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薇薇安的日記：2月—3月 
 
我最近忙著跟時尚相關的工作（那是為什麼這日記晚了）。2個系列及2個秀，一場緊跟著另
一場，準備工作多到我說不完。我很喜歡它們，晚點我會跟你們說一點ㄦ。在我們忙著工作
的同時，這廣大世界主要的新聞標題是 1.)英格蘭的水災—

現在大家都接受這是氣候變遷的徵兆之一。2.)烏克蘭危機。依照現今的政策，對衝突只有間
歇性地解決方案，長期的戰爭沒有盡頭。 

 

把這（我們的準則）付諸實行的過程，將以合作與和平，取代競爭與攻擊。這是為什麼停止
氣候變遷的抗爭是最後的戰役。我們的統治者不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他們要這一個；即使
他們已經在殺害它，他們還是想要剝削這個地球以及它的人民。我們的政府為這些統治者服
務，把他們的頭放在盒子裡。跟著的是資訊（對我而言重要的資訊）變得膚淺。但當你把他
們跟你自己的經驗連接起來，這給你知識。資訊是一回事，知識又是另一回事—

對你而言是有意義的；你必須自己去「知道」，它帶給你心理上的殷實感。關於烏克蘭，我
想先談談我對俄羅斯浪漫的觀點。我喜愛俄羅斯的作曲家；其中自然包括了不起的穆索爾斯
基，他主要的歌劇是改編自普希金同名作品的鮑理斯·戈東諾夫。「基輔城門樓」是他的鋼
琴組曲「展覽會之畫」的高潮。當你聽到他的音樂重現城門樓上鐘響的聲音，那音聲充滿你
所在的世界；我想象一個有著洋蔥狀圓頂塔的彩繪教堂，有時在雪裡，有時在充滿花朵的平
原。它呈現了俄羅斯羅曼蒂克的一面，愛森斯坦的電影裡及迪亞基列夫（1872-

1929，大概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的芭蕾裡所述說的故事。在19世紀進入20世紀之
際，他將一手創建的「俄羅斯芭蕾舞團」帶到巴黎，而轟動一時。他的品味是那麼地棒，能
夠發掘並網羅各領域有天分的藝術家（其中有些是他青年時期的朋友），並融合他們的創作
，創造出結合所有藝術且臻于極致的芭蕾。 

 

我知道基輔是烏克蘭的首都，當發現這是俄羅斯的起源地，我感到興味盎然—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graphics/translations/Who-are-our-rulers-TRA-CHI.pdf


 



 

 

我希望你和這烏克蘭歷史的有趣摘要連
接上。如果你想知道誰是「俄羅斯十二
月黨人」這是我的「人人的百科全書」
上的解釋：世界上有英雄式的好人，他
們通常為幫助別人付出代價。 

 

關於1820年代湧現的解放運動，他們是
浪漫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歐洲被法國大
革命的榜範所點燃，人們要獨立｀統一
的共和國；他們想以國家來定義自己。

他們還渴望平等與正義。 

 

 

 

這渴望讓拜倫去加入希臘的起義，它刺激了義大利跟德國的愛國之士，為了那些國家的統一
而戰。這些新國家想要一個像不列顛一樣的帝國，而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文
化上，浪漫主義運動是對18世紀極端理性主義的反動，它也是在那個世紀開始的。(盧梭，
歌德）浪漫主義者犯了一個錯誤，這是為什麼阿諾德的分析如此重要的原因：你需要情感，
是的，但你也需要理智的熱情（甜蜜與光明）；如果你想得到阿諾德所謂的「正確的理解」
，這兩者缺一不可。 

 

浪漫主義者以情感取代了智力。他們追尋新奇的事物及冒險，還有美麗的片刻，不論是性愛
的片刻或宇宙啓示的片刻；對每個個體的衡量取決於他對這些時刻的回應。他們欣賞自然：
這是他們照見自己那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及追尋所反射的背景。目的？憧憬：那無限！死亡。
崇高的及可笑的；疾病，（結核病是地方病）憔悴，沒有同情心的美麗女人，哥德式城堡。
典型的故事包含了「科學怪人」和「咆哮山莊」和雨果以及大仲馬的小說。 

 

