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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 young artist, independent curator, guest lecturer at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Visual Art and Design of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Wen, jewelry artist, guest lecturer at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graduated 

from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further studied jewellery design and 

craft in ECOLE BJOP in Paris.

The two persons co-founded the Dongchang Brand in 2012.

Dong Chang is a community of aesthetic ideas. Using art and jewellery as a 

carr ier ,  Dong Chang has been leveraging its brand advantage and art ist ic 

strength since 2012. By integrating abstract order and cultural value, Dong Chang 

has been engaged in exploring and practising aesthetics of life, assuming the 

function of art exchange, exhibitions and creativity. 

張硕，青年艺术家，独立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师，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

陳小文，珠宝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师，毕业于广州美术

学院装饰艺术系，后赴巴黎珠宝工会研读珠宝工艺与设计。

二人于 2012 年创立東長品牌。

東長是美学观念共同体。2012 年至今，東長以艺术与珠宝为载体，

发挥品牌专长与艺术优势，结合抽象秩序与文化价值，探索和实

践当代的生活美学。承担艺术交流、展览、创意等职能。

2020.11.17 肖全拍摄于深圳东长南头古城店

About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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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简述 / Bief introduction

2008 年陈小文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张硕毕业与广州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

2011 年陈小文毕业巴黎 BJOP 高级珠宝学院。

2012 年 3 月 12 日陈小文与张硕共同创立东长首饰设计师品牌。

2016 年 3 月 14 日东长在深圳开设第一家品牌概念店。

2016 年 3 月完成了历时五年的学术研究项目《25000 年世界珠宝首饰历史研究》汇编。

2016 年 9 月张硕与陈小文作为策展人，策划了第一届中国当代独立珠宝首饰艺术家与设计师作品

展《作》，即一人一件代表作，于深圳前海一会。 

2018 年 4 月 20-30 日東長品牌展览 - 在线，于当代艺术馆展出。

2018 年 6 月 23 日，张硕与陈晓雯个人画展《速写》，艺术顾问滕斐老师，展于前海壹会。

2018 年 12 月 14 日東長第二家实体店 - 深圳诚品生活店开业。

2019 年 4 月 13 日東長深圳深业上城店开业。

2020 年 8 月 26 日東長深圳南头古城店开业

高校教学 / College Teaching  
 
2013.7.6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学《关于独立设计师创业》

2016.3.1 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学，主题《25000 年世界珠宝首饰历史研究》

2016.3.17 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学《，主题 25000 年世界珠宝首饰历史研究》

2016.6.3 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学 4 周《25000 年世界珠宝首饰历史研究》

