情感的流露，也不会阻隔突如其来的灵感的
影响。陈卓在创作的同时也是在自我审视的过程，拒绝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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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0日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杨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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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和夏日约会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100cm 
已被收藏  

 



e.  contact@galleryyang.com 
t.  +86-10-59786688 
a.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 
    798艺术区创意广场东侧20库 
    www.galleryyang.com 

名称: 最初的对话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100cm 
已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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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爱你噢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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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你飘动这迷人的身体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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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你从哪里来?”,“天上”/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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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青少年红橙黄白蓝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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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晚安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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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力之山vs葵乃花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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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陨霜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30cm 



e.  contact@galleryyang.com 
t.  +86-10-59786688 
a.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 
    798艺术区创意广场东侧20库 
    www.galleryyang.com 

名称: 飞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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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MO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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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希特勒/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ф 30cm 



e.  contact@galleryyang.com 
t.  +86-10-59786688 
a.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 
    798艺术区创意广场东侧20库 
    www.galleryyang.com 

名称: 爱丽丝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等边三角形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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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库伊拉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等边三角形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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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桃乐西 / 年代: 2013 / 材质: 布面油画 / 尺寸: 等边三角形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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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不服输的扑克牌/ 年代: 2013  材质:扑克牌上素描/ 尺寸: 10.5*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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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天堂/ 年代: 2013  材质:笔记本上素描/ 尺寸: 15*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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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流浪的小八卦 / 年代: 2013   
材质:纸条，玻璃管 / 尺寸: 10*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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