今日我們整個社會依照浪漫主義的倫理運作，以情感為先。這是所有宣傳廣告的根源。沈溺
於情感是自以為是的一種形式，讓我們相信我們更勝於實際上的自己；我們不確認自己的感
覺，並且覺得做我們想做的事是合理的，認為這是在表達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對
於我們真正的自我，我們沒有盡力做到最好的道德責任，然而我們覺得「沒有人比我更好」
。我們要腎上腺素的分泌，便宜的刺激感，「不一樣的東西」。 

卡拉瓦吉歐的美杜莎—浪漫主義者夢想著一種極度的狂喜 

。這美杜莎是一個理想的女人，和他們的熱情相稱。 



 

普京是個強悍的兇手；一個罪犯，並且別忘了他在公寓的地下室埋植了炸藥，殺害俄羅斯平
民，以此嫁禍車臣族人（參考利特維年科，他因爆料此事，遭人以釙-

210毒殺）。他一面發展他個人的集團，一面散播恐怖主義。美國人傳播國際恐怖主義，但

他們設法對他們自己國家大多數的人民掩藏此一事實。這封信讓我們記得... 

 

 

我必須挑出過去兩個月的重要事件，以繼續這日記。 

 

2月3日，星期一： 

我們被邀請到白金漢宮參加一場音樂會，這場因為
會是為了慶祝蒙特威爾第合唱團50週年而舉辦的，
查爾斯王子是他們的贊助者。這合唱團及它的交響
樂團，是約翰·艾略特·賈汀納爵士之作。特別的是他
的研究，發掘音樂在被創作當時聽起來的樣子，並
採用相同的樂器以再創造出同樣的聲音。 

 

查爾斯王子講述，當他還是個年輕的男孩時，如何
意識到宮中牆上掛著的畫作(我們在接待會及晚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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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着他們）有多麼地了不起，並把這個例子和約翰·艾略特家中收藏着唯一一幅巴哈的畫
像做了個連結，這幅畫像是一位騎著腳踏車逃出納粹到英格蘭的年輕男子所留在那兒，以確
保畫像的安全；查爾斯王子猜測這可能對於創造出那讓他在年僅20就組成了這合唱團的熱情
有所幫助。這合唱團一直以來由私人捐獻所支持，這是個很大的成就。 

 

兩個曲目來自巴哈以及韓德爾，兩人都生於1685。你被巴洛克音樂的韻律所支持及提升，你
飛翔。以韓德爾來說，約翰·艾略特選了一個受歡迎的曲目，沒有比韓德爾的作品更好的了
。對這樂曲，他提供了我們這樣一個景象：韓德爾身為一個初次造訪羅馬的年輕人—

那時！—

當羅馬跟現在一樣大，當它如此地富有；全是巴洛克，有著樞機主教們及教堂，當時的宮殿
今日已成為博物館，或分割成公寓，住著著名的家族們。韓德爾在這曲子是如何極盡能事地
炫耀啊！他想要比那些光耀奪目的更加令人眼花繚亂。 

 

我們遇到真的很棒的人們，很明顯地熱愛音樂，尤其是伊莎貝拉，穿著我們設計之一，冰藍
色｀華美的露肩禮服，如此活潑及親切，約翰·艾略特的夫人。 

 

我跟安德瑞亞說：「我覺得很抱歉，我們這麼忙，忙得沒有時間耕耘新的友誼，我希望再見
到他們。」真想不到隔天送來了一小盒裝着ＣＤ的禮物—

蒙特威爾第合唱團及交響樂團錄音的合輯，有著漂亮的封套，(多數是）史蒂夫·麥卡瑞所攝
醒目臉龐的照片—

伊莎貝拉的主意，以及晚餐的邀約。我很高興。伊莎貝拉對氣候革命很感興趣，也許她會想
幫我們的忙。 

 

2月5日，星期三：我接受了觀察家報的凡妮莎·梭普的訪問，主題是關於知名人士穿著我所
設計「搶救北極」的T恤，由安迪·高茨攝影。凡妮莎似乎認真且令人愉快，我想著我希望對
她個人有多一點認識。我一向信任記者，但有時你可能是錯的。當文章發表時，我不能希求
比這更好的了—

閒聊着名人的同時，她也找到了方法融入我所提到的每個重點。謝謝妳，親愛的。 

2月8日，星期六：到巴比肯中心聽韓德爾的神劇「西奧多拉」，有獨唱者和合唱團。韓德爾



的「勝利」神劇，受到坎伯蘭公爵血腥鎮壓詹姆士二世黨人在1745年的叛亂所激勵，也符合
當時國民好戰的情緒，然而「西奧多拉」針對觀眾期待直接切入。（這顯示成功取決於與大
眾的看法一致）「西奧多拉」強調聖靈改變生命的力量，制裁宗教容忍及思想的自由。 