2018.3.21 深圳大学客座讲学 4 周课程，主题《独立设计师的创作与实践》

2018.5.21 广州美术学院客座讲学 8 周，主题《独立设计师的创意跨界》

2019.4.4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8 周课程，关于《我》主题首饰研究。

2021.9.9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授课 6 周关于《我》的首饰

2021.10.11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课外研究生导师授课

讲座 / Lecture

2013.1.20 华·艺术沙龙讲座《心赋予物的精神》

2013.5.8 华·艺术沙龙讲座《让首饰艺术走进生活》

2013.8.10 广州艺术画廊扉艺廊讲座《心赋予物的精神》

2013.9.18 广州艺术画廊扉艺廊《一件首饰的从无到有》讲座

2013.9.2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珠宝首饰讲座

2014.7.12 广州 oce 沙龙《小文的留学杂谈》

2014.8.16 深圳新闻网讲座《东长品牌》

2014.9.25 东长讲座，与腾讯大厦《关于东长的成长》

2016.4.24 深圳珠宝设计师协会邀请讲座《25000 年世界珠宝首饰历史研究》

2016.12.31 洛客设计师节讲座《关于东长》

2017.3.21 洛客设计师节网络直播聊天分享

2017.4.22 深圳设计周访谈《畅谈深圳设计品牌》

2018.6.5 广州美术学院 300 人阶梯课室演讲《東長的独立美学》

2018.7.28 深圳洛客设计师平台《東長的独立美学》

2018.10.3 深圳里约空间讲座《東長的独立美学》

2018.12.15 广州造就讲座《我们和首饰的故事》

2019.6.10 深圳龙岗文化馆讲座《東長独立美学》

2019.10.21 广州设计周 K11 分享讲座《東長的独立美学》

2019.12.26 深圳高北十六创意园区邀请讲座《東長对美的展开》

2020.12.7 深圳欢乐海岸邀请讲座《这是我和小野猫之间产生的思考》

参加展览 / Exhibition

2012.12.8 深圳大梅沙游艇会珠宝设计师作品展览

2013.10.29 中国国际独立设计师邀请展，于北京

2013.11.16 广州美术学院 60 年校庆优秀毕业生作品展

2013.12.9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回顾展

2014.7.5 广州 oec 首饰设计师作品展

2014.9 北京 9 月设计师周《中国新势力》首饰展

2015.9.1 深圳中国首饰设计师作品展，宝立方馆

2015.9.6 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师作品展《序》雅昌馆

2015.11.6 深圳工业设计大展，会展中心

2016.9.12-16 中国当代独立首饰设计师展《作》展览，前海一会

2016.11.26《作》华美术馆华沙龙首饰展，华美术馆

2016.4.8-12 东长新品发布展 ontimeshow 上海

2016.10.16 东长新品发布展 ontimeshow 上海

2016.11.6 深圳工业设计大展，会展中心

2017.10.18 东长新品发布展 11showroom 上海

2018.4.20-30 東長品牌展览 - 在线，于深圳当代艺术馆

2018.6.22-7.29 東長绘画作品展《速写 Sketch》于深圳前海壹会

2018.10.1-31 深圳里约空间，東長绘画作品展《速写 Sketch》

2019.3.18 广州美院工业设计学院，关于《我》主题首饰课程展，指导教师张硕、陈晓雯、

胡好、庄嘉菁。

2019.4.20 深圳平面设计师协会邀请展，深圳设计周

2019.6.10 深圳龙岗文化馆艺术画作与首饰个展《速写》

2019.8.31《猫》画作与首饰展览，深业上城

2019.10.11 比利时品牌 JPK 艺术家邀请展，作品《生活没有问题》

2019.10.30 环同济设计周，南象当代首饰设计展，于上海

2019.11.17 深圳艺博会，山竹计划，艺术家邀请展《遮盖》

2020.7.8 《当我们谈论猫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安云艺术空间展出

2020.7.11 《炙热》当代艺术邀请展展出东长装置艺术《红尘》于安云艺术空间

2020.10.15-19 当代佛教生活美学《真心应物》佛事展，《红尘》展于厦门

2020.11.2-4 东长《红尘》展于深圳会展中心

2020.11.28-2021.1.3 东长《红尘》展于深圳南头古城

2021.4.28-10.28《东长对美的展开》展于杭州融创运河印

2021.7.1-9.1《东长对美的展开 - 汉字意义与文化传承》展于深圳南头古城

2021.10.21《我》课程成果展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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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红尘，是東長艺术家张硕和陈小文 2016-2022 年创作

的一组装置艺术作品，由大到小共 74 粒佛头，经由 6 年的自

然消减过程从佛头变成一粒沙，直至消失。

艺术家用佛像作为载体，呈现铸造过程中由于物理热胀冷缩的

不可抗性缺陷下，所产生的有趣消减与变形过程。每经过一次

失蜡铸造，佛像的大小和轮廓便会逐次收缩与模糊。用前一个

消减后的造型作为下一个失蜡铸造的对象，持续往复，最终消

磨成一粒沙，化为尘。从佛到尘，成、筑、毁、空。

金刚·红尘的艺术项目的展开，正是运用艺术装置中的 10、

41、55、61、68 号等颗粒解构或组合的再次创作过程。

Wisdom·Dust-is a group of installation works created by Dong Chang 

artists Sio and Wen from 2016 to 2022, with 74 pieces from large to 

small.

