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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Sand Monument, New Mexico, photograph by Eugene Neduv ©2018 Chapeau Echo 

这是⼀一个发⽣生在2017年夏天的⽐比较⻓长的访谈。整理成了⼀一万多字的底稿后，我发现何⾬雨叙说的不只
是她个⼈人的历史，更是从以奥运为分界点的2008年到现在，越来越多艺术类别的年轻⼈人⾛走出国⻔门，
发现⾃自我，利⽤用⺴⽹网络建⽴立社群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同于90年代以男性为主的艺术群体漂流海外的反
叛历程，⽽而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时代可能⾯面临的关于选择的困惑。

另外，何⾬雨“跟随⼼心灵”（spontaneous）的世界观也在采访后点亮了笔者头顶的⼩小灯泡—有时候，⽣生
活的改变并⾮非来⾃自于执⾏行层⾯面，⽽而是来⾃自于意识层⾯面。

以下是关于纽约佩斯画廊研究档案员、否画廊联合创始⼈人、回声古董帽制作者何⾬雨的采访，关于她
从“光华后宫体制”、到“⿊黑⽺羊”、到住到草场地、并最终来到纽约学习、⼯工作并发起⼀一系列社群活动的
故事。

 0. 你如何看待你⼏几个⾝身份之间的关系？

何⾬雨：这是我个⼈人⼀一段时间以来很挣扎的事情，但我现在慢慢找到了平衡。我有⼀一份朝九晚五的⽩白
天的⼯工作（day-time job），在佩斯画廊做研究档案员。我很感激佩斯给我这个我很喜欢的⼯工作。佩
斯确实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画廊，尤其在学术档案这⽅方⾯面。我研究梳理这群艺术家从60年代起和佩
斯的联系。⼀一个画廊能花费50多年培植艺术家，和艺术家⼀一起成⻓长，并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这让
我敬重。



这个⼯工作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和起步学习的机会，但是当做了六年以后，也会发现很多问题，也
会觉得这个艺术世界从8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于60年代。60年代时艺术是
个很⼩小的圈⼦子：画廊和艺术家⼀一起成⻓长，藏家也是普通⼈人，作品不是⼏几百万的作品，只是500美⾦金，
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现在艺术变成了资本游戏的⼀一部分，⽽而⼤大画廊肯定其中⼀一环。现在我有时会
更“愤世嫉俗”地（cynical）看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当然藏家是因为喜欢艺术才收藏的，但很多时候
他们也有投资的考量，那么这份喜爱是带着⼀一定倾向性的。⽽而且中间有越来越多的“闹剧”
（drama），越来越难筛选真正的藏家和投机的藏家。虽然画廊想区分他们，但藏家也会⽤用各种⽅方
法逃开画廊的审核吧。

⼤大画廊的⼯工作会让我觉得，为了维持我的艺术理想，我需要做⼀一个真正实验性的东⻄西，和主流运营
体制不太⼀一样的空间，所以我做了否画廊（fougallery.com；微信公众号: fougallery）。它像⼀一个试
验⽥田，可以去犯错。在⼯工作的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犯错的。但是在否画廊，年轻的艺术家，⽐比如
刘唱、常⽻羽⾠辰，在这⾥里做了⼈人⽣生中第⼀一个个展，或者是像摩根·奥哈拉（Morgan O’Hara）这样的艺
术家—她76岁了，但还是觉得能有⼀一些新鲜感。我希望这个地⽅方能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safety 
net），⽆无论是年轻的还是有资历的艺术家，都可以不⽤用怕犯错，不⽤用怕主流艺术体制下⼀一环扣⼀一环
的关系⺴⽹网的眼光。

▲《刘唱：程式之美》场景图, 2016

摄影：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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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直觉得否画廊不是主流意义上的商业画廊。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可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从艺术家沟通、展览策划、到画廊的管理，以及维持它运营的资⾦金来源我都希望做到多样
化，⽽而不同于传统的⼤大画廊依赖1%的藏家，然后变成⼀一个专属的⼩小圈⼦子（exclusive circle）很⾼高冷
的状态。

