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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艺说 Yishuo

贤城雅人余謌

在来奉贤生活之前，余謌是一位业界知名
的室内及商业空间设计师。在奉贤的这几年，
从海湾的“壹号营地”到“术界创意园”的蓝房
子，设计师余謌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
手。朋友玩笑间数一数，余謌身兼的职业竟有
二十余种，设计师、策展人、木匠、涂鸦师、画
家、音乐人、厨师、花匠、主持人、咖啡师、公众
号编辑、作家、校外辅导员、舞美设计、灯光师、
调音师、电工、服务员、清洁工……奉贤丰富了
余謌的生命体验，余謌也以自己的荧荧烛火，
照亮奉贤的文艺一隅。

了“震动的爱好者”即兴音乐组合。组合做的
音乐与传统音乐最大的区别在于即兴演奏，不
定主题，靠在演奏中灵光乍现的感觉，借助各
自的音乐修为来表现音乐，每一次的演奏就是
一次新的创作。
“音乐家”余謌就由此出发。如
今，皮特也搬到术界创意园附近，与余謌比邻
而居，蓝房子里仍然常常响起这个国际组合的
自由的音乐。
关于音乐形式的探索，余謌并没有止步于
自顾愉悦。现在，每个周六，蓝房子里又试验
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品歌汇”。人生海海，用
音乐交换故事，每期品歌汇邀请不同的嘉宾，
除讲述自己故事外，还演唱一首能表达故事情
绪的歌曲，或者邀请专业的歌者演唱。上海第
一批援藏干部的援藏故事、对越自卫反击战场
上牺牲前请战友代交 5 元党费的奉贤英雄儿女
故事、双目失明仍坚持追求光明人生的诗人
……音乐升华了故事，也用故事长养奉贤精
神。只有“音乐家”余謌，做音乐会是远远不够
的，布景、灯光、音响、舞台搭建等，演出时还得
兼舞台监督、调音调光师等等，这些“职业”都
得余謌一人承担。

壹号营地 海边的乌托邦

玫瑰之约 静候的蓝房子

“上海海湾，海马路上的壹号营地（海马路
艺术风情街），这里美得像诗一般，我所知，除
了壹号营地、海湾路文化艺术一条街外，这里
隐居着音乐家、画家、诗人、小说家、摄影家等
各类文化人，这里是世外桃源，是艺术人的心
灵家园。也许是在海边，我在这里七年，经历
着这里的春夏秋冬，这里的春，一片复苏的绿
让你有勃然欲发的冲动；这里的夏，鸟虫齐鸣
而无他音；这里的秋，那是色彩斑斓而又金黄
一片；这里的冬，远离了热岛的水泥丛林，经常
看得到鹅毛大雪的飘飘。”纸短情长，2019 年，
已经从海湾壹号营地搬到位于金海公路术界
创意园蓝房子（燮艺术馆）的余謌，在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里，用二十篇文章，回忆留下这位上
海爷叔的海湾四季和他为之挥洒过艺术激情
的壹号营地。
作为集艺术展览、先锋音乐、独立电影、实
验戏剧、艺术创作等为一体的创意产业园区，
位于海湾旅游区海马路上的壹号营地，2012 年
开营，曾占地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60008000 平方米，一度有 9 个艺术类别的展厅，同
时入驻的艺术家工作室有近 20 个。2018 年，
因为多种原因，包括余謌在内的不少艺术家工
作室陆续搬离。
回到 2012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余謌到新
场古镇看望朋友老羊，聊起他在奉贤海湾要做
一个艺术区，就约好到海湾旅游区看看，一看
之下就爱上那里的风景，也没犹豫就拿下中意
的空间，成为壹号营地最早入驻，且唯一每年
365 天开门迎客的工作室。来海湾时，他还担
任着美国最大养老机构 Emeritus 在中国的高
级顾问。作为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做室内
及商业空间设计的人，在那之前的三十多年里
他曾设计了多个著名大型的商业空间、
饭店、
宾
馆。海湾的涛声留住了余謌，也让他经历了巨
大的人生转变，
从努力实现投资方的想法，
到自
由挥洒诠释自己的文创空间和艺术愿景。
设计师本色当行，但在壹号营地，余謌的
Q 空间和文艺派沙龙，空间设计与他之前作为
商业设计师的作品可不太一样。很多来过壹
号营地余謌空间的人，都感觉很好，但又觉得
似乎没有精心设计过一样。余謌说，为自己做
设计，就尽量少一些“设计”，多一些艺术。且
空间设计要为功能服务，Q 空间和文艺派沙
龙，要同时举办展览、酒会、室内乐、诗歌会、书
画交流、文艺派对等多种活动，这就要求它的
动线设计必须合理，要让各种功能得以在同一
空间很好的应用。
“ 合适的即合理的”，这是余
謌的另一种设计观。从设计师到木匠，余謌的
第一个身份转变颇有戏剧性，不少朋友“笑话”
他，怎么越混越差，而余謌自己对这一身份转
变和后来一系列的身份转变却甘之如饴。一
天，余謌看到壹号营地的灵魂人物老羊在做书
架，做得有模有样。想到自己的空间还缺不少
东西，
“ 为什么不自己做呢？”当这个想法涌上
心头，余謌也无意中成了木匠，并且一发不可
收拾，做出了不少东西。吧台、花坛、座椅……
都是余謌亲手打造，这让余謌颇有成就感，在
市中心还需要常常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在自己
的文创空间，干活就成了最好的健身。