We use the Buddha statue as a carrier to present the interesting process 

in jewelry production due to the irresistible defect of physical expansion 

with heat and contraction with cold. The size and outline of the Buddha 

statue will shrink and blur one by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former 

contracted shape as the object of the next mold turning, it keeps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finally dies into a grain of sand, which is broken into 

dust. Originating , constructing , eroding , disappearing . Buddha comes 

into d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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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1《炙热》当代艺术邀请展《红尘》装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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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1《炙热》当代艺术邀请展《红尘》装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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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筑

毁

空

WISDOMWISDOM DUST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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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5 东长红尘艺术项目入驻元宇宙，NFT 红尘视频上链

2021.11.8 NFT 红尘视频展于拉萨吉本岗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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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6 東長制作红尘系列过程

page 26 page 27



No.33

2018.07.16

width:4.8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

No.36

2018.08.22

width:4.5mm

contraction:0mm

contraction rate:0

No.43

2020.05.23

width:4.2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3%

No.39

2019.12.02

width:4.4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2%

No.47

2020.06.24

width:3.9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5%

No.54

2020.07.14

width:3.1mm

contraction:0.2mm

contraction rate:6.1%

No.62

2020.08.16

width:2.2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4.3%

No.66

2020.09.27

width:1.8mm

contraction:0mm

contraction rate:0 

No.50

2020.07.03

width:3.4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9%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No.39

2019.12.02

width:4.4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2.2%

No.54

2020.07.14

width:3.1mm

contraction:0.2mm

contraction rate:6.1%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No.62

2020.08.16

width:2.2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4.3%
No.66

2020.09.27

width:1.8mm

contraction:0mm

contraction rate:0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No.62

2020.08.16

width:2.2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4.3%

No.36

2018.08.22

width:4.5mm

contraction:0mm

contraction rate:0

No.54

2020.07.14

width:3.1mm

contraction:0.2mm

contraction rate:6.1%

No.62

2020.08.16

width:2.2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4.3%

No.62

2020.08.16

width:2.2mm

contract ion:0.1mm

contract ion rate:4.3%

No.66

2020.09.27

width:1.8mm

contraction:0mm

contraction rate:0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No.58

2020.07.27

width:2.6mm

contraction:0.1mm

contraction rat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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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2 红尘珠宝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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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Customize

WISDOMWISDOM DUST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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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WISDOM DUSTDUST

Gift  Custo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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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

—维特根斯坦

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比利牛斯山的原始岩洞之前，

以边缘来描绘自己；

在佛洛依德之后，

以艺术来叙述精神。

精神像一个滤器，经过它一切都会翻译成一个新的形式。主观视角决定了

物质的状态，任何描述的我，都不是全息的我，都是主观愿望排序后的我，

所以我有很多个我，存在仅限于精神现象的重构。

艺术仅表达为艺术家的精神。

The human body is the best picture of the human soul. 

-Wittgenstein

What we see in it,

Before the original caves of the pyrenees, paint yourself with edges;

After Sigmund Freud, the spirit is expressed in art.

Spirit is like a filter through which everything is translated into a new 

form.  Subject ive  perspect ive  determines the state  of  matter .  Any 

description of me is not a holographic one, but the one after the ranking 

of subjective desires. So I have a lot of individuals whose existence is 

limi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ntal phenomena.