▲《摩根·奥哈拉：⿊黑暗中的场境转换》场景图, 
摄影：Eugene Neduv，何⾬雨, © 2018 摩根·奥
哈拉，致谢否画廊



帽⼦子是机缘巧合、差不多是跟否画廊同时做起来的（chapeauecho.com）。我⼀一直有收集古董帽的
习惯，但他们很多时候都残破了、坏掉了。有⼀一天我就在东村发现⼀一个帽⼦子店，过去问，价格很贵，
关键是那个设计师有⼀一点“凶”（aggressive）。我就想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好了。于是我在旁边⼀一家⼩小
店买了⼀一个20年的⻉贝雷帽。那家⼩小店感觉很好，是⼀一个⽼老奶奶在堆满的东⻄西的店⾥里和⼀一个⽼老爷爷在
进⾏行很哲学的谈话—你知道，纽约仅存的⼏几家⼩小店那种感觉。我就找了那个20年代的⻉贝雷帽，然后
上⺴⽹网跟着Youtube学做⻦鸟笼。那时候还是微博的年代，我于是就戴着帽⼦子发了⼀一张图⽚片。有⼀一个费城
的⼥女孩留⾔言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帽⼦子，能不能买？她想毕业展的时候带。我就寄给她了，我们后来
还成为了朋友。⽽而她后来还成为否画廊最早的藏家之⼀一。

▲回声古董帽的徽标由艺术家张晓刚绘制，现居纽约的⽇日本设计
师Mine Suda设计。图⽚片和⽂文字来⾃自chapeauecho.com

刚开始都是朋友希望我给他们做帽⼦子，渐渐就变成了我想持续的项⺫⽬目。帽⼦子变成故事的载体，⽽而我
坚持把每个帽⼦子的故事写下，也希望这些有帽⼦子的⼈人能把故事寄给我。⽐比如很多⼈人买帽⼦子是为了婚
礼，她们会把婚礼的照⽚片发给我，⽽而我⾛走进了她们⼈人⽣生。我也跟很多帽⼦子的收藏者变成了朋友，所
以就是不知不觉平⾏行做下去。

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帽⼦子放到否画廊设计商店。按照⻄西⽅方职业体系下的训练，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重⼤大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如果你创作了什么东⻄西，你应该在别的地⽅方卖它，⽽而不是在
⾃自⼰己的画廊，就像艺术家不会⾃自⼰己开画廊卖⾃自⼰己的作品⼀一样。但是我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机构。之前
和别的机构的合作让我有⼀一点和获得帽⼦子的那个⼈人的脱离感。如果我把帽⼦子放到商店⾥里，它就变成
了⼀一个物，好像失去了联系。那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价格和⼀一个物件，看不到背后的⼈人做出的努⼒力。
所以后来我不介意直接找我买帽⼦子的想法。

同时我想给否画廊带来更多的利润，因为在纽约维持⼀一个空间太难了，我要考虑如何收⽀支平衡。帽
⼦子⽐比作品好卖很多。毕竟作品只能放在家⾥里，⽽而帽⼦子是⼤大家愿意去戴的，可以像买个⾸首饰或包⼀一样
“不惜重⾦金”。

▲ 周六固定开放⽇日，否姑娘吕斐然为观众讲解展览

摄影：谌洁 

© 2018 Patricia Chen, 致谢否画廊

http://chapeauecho.com


我慢慢把三个⾝身份和在⼀一起，慢慢找到了这种平衡。我现在是⽐比较满意这个状态的，但是我中间经
过了很多挣扎。直到现在也是，会有时间上和⾝身份上的不认同感吧。

1. 你为什么投⾝身艺术和艺术管理⾏行业？什么是你的转折点？

何⾬雨：这个故事我其实经常讲，现在我每次讲都会把更多的细节梳理出来。这个故事很⻓长。

我在北⼤大的时候是光华管理学院，那是⼀一个我称之为主流价值观⾮非常统⼀一的“后宫”体制。有⼀一个不成
⽂文的规定：⼤大家都要去拼绩点，去跨国公司实习，去参加各种商业⽐比赛。你有这么⼀一个“成功⼈人⽣生规
划书”，然后你要去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有了这些东⻄西你可以⽤用更多的筹码找到更好的⼯工作。光华
的“后宫”体制是这样的—⼀一流的⼈人进投⾏行，⼆二流的⼈人进咨询，三流的⼈人进世界五百强，四流的⼈人进国
企。 