花匠，是余謌又一个美好的职业。朋友从
美国归来，聊起在美国有玫瑰碗橄榄球赛、玫
瑰花车巡游。聊的过程中，余謌就提议何不也
将玫瑰作为壹号营地的文化符号，大家一致赞
成。几天后余謌在朋友圈发起倡议，动员大家
捐款，没想到一下募到三千多元。就这样余謌
买了第一批玫瑰花，在奉贤本地不少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玫瑰花悉数种下。此后，养护玫瑰
花就成了余謌的活。以花为媒，海湾的玫瑰花
越种越多，还办了好几届玫瑰文化节。如今的
蓝房子外，几株从海湾移植过来的玫瑰，依然
静静陪伴。
壹号营地距离海湾的大学城很近，大学生
为营地带来了生气。当时，不少大学城的老师
把营地当作校外课堂，经常带着学生来上课。
上师大、旅游学院还授予余謌的文艺派为“校
外创业实践基地”，文艺派也荣获区里“创客咖
啡”的授牌。远在吉林的“长春艺术设计学校”
也将校外的教学基地放在了壹号营地。团市
委也将余謌的艺术空间定为 4A 级的“青年中
心”。余謌还经常被邀请到学校做做评委等工
作，学校老师带学生来的时候，余謌就自然变
成了校外“辅导员”。令余謌特别感动的是，一
位上师大的戴维老师免费在艺术空间提供英
语口语对话服务，余謌搬到术界创意园，戴维
老师也将英语角搬到蓝房子，依然免费为公众
开放。
蓝房子在不举办画展、沙龙的时候，就是
一间艺术咖啡厅，余謌做的咖啡总是能吸引一
群粉丝定期光顾。除了咖啡师，余謌还是一个
大厨。无论是壹号营地还是蓝房子，余謌的空
间都是开放的，各界朋友隔三岔五来访。余謌
很喜欢做菜，不少朋友都是冲着余謌的保留菜
式而来。
不少朋友惊诧，原先壹号营地余謌空间的
东西怎么就神奇地出现在蓝房子，且在重新组
合下又别有一番味道？这是化身“搬运工”的
余謌，用三轮车，每天搬一点，连续四个月蚂蚁
啃骨头的成果。这种方法很好，既保证了艺术
品在搬家过程中不乱、不破损，也让余謌在搬
运过程中对艺术品的归置、摆放有了更多的思
考，最终形成了今天蓝房子“燮艺术馆”特有的
艺术气质。余謌说，艺术家最大的激情，在于
自己的想法能成为现实，而他们常常为之不计
付出。人事有代谢，因为往来而成古今，当人
生所有的事故，都成了故事，多面手余謌，依然
坚守在他的艺术空间，坚持策展、做文化沙龙，
不断探索新的文创形式，也在随时开创新的
“职业”。最近，余謌又开始在公众号上连载自
传小说，试图用记录抵抗因为遗忘带来的“虚
无”。余謌的新职业“作家”，又一次得到朋友
们点赞认可。金海公路上术界创意园的蓝房
子里，常常亮着烛光，那里有随时可看的画展、
随时可品的咖啡、一位随时等候着的上海爷叔
余謌，以及他那始终饱满的艺术热情和说不完
的人生故事。

余謌，似东海日出的一缕霞光，会让你期
盼和兴奋，充满真情与快乐；像杭州湾畔的铁
沙，大浪淘沙，不怕污染，与足亲吻总是软绵绵
的舒坦；如金汇港口的海湾老渔船，出海远航，
有讲不完的故事，能盛下海里“虾兵蟹将”；也
是滩涂上一片芦苇，默默无闻，从不争艳，随时
等你需要时采撷………
——田夫