Art expresses only the spirit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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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系列画作二十副  | Sketch·series

张硕 Sol / 小文 Wen

2018-2019 年

Size _ 65 x 90cm

Producer _ 滕斐 Tengfei

Material _ 180g 特种脱酸素描纸

                 Deacidification paper 180g

Process _ 爱普生艺术微喷 Epson P20080

Printing _ 白墙视觉艺术 Baiqiang Fotoshop

艺术家签名于画面 Artist's Signature

《速写》主题绘画与首饰衍生作品展

dongchangdongchang

exhibit ionexhib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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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系列

Sketch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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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源起 -

2018 年，東長受深圳美术馆邀请，为深圳美术馆创作艺术衍生品首饰，

而后其作品草图被艺术家滕斐先生赏识，故为東長策划个人画展《速写》，

東長以“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为原点，创作 22 副画作，

且每副画作均对应一款衍生首饰，画作 22 副与衍生首饰 22 件同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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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_ 速写 | Sketch·02#

Type _ 吊坠 | Pendant / 耳饰 | Earring

Quality _ 银·镀 18K 金

Size _ 60mm*21mm

Price _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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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系列 | Sophisticated·series

关于态度

关于生活方式

哲学的猫

以先锋、诙谐、酷

完成自我

-

Sophisticated

Attitude & Lifestyle

-

Sheek / Humor /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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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8《当我们谈论猫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展览于深圳安云艺术空间

dongchangdongchang

exhibit ionexhib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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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1 猫绘画展及艺术衍生品展，展于深业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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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ONGCHANG 

猫·系列画作九副  | Chat·series

张硕 Sol / 小文 Wen

2019 年
Size _ 65 x 90cm

Price _ ¥2100¥

Producer _ 滕斐 Tengfei

Material _ 180g 特种脱酸素描纸
                 Deacidification paper 180g

Process _ 爱普生艺术微喷 Epson P20080

Printing _ 白墙视觉艺术 Baiqiang F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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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系列周边衍生品 -ifcats 猫粮罐头 猫系列周边衍生品 - 不言 X 东长，挂耳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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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 授 权 品 牌   Cooperation brand

ifcats 猫粮罐头

洛客设计师平台

不言挂耳咖啡

茂源纸品纸艺

闲盐布艺

盈冠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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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 line - 

如白描作画，以勾线为初始。

如轻盈的淡墨，不设色，不铺陈。

白描呈现线的二维到三维的立体转化，

展现层次交错的多视角佩戴美感，

干净的基调上融入金线堆叠感和立体感，

与肌肤的触感也更为亲近舒适。

-

将光线画在肌肤，

留一缕低温的光。

白描是中国绘画的一种勾线技巧，白描系列首饰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東

長对中国线性艺术的研究与思考。

-

线是怀素的草书，中国的书法像是抽象艺术创作，线足以表达丰富的

信息和美，是抽象的美。

-

线也是吴道子的《观音送子图》（艺术家滕斐先生临摹版本）。也是

马蒂斯和席勒，具象的信息，感官的具象美。在艺术表现上东方区别

于西方，在首饰上也如此。

-

東長的白描系列作品经由中国绘画内观哲学的思考，以珠宝首饰语言

表达留白与惜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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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系列

line ·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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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DONGCHANGDONGCHANG

X ARTISTX ARTIST

page 130 page 131



page 132 page 133



page 134 page 135



page 136 page 137



page 138 page 139



page 140 page 141



  XX

DONGCHANGDONGCHANG

XX    ARTIST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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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DONGCHANGDONGCHANG

XX    ARTIST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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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DONGCHANGDONGCHANG

XX    ARTIST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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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DONGCHANGDONGCHANG

XX    ARTIST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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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changdongchang

exhibit ionexhib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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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BEFORE THE BEGINNING

在开始之前

当代首饰珠宝设计师联展

page 158 page 159



dongchangdongchang

research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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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9-10.21 東長授课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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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术学院授课《25000 年人类珠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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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長南头古城店

南头古城店 - 深圳·南山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中山南街 33 号 NT131 铺

NT131, No.33 South Zhongshan Street,Nantou

Ancient Town, Shennan Boulevard,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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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策划 /Plan

张硕 Sol  陳小文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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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支持 /  Su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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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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