但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商业精英的道路是别⼈人规定的价值观。那是别⼈人喜欢的，好像不是
我喜欢的。我就决定暂停⼀一下，去读研究⽣生，于是保研继续在北⼤大读研究⽣生。

保研的时候我稍微有更多时间，我就重拾画笔，然后就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我觉得很好，就想“暂
停更多⼀一点”，然后就申请了去欧洲的交流，并拿了⼀一个奖学⾦金去阿姆斯特丹。我⾯面试的时候跟⾯面试
官说，我要过去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真的，我准备了⼀一个proposal，关于性别不平等的
问题，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阿姆斯特丹商学院为什么最适合我的研究。最后我就获得了这个奖
学⾦金去了阿姆斯特丹⼤大学。但是我给⾃自⼰己定了个契约，决定这半年浪费过去，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
事情。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学商学院的课程，⽽而去转学分选了⽂文化研究，然后业余时间就背着画板在
街上画扇⼦子卖，并且去了很多国家。街上卖画这段经历让我觉得世界开阔了很多。我的圈⼦子不再是
学⽣生朋友、⼤大学教授、或者商业环境。我跟街上的⼩小商⼩小贩成为朋友打成⼀一⽚片。我也遇到状况会让
我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但是都会有陌⽣生⼈人毫⽆无缘由地提供帮助 - 如果你旅⾏行很多的话，肯定也会有
这样的经历。我⼀一直也对⽂文学很感兴趣，所以我那时开始投稿并发布在《萌芽》。我⾼高中的时候⼀一
直梦想在《萌芽》这种杂志发表⽂文章，后来读了⼤大学想法可能不⼀一样，但是实现了⾼高中时候的梦想
的感觉还是很好的。那半年真的让我很⾃自由⾃自在，打开⼀一扇⻔门。

所以那半年以后回到北京继续上课，我忽然陷⼊入了抑郁，⼀一下⼦子所有事情都停顿，都⾛走不下去了。
我什么东⻄西都写不了，也不能继续我的学业，这些事情都忽然变成了⼀一种“义务”（obligation）, 我⽆无
法继续。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有⼀一些东⻄西要写，我起床坐在电脑前，有⼀一个词“⿊黑⽺羊”突然蹦⼊入了我的脑
海。它是圣经⾥里⼀一个不好的词，离经叛道的⼈人，也就是在⼀一群⽩白⾊色的⽺羊⾥里有⼀一只⿊黑的，⽽而⿊黑⽺羊是要
被拯救的。但是卡尔维诺有⼀一篇⼩小说《⿊黑⽺羊》，讲的是⼀一个全是贼的国度的善良的⼈人的故事。我开
始思考⼀一直的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写了⼀一篇《寻找光华的⿊黑⽺羊》，想找那种⾛走主
流商学院的道路⽽而去做其他事⼉儿的⼈人。我发布到当时的博客上，没想到⾃自然⽽而然地被转发开来，有
很多⼈人跟我写信、写邮件。有⼀一个当时还在美国的男孩，是我完全不认识的⺴⽹网友，说要建⼀一个⺴⽹网站，
叫“⿊黑⽺羊之家”。然后我征得了每个⼈人的同意，把这些信件慢慢公开。有⼀一个光华的师兄做了电影导
演，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政治家，去做了国际关系，反正有很多这种不是⾛走的“正常”光华的路的⼈人。
挺好玩的。我们开始做⿊黑⽺羊的线下聚会。

我们在⺴⽹网上发布信息，确定⼀一下地点，就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来。⼀一开始我很紧张，你知道，这
是⺴⽹网友聚会，⽐比如你说“我们有这个⿊黑⽺羊聚会，从这个咖啡厅出发”，听起来觉得会被当局查的。有⼀一
次，我们在⽕火⻋车站⻅见，去⼀一对美国夫妇在河北建的孤⼉儿院牧⽺羊地⼉儿童村。所有⼈人都是在那个时间的
那个⽕火⻋车站⻅见，来晚了我们其他⼈人就全⾛走了。还有⼀一次在草场地⼀一个艺术家开的餐厅⾥里做电影放映，
是个很”随性”的（random）活动。那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么专业，就是⼀一群⼈人玩⼉儿。

