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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ogue 遇见你 Travelogue遇见你

Union Square地铁站里人来人往，走Broadway& 
16th St at SE corner出口往西南步行约两分钟

即可到达联合广场。联合广场除了因雕塑而知名

外，也因农贸市场而知名，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市

场之一。

去展望公园的每天
美术馆、画廊和非营利艺术机构，层出不穷的工作室开放日、艺术节、拍卖预

展、艺术博览会构成了纽约的日常艺术生态，对于来到这座城市的无数年轻血

液来说，至少可以拥有一片艺术福地。

艺术家韦佳和林延来纽约眼看就到第25个年头了，从皇后区搬到威廉斯

堡，再到布鲁克林，对纽约的印象似乎没发生天堂与地狱般巨大的转变。唯一

改变的是纽约和他们的关系，从空间和时间上都变得更平衡了一些。

当我去到位于布鲁克林的否画廊，看到韦佳的作品时，我便大致懂了这种

平衡的关系——平时每日如何练字，字便如何呈现在观众眼前。只一点，韦佳

故意把汉字所背负的表达含义的功能隐去，书法无须诗词做背后支撑，横、点、

撇、捺传达的都是笔者的心境。他不希望观众习惯性地去假设字一定是在表达

意义，笔画间细微的闪转腾挪才是他激发共鸣的载体。

 忘掉刻意是《寻常》刻意想传递给观众的信息。

来到纽约的年轻人，谁年轻气盛的时候不是天天把梦想挂在嘴边，渴望征

服这座城市，满心的鸿鹄壮志，生怕走了前人踏平的寻常路，做了波澜不惊的

寻常事，当了别人眼里的寻常人？可仔细想想，生活好像没什么天大的窟窿非

等着你去补，非凡是上进的动力，是愿望，可也是大多数人抵达不了的终点。

 韦佳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明朗。“生活就是在不断地重复，又在重复之中不

断发现新鲜。”

“到现在了，每天去公园，还是如同几十年前一样，拿着相机东照西照的。”

太太林延在一旁打趣道。每日，韦佳和林延依然还是要去家门口的展望公园散

散步，逛不腻，也看不腻，算是夫妻二人身体力行“常见常新”的具体方式之一。

 

Small Time In NYC

寻常纽约客的寻常纽约
韦佳最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否画廊里刚办了展，主题是简洁明了的两个字：“寻常”。

展览地点与常见的清冷精致般的商业画廊不同，非常之处不仅在于画廊本身拥有百年老宅的厚重，
也在于它一直没丢失过那种纽约住宅楼独有的烟火气。

联合广场里的形形色色
抛开过去25年里纽约新建的摩天大楼、越来越贵的物价不说，纽约和它永

不准时的地铁一样，其实没发生什么本质的改变。那些叫嚣着“纽约变了”

的声音，无论好坏，大多要怪罪于初来乍到时对纽约各不相同的误解——

错把纽约的多样当成杂乱，错把纽约的自由当成放纵，错把纽约的不知疲

惫当成纸醉金迷。

 多少人冲着纽约所谓无限制的自由而来，殊不知纽约真正吸引人的

地方在于平等。“你很难在世界其他城市看到那么多不同肤色、语言、民族

的人走在一起，纽约是融合度非常高的城市。你在这儿见到形形色色的

人，不需要仰望或者感到卑微，大家是可以彼此平视的。没有一条明确的

线对每种文化进行划分，大家潜移默化地接受各种文化的感染，也自然会

慢慢平下心来去和各种文化交流。” 

韦佳&林延

韦佳和林延出生于中国，艺术家，现居纽约布鲁克林生活及创作，两位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方法，

赋予传统中国宣纸这种历史悠久的物料更多现代意义，他们的作品曾展出于纽约MOCA、林肯中心等。

韦佳和林延现在每天还是会去家门口的展望公园，如同几十年

前一样，散散步，拍拍照，每个周日下午4:00-6:00，他们还会与

美国黑人一起打非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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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哈顿韦佳最喜欢的地方是联合广场，在这个位处交通枢纽的并