一位上海爷叔在奉贤的精彩生活

□记者 何 芹

画笔重拾 策展人永远在路上
入驻艺术园区的画家不少，看着他们画

画，余謌忍不住也心痒痒。在做设计师之前，
余謌曾在电影院画了十年电影海报。刚来奉
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余謌曾经的画画经
历。少年时，余謌经沪上国画家陈世中介绍，
师从油画大家万福堂。不仅有扎实的油画基
础训练，也曾因缘结识邱瑞敏、夏宝元、廖炯
模、俞晓夫、刘耀真、宋韧、赵胃凉、哈定等知名
画家，不同程度上受过他们很大的指导。余謌
从交大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就很少画油画了，
职业转换为设计师，
平时画画效果图。
时隔多年后重拾画笔，余謌先是成为了
“涂鸦师”。在壹号营地工作室一面原本光秃
秃陈旧不堪的墙上，余謌画了一个墙洞，装上
一个模特的腿部，模特穿着余謌的牛仔裤、袜
子、球鞋，像正在爬进这个墙洞。因为太逼真，
有人想踹“余謌”一脚，助力他赶紧爬进去，有
人又想拽着“余謌”的腿，把他赶紧拖出来。
“涂
鸦在行动”曾是余謌和营地共同推动的一个项
目，目的是为壹号营地制造浓浓的艺术气氛，
让喜欢涂鸦的人可以在这里自由表达。小朋
友们受限于居家环境，来营地就可以实现自由
涂抹，大学生们则通过画作留下自己的思想，
不少艺术家更是赤膊上阵，在营地留下自己的
涂鸦作品。余謌则常在需要制造些气氛的地
方涂抹一番，如曾在废旧的模特身上涂上草间
弥生的波点，既变废为宝，又丰富了园区的内
容。有意思的涂鸦，也曾成为不少人去壹号营
地打卡的理由，日积月累，营地后来就有了艺
术园区特有的气氛了。
拾起了画笔，余謌又从一张照片、一块废
弃的画布，找回了画家感觉。
在壹号营地，余謌设计了一间雪茄房。雪
茄房需要雪茄文化来充实，他崇拜丘吉尔，便
找到一张比较满意的丘吉尔抽雪茄的图片。正
好，倒垃圾时在垃圾堆里找到一张被丢弃的没
完成的油画，捡回来，余謌画了三十几年后的
第一张油画。画面中，二战的时代背景通过背
景中的战火、硝烟体现出来，丘吉尔斜瞄着眼，
目视着远方。余謌没有画眼珠，但看上去却很
有神，丘吉尔抽着雪茄，飘出的烟雾和背景的
战火硝烟融为一体，互为呼应。三十多年没有
拿过油画笔的余謌，一旦拿起笔来还是挥洒自

如，犹如当年。
“一个朋友看中，带走了。我只能
再画一张了。
”
余謌不无遗憾地笑道。
在做设计师的时候，余謌的职业和画画很
接近。这让他有更多机会了解过去不曾接触
过的其他流派，几乎把绘画的各个流派了解了
个遍。而他在电影院工作期间，每个星期都可
以看二到四部试片或内部电影，几乎观摩了电
影的各个流派。之后对各小说流派、话剧流派
都不同程度的涉猎和观摩。现在，余謌对艺术
各流派都很能接受，不会因自己的风格、喜好
而接受不了其他流派，
反而更能融会贯通。
在奉贤，做策展的私人机构凤毛麟角。扎
实的绘画训练基础，多流派的审美，这让“策展
人”余謌得以游刃有余的胜任。但策展人之路
远比余謌之前想象得复杂。一开始以为画展
就把绘画作品挂到墙上，实际操作下来，余謌
需要先做策划、计划，要做广告设计、展厅布局
设计，要做灯光布置、布展，甚至有时还得写前
言，
担当开幕式的主持，
一切亲历亲为。
在壹号营地，余謌先后策展了长春艺术设
计学校教师作品展、戚弘画展、王耀华苏州河
系列作品展、陈迪&侯庆峰油画展、王耀华&张
鹏写生巡展、姜彦工笔画展、侯庆峰的写意油
画、杨土当代艺术展等。在术界创意园，策展
了刘向久、李向鹏、侯庆峰、裴京哲等不少省级
书画院的画展。2017 年 12 月 16 日至 25 日，余
謌还与壹号营地园区共同策划了“海马艺术
周”，开创了在奉贤同时举办四个画展两场拍
卖会的先例。这些现当代艺术在余謌的引介
下登陆奉贤，
极大地活跃了奉贤的艺术氛围。

二胡重奏 音乐新形式不断探索中
音乐在余謌的生命中和绘画、设计同等重
要，在壹号营地和现在的蓝房子，余謌每年组
织的大大小小的音乐会、沙龙，大约有十几
场。受其父亲影响，余謌从小学习二胡，14 岁
的余謌就开始为班级的舞剧剧本作曲。热爱
音乐的父亲，有自己的业余乐队，缺人时余謌
也经常混在乐队里和他们一起演出。
在奉贤，余謌与住在海湾的荷兰雕塑家皮
特（Peteruna）、来自意大利的马龙（Manuel），三
人分别演奏二胡、低音单簧管、长笛，共同组建

余 謌 是 凡 人 ，是 一 位 多 艺 多 才“ 上 海 爷
叔”，也是“敬奉贤人，见贤思齐”文化人的榜
样，在奉贤这快土地上，是显少了不是多了，我
们期待出现更多这样的凡人，这样的“上海爷
叔”，
这样的榜样！
（本版策划：潘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