我就忽然找到了⼈人⽣生的⼀一个平衡点。我终于找到了 “噢，这个事情我可以做”，我觉得很开⼼心。但我
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我觉得：哦，我好像是去做艺术，但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做”艺术。然后我也



不知道这个艺术⾏行业是什么样⼦子，它跟我原来受的商学院的教育太不⼀一样了。我也没有找什么师兄
师姐在哪个艺术⾏行业之类的，找个实习都不知道去哪。我对当代艺术和所谓的“艺术⾏行业”⼀一⽆无所知。

我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邮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叫陈霜叶，她给国际合作部写信，说想采访
有海外交流经验的学⽣生。我当时打破了抑郁，找回了这种重新看世界的状态，所以我就回信说我想
去看⼀一下。我跟她讲在欧洲的这段经历，它给我带来的变化好像不是在之前的路上添砖雷⽡瓦成为⼀一
个更成功典范的⼈人，⽽而是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很⾃自由的可能性。我也跟她讲了这个“⿊黑⽺羊”之路，它怎么
突然到了这个脑海中，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做艺术，也许是艺术教育，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
可以看看怎么发展。然后这个访谈就结束了。霜叶可能觉得我还蛮有趣的，⽽而且她也有艺术和教育
⽅方⾯面的理想，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三个⽉月之后，她突然联系我，问我是不是还想做艺术。我说，
是的。 她说，是这样的，我今天去⾹香港艺博会，碰到了10年没有⻅见的⽼老同学，这个同学我在⼤大学的
时候不认识，我们在开⽔水房⾥里⾯面擦肩⽽而过，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香港艺博会这样的场合认出了彼
此。这个同学叫冯华年，在佩斯北京当总监。佩斯北京现在需要⼈人，你要不要去⾯面试⼀一下?
冯华年⾯面试的时候其实需要全职的⼯工作⼈人员。⽽而我在欧洲浪费了⼀一年，回校延期毕业，还在读书，
但我很感兴趣。我觉得，到我⾝身上的机会是要接住的。当时我也开始探索这样的道路，⾮非常“跟随⼼心
的指引”(spontaneous)，出现在⾯面前的就去。我就写了⼀一封求职信给冯华年，这完全不像我以前写的
⼋八股⽂文⼀一样的标准的求职信。⽽而是我告诉她，我喜欢艺术，从⼩小画画，但我后来随主流去了光华管
理学院，我想找⾃自⼰己的路，于是去了阿姆斯特丹，在街上画画，看博物馆美术馆，这样⾃自学。我对
当代艺术的知识是不懂的，但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重头学起。当然就⽯石沉⼤大海了。我发出去也没
有报那么多希望吧。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在做⼀一个关于北⼤大优秀学⽣生的⻓长期访谈项⺫⽬目，⽽而我就在⼤大楼⾥里⾛走着，⼿手机没
电了。突然有⼀一个学弟拿着他的⼿手机说，何⾬雨，有个电话找你。那个学弟跟我⼀一直做同⼀一个项⺫⽬目，
但那天他跟我不在⼀一个⼩小组，所以那天他真的是随机经过我⾯面前，⽽而电话是我室友打过来的。当时，
冯华年打我⼿手机打不通，所以就试了我寝室的电话。我不在寝室，但我的室友特别负责任，她可能
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于是就打电话给了可能跟我在⼀一起的学弟。 所以我是隔了我的⼿手机、我
寝室的电话和我学弟的⼿手机完成了这个电话⾯面试。冯华年可能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神奇，所以她就
约了我⾯面试。这个⾯面试也不是普通的⾯面试。她带我吃了碗⾯面，很实在。我就说，我想过来，我可以
⼀一周做四天，⽆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工作做。她就让我当画廊助理，我就坐
在前台。

我特别特别开⼼心。⼀一天坐在前台看着张洹的⾹香灰画展览以后，我⼀一个⼈人收拾着东⻄西经过空旷的展厅，
那个时候画廊忽然回到了⼀一个不是给别⼈人开放的状态，⽽而是只给⾃自⼰己的，真的可以跟作品对话的状
态。我忽然就蹲了下来坐在了正中，开始去冥想。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涌过来，有孩⼦子的欢笑声—
好像很远的地⽅方的声⾳音我都能清晰得听到。这个⾹香灰画的⽼老⻁虎⾥里好像有⼀一些灵魂⼀一样的东⻄西围绕，
我就忽然哭了，完全泪流满⾯面。