不算大的广场上，每天都有生动的场面更迭：中心圆圈里可能是一场政治

演讲、一段街舞或者哑剧表演，圈外是形形色色的路人、总是围满看客的

象棋盘和一波波举着相机顾不过来拍什么的游客。你随意挑选任何一个

角色融入都是可行的，被指指点点这样的担心不适用于纽约。

 
纽约很忙

韦佳和林延一直坚持以传统宣纸作为创作主体。不同的是，韦佳将笔墨渗

透宣纸的偶然与自己撕掉再重新粘合的必然相结合，这种独创的 “撕”与 

“贴”的创作方式充满了惊喜和事故。

 “撕和贴是在不断建立新的秩序，而在每一次撕之前并不知道撕开的

结果是好或坏。就这样不停地在惊喜与事故中前进，你只知道大概方向，

却不能把控每次选择。”

 用眼睛能直接看到的确实更容易成为评价的标准，但从什么时候开

始，只要是多数人追求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了？

 不说纽约是艺术家的天堂，至少也算个条件不错的庇护所。纽约人很

忙，忙着细细和生活打磨自己的感受，再交换给听得进去的人。那么，最常

用来形容纽约的 “寸土寸金”说的大概是心里那块地方吧。

1. Union Square
位于曼哈顿中下城，是纽约非常

重要并且活跃的广场之一。广场

不仅有农场集市、假日集市，更

是各种艺术家与表演者的首选

活动场所。周围交通便利，生活

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unionsquarenyc.org

2. The High Line
高线公园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西侧的线型空中花园，毗邻切尔

西艺术区。原是1930年修建的一

条连接肉类加工区和三十四街

的哈德逊港口的铁路货运专用

线，后在纽约FHL组织的大力保

护下得以保存并建成独具特色

的空中花园走廊。

thehighline.org

3. Prospect Park
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公园，面积为

2.37 平方公里，由奥姆斯特德和

沃克斯在完成曼哈顿的中央公

园后设计，与其他热门景点 
不同，展望公园基本没有游客， 
是感受纽约风土人情的好去处。

prospectpark.org
 
4. MoMA PS1 餐厅M.Wells 
Dinette
位于纽约皇后区长岛市一所由

被MoMA合并的废弃高中改建而

来的美术馆内。餐厅也被特意设

计成教室，菜单被写在黑板上，

用餐区也是像教室一般的桌椅

摆放，素菜很好吃。

22-25 Jackson Ave，Long 
Island City
momaps1.org

5. Trader Joe's
连续五年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

超市第一名。成立于1958年，在

全美拥有超过四百五十家分店。

推荐联合广场附近这家的主要

原因是其品牌自营酒庄紧挨超

市，方便购买。

142 E 14th St, New York
traderjoes.com
 
6. Strand Bookstore
是纽约市最大，也最有名的二手

书店，有两家分店，联合广场附

近的老店成立于1927年，据说店

里的书排列起来长达18英里。价

格友好，种类齐全，很多时候能

淘到物美价廉的好书，是非常值

得花时间好好探索的一家书店。

828 Broadway, New York
strandbooks.com

韦佳 & 林延的纽约足迹

Once Upon A Time In New York

流动的纽约
大概没有哪座城市像纽约这样得到如此多的音乐灵感，哪怕爵士的

发源地新奥尔良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面前都会黯然失色。音乐家黄若说纽约于他而言，
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更像是一种状态——人人渴望生长，也各个安然自在。

黄若

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曾获瑞士国际音乐电影节亨利·曼希尼大奖和美国奥柏林作曲一等奖。

在全美最高音乐学府朱莉亚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专修作曲和指挥。他的作品先后获纽约爱乐乐团、林肯艺术中心室内乐

协会委约演出。现任纽约州立大学作曲系教授。

这间餐厅位于纽约皇后区长岛市，曾经是一所由被MoMA合并的

废弃高中改建而来的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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