我就去了佩斯北京，⼀一周四天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的时候我觉得住学校太奔波了，我就干脆搬到了
草场地。我住的不是艺术区，是⾮非常接地⽓气的、村⺠民临时加盖的房⼦子。我当时觉得太好了，因为有
50平⽶米，夏天挺凉快的，⽐比学校宿舍好，⼀一个⽉月800块。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人⺠民币。我
觉得还挺好的—他们还给我⼯工资！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前是奔着年薪20万40万去的，但艺术
⾏行业肯定和我之前做的不可同⽇日⽽而语。我当时觉得可以做⼀一个实验，2000块钱是否可以在北京活下
来，事实证明活得挺好的。（笔者：关于在画廊打⼯工活得好不好可以参考这篇推送：画廊打⼯工哪家
强，虽然很穷⼜又很忙。（？）- 对话艺术狗.009）

因为住在村⾥里，所以接触的不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是年轻的艺术家。村⼦子⾥里有⼏几家艺术家开的
餐厅，因为都是朋友，所以经常去。甚⾄至有⼈人拿了⼤大闸蟹，晚上就在厨房⼀一起吃，但⼤大家还是会买
单。我也很喜欢那些氛围，所以我会帮他们翻译英⽂文菜单，也开始接⼀一些其他画廊的翻译⼯工作。

但我那个时候还⼀一直想出国读书。我有幸去了⼀一个很好的画廊平台，跟了很好的前辈。我理解并相
信画廊系统的价值，它真的花了那么多功夫，和艺术家⼀一起从默默⽆无闻开始成⻓长。所以，我愿意继
续从事艺术管理的⾏行业。于是我申请了相关专业，并因为纽约这个城市⽽而选择了纽约⼤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ODYzNTU2OQ==&mid=2247483834&idx=1&sn=5269c5a8fbe30be4e7a924a8feb39587&chksm=e99c8864deeb017281279d5a9aa430b691d7ccaa692fa8e760da5f0f69f4b84122c0869a69b0&scene=21#wechat_redirect


我和否画廊的另⼀一位创始⼈人杨嘉茜都在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我们都有⼀一种⽆无根感。那个时候亚洲艺
术的活动少。有China Institute，但它当时⾮非常不当代；有Asia Society，但情况也类似。我们对它
们感兴趣，但有某种距离感。 那时候我们认识了艺术家李牧，他当时获了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
基⾦金来到纽约做驻地艺术家。我们都聊到现在有很多⾃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区性的⾏行为，不是⼤大机构
从上往下的，⽽而是建⽴立社区⼀一起成⻓长的状态。我们当时觉得亚洲艺术家很难在这⾥里发出声⾳音，有分
享的机会。当时我就和杨嘉茜都想做对话的活动，不是严肃的⼀一排排椅⼦子的活动，⽽而是⼀一个更随意
的、在轻松环境下交流的活动，来来往往的艺术家讲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们开始做“未命题对话”，我们当时定了每个⽉月做⼀一期，12期，⼀一年为限，就像有⼀一个⺫⽬目标想去
完成，不想半途⽽而废。第⼀一期李牧就当了我们的⼩小⽩白⿏鼠，在威廉斯堡的冉茶社，⼀一个有很多植物的
仓库⼀一样的⼤大房间。茶社主⼈人也特别好，免费提供我们场地。我和嘉茜就做邀请，给⾃自⼰己认识的⼈人
发了个邮件；李牧做讲稿，底下的观众做批评，像是⼀一个交流会的形式。那时候我们的英⽂文都不是
很好，但是我们坚持都⽤用中英⽂文，因为我希望这不是在中国范围内的⼀一个圈⼦子，我希望艺术家介绍
被给任何感兴趣的观众群。

▲“未命题对话”在2012年5⽉月4⽇日第⼀一期活动海报。海报设计杨嘉茜，
作品图⽚片来⾃自李牧。图⽚片来⾃自“未命题对话”旧⺴⽹网站
untitleddialogue.wordpress.com

做了三期之后，观众就⽐比较固定了，我们也开始做邮件列表（mailing list），开始做跟视觉艺术更⼲⼴广
的事情。⽐比如，我有请张乐做爵⼠士乐和昆曲的改编的演出。表演之后，张乐做了⼀一个讲座，关于40
年中国爵⼠士乐怎么影响到⻄西⽅方爵⼠士乐。

▲ “未命题对话”2012年关于张乐的活动。截图来⾃自“未
命题对话”旧⺴⽹网站untitleddialogue.wixsite.com

“未命题对话”的最新活动信息请参考fougallery.com/
events

http://untitleddialogue.wordpress.com
http://fougallery.com/events


▲ “未命题对话”2013年关于戴剑的活动。截图来⾃自“未命题对话”旧⺴⽹网站untitleddialogue.wixsite.com
“未命题对话”的最新活动信息请参考fougallery.com/events

后来戴剑这个项⺫⽬目到了⼤大都会博物馆。我时隔三年再次遇到了项⺫⽬目相关的朋友，还了解到他们的现
状。我特别感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舞⼀一会，⼀一聚⼀一散》，追忆那样的状态。

做了这些活动，我就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发现他们在纽约找⼀一个展览的场地好困难啊。⽐比如林延、
⻙韦佳这么优秀的艺术家，在纽约20年却没有像样的画廊推荐他们的作品。因为⻄西⽅方的⼤大画廊在看中
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会回到中国，不会去关注驻扎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如果海外的中国艺术家有交
织的⾝身份，是会被遗忘的。林延和⻙韦佳的作品和中国有深层次的联系，不是表⾯面的符号，不是⻄西⽅方
观众⼀一下就能接受的想象中的中国。那时候就觉得还挺想给他们做展览的。

▲2014年展览《林延：空-⽓气》，天理⽂文化中⼼心场景图, 摄影：杨嘉茜 © 2018 林延， 致谢否画廊

http://fougallery.com/events


同时，更年轻的艺术家在纽约没有展览机会，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个艺术家，叫赵⼀一霓。
她当时在央美，但特别想来纽约，于是通过纽约艺术基⾦金会申请了夏天在纽约的交流项⺫⽬目，并想在
项⺫⽬目完成后展出在这边创作的画。⼀一霓找了⼀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晚上的场地，找我和嘉茜做策展⼈人。
我说我不是策展⼈人，不知道怎么做。她说你就帮我写写东⻄西，讲作品就好了。我们就设计了海报，
写⽂文章，邀请朋友去参加，然后还帮她布展—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跟艺术家现学的。展览结束之后，
⼀一霓把我和嘉茜带到⼀一⾯面墙前，说这两幅画是给你们的。我当时特别感动，艺术家只是想分享⾃自⼰己
的作品，⽽而我当时找到了只是想分享作品、交流的状态。

然后嘉茜提出了做公寓画廊。我当时已经开始在佩斯全职⼯工作，她开始学厨。我说把⾃自⼰己的家和公
共空间混在⼀一起可能有很多问题，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私密空间被打破。她说没关系，可以试⼀一下嘛。
她当时真的按照公寓画廊的概念，找的⾼高的、L型的、可以做展览的公寓。

艺术家⽅方⾯面怎么找呢？也很机缘巧合。“未命题对话”有⼀一期⾳音乐主题的叫做《⽔水图》。这个题⺫⽬目是因
为艺术家做了⽔水的装置，⽽而⼀一些舞者在周围跳舞。我就选了⻢马远的《⽔水图》做相关的研究、写⽂文字
介绍，偶然翻到了常⽻羽⾠辰的作品。她看了⻢马远的关于⻩黄河改道和⻩黄河⽔水⽂文地质的记录的《⽔水图》，
创作了关于芝加哥河流改道项⺫⽬目的七屏影像。我当时觉得这个艺术家特别有趣，就把她⺴⽹网站上所有
东⻄西都看了⼀一遍。刚好我在做否画廊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开幕，开幕上有朋友把常⽻羽⾠辰介绍给我。我
问她你在芝加哥吗？她说她刚搬来纽约。嘉茜就约了去参观她⼯工作室。其实她就在家⾥里创作。她从
那么⼩小的卧室⾥里拿出⼀一张张蚀刻作品—11⽶米的作品，11张，⼀一针⼀一针刻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花了多
少时间在上⾯面。我和嘉茜都特别感动，想跟她做展览，⽻羽⾠辰也觉得好。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就
这么做了第⼀一个展览，慢慢的⼀一个⼀一个做下去。

▲2013年否画廊⾸首展《常⽻羽⾠辰：蛇与其他》开幕，常⽻羽⾠辰声⾳音表演, 摄影：⺟母⼦子健  © 2018常⽻羽⾠辰, 
致谢否画廊

 2. 你发起了这么多项⺫⽬目，是什么使它们的完成度这么⾼高？

何⾬雨：给⾃自⼰己设定⼀一个完成期，让事情都有开始和结束。你总会有疲惫的时候，但此时你想到这个
事情在某个时间可以结束，你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做完那么多项⺫⽬目，你会想⼀一⽣生要做什么事情？



⼀一开始你觉得⼈人⽣生没有规划，就是你想做，开⼼心就好，也不介意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成果，但是我做
未命题对话的时候，就有在养⼀一个孩⼦子的感觉了，觉得停⽌止了有点可惜。

我当时受到另⼀一个⼈人的启发，他叫Jay Brown，中⽂文名正杰。他做了丽江⼯工作室 (lijiangstudio.org)。
正杰来⾃自⼀一个美国主流的艺术精英的家庭，⽗父亲是Smithsonian Museum的创始⼈人。他去普林斯顿读
艺术史，去了很多⼤大博物馆做实习，⽽而在实习的时候对美国主流艺术体制感到失望，于是转向做⾃自
然之友（fon.org)，后来也对⾮非盈利组织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农⺠民，这个⼈人在丽江
拉市海⼭山上有⼀一个⺠民居，正杰⽤用这个房⼦子做丽江⼯工作室。

那时正杰跟我说，这个事情我要做⼗十年，我给⾃自⼰己设定好了，做完了⼗十年再去做别的事情。然后，
他就做了⼗十年。现在想起来很难啊，中间会有各种时候真的想放弃。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么⼀一个截⽌止
时间，你会觉得⽆无论多枯燥，多难的事情，你都会有⼀一种⽅方式的做下去，⾛走到那⾥里，然后我就可以
想下⼀一步做什么。所以⼀一开始的规划可以是⼀一年、五年，最后就变成了⼗十年。

 3. 你是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和决策的？

何⾬雨：我没有特别管理。我有个哲学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拖着不想做，就不要去做；当你特别想
做这件事，就赶快去做了，不要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比如，你想去旅⾏行—当然，⻢马上
订票也不太好—你给⾃自⼰己⼀一周时间去想要不要。如果这个地⽅方⼜又发出了什么信号，你就去。在你看
不到世界，如果你想⼀一件事情，它会有各种征兆出现在你⾯面前。你需要把⾃自⼰己放空，接到那些信号，
觉得这事⼉儿我⼀一定得去做。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更⼤大的⼒力量使沟通超过语⾔言和⼼心灵。如果你遇到⼀一个⼈人，直觉是很信任的状态，
不妨不⽤用伪装进⾏行⼀一些谈话，这样会让你的⽣生活更简单更开⼼心。当你开始散发这样的状态，就会吸
引⼀一些⽓气场相近的⼈人。真的不⽤用去隐藏什么。如果你讲⼀一句实话，它会带来很多有趣的故事。如果
这个⼈人愿意听，这些细节都会变成重要的启⽰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世界会越来越有趣。 我的⼈人⽣生
转折点从24岁开始，我开始相信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有各种的暗⽰示去牵引你，让你越来越相信这件
事情。

▲ 何⾬雨在否画廊，戴着⾃自制的古董帽

摄影：汤思宇

© 2018汤思宇, 致谢否画廊

 4. 你会有困惑吗？

何⾬雨：有。随时。不管是从商科到艺术，还是在艺术之中，我觉得所有的挣扎都是来源于选择，特
别是你在很多选择⾥里做⼀一个最想做的选择。现在的时代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信息⾮非常爆炸，⼈人们的
注意⼒力⾮非常短暂。如果有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多留⼀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甚⾄至都不是出去玩，⽽而是没
有功利性的、所有东⻄西都不要的状态，让这些选择⾛走向你，⽽而不是你去⾛走向这些选择。

https://mp.weixin.qq.com/s/EKgUl4YOFwlECrmnt_I3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