韓德爾節目單筆記 

 

2月9日，星期日：紅色標籤呈現了我們經典造型的一部分。 

 

2月12日，星期三：裘德洛演亨利五世。我喜歡。我對這齣戲頗為瞭解（在學校時讀過）。
莎士比亞：天才，每齣戲都不同。我可以引用序幕，「噢火的繆思.....」不論你聽過多少次
，這藝術還是如此地有獨創性。這麼多不同的感覺，我法現我最愛的是，當亨利在追求法國
公主，她總是講法文而他講英文，但你瞭解一切。性感！裘德洛很有實體存在感。（阿金考
特戰役實在是場在泥濘和雨水中戰鬥的恐怖戰役。當法國騎士的戰馬打滑的時候，英國弓箭
手屠殺他們，所有人在泥濘中，一個疊着一個被射殺。英國死了幾百人，法國死了一萬。比
兩指「滾蛋」的手勢，據說是由英國弓箭手的指頭而來—

當他們射箭時，那兩隻拉弓弦的手指頭，如果他們被俘虜了，這兩隻指頭會被切掉。）片子
拍得很好。安德瑞亞形容這像是校園話劇（也許因為這製作提供了原文）。有些年紀大一點
的演員有可能是學校老師。每個部分適得其所。不小題大作｀切合實際，尤其是場景的轉換



，我記得就是移動道具及改變燈光。演員也一樣，只是移動｀出現或消失，你馬上就接受了
場景的變換。戲服暗示了歷史上的時期，但也適合劇中的角色；符合常聽到的老生常談（在
戲中以及現在），法國人的打扮更有裝飾性—

更多絲綢及天鵝絨，和戰役當時身穿皮革緊身外衣｀頭戴堅實王冠｀披著傳令官所著紋章戰
袍，男子氣的亨利相比較，更加女性化及多變。威爾斯風囊，福盧倫愛擺臭架子；戴著寬邊
帽，穿著靴子及馬褲（我想也叫燈籠褲），非常瀟灑。每個地方都考慮到，但看來很自然。 

 

3月1日，星期六：金色標籤秀，巴黎。安德瑞亞和我在星期三中午抵達。他直接進到展示間
分派角色，我到旅館休息，在床上待到隔天中午，看書。 

金色標籤秀，這些是我會選的兩套。 

接著我去到展示間，大部分的作品都抵達了。現在我可以看到所有衣服以適合的布料完成，
我把它們成套地放在一起。我知道這將會有點怪：我習慣我們混搭，從紋章戰袍到羅馬長袍
到剪裁，包含我們的招牌剪裁原則，和歷史性的剪裁，和布料的創新運用。總有着故事性的
暗示，劇場；一種讓你自我表達更多的穿著法。但對於這次的作品，我不曾見過任何和這相
似的。這是單純的夢想，每套衣服的角色還沒有被指認，等著穿它的人來創造。我會選某套
，但覺得有成為任何可能的自由！即使佚名或至少用假名，我還是會感到很有自覺。 



 

我告訴過你們，安德瑞亞是從沃斯得到靈感，另外我們也從一個相當不同的世界得到靈感—

我們來自雨林的朋友，阿夏寧卡部族。他們寄給我們一些衣服及珠子，我們設計了森林綠的
工作服和戰鬥服。（阿夏寧卡族已經為他們的雨林奮戰多年，許多人在上一場戰役中犧牲。
）我喜愛他們機織或著色的衣物（一個簡單的袋子）形狀｀珠子和紅色的臉部彩繪顏料。我
尊敬那些時至今日仍然需要如此少的衣物及物品，以他們優雅的傳統服裝自明的人們。我的
印象是它讓你和這個世界更為合一。山姆和瓦爾如往常一般做出很酷的風格。山姆把模特兒
的頭髮繞著頭平編起來，但他也為5個女孩做了法國美好年代風格的髮型。瓦爾用了阿夏寧
卡的臉部彩繪顏料。 

 

場地，美麗的盧浮聖和諾教堂（現已改作俗用），燈光酷（東尼），音樂酷（多明尼克）。
我們在座位上放了來自阿夏寧卡的巧克力作為禮物。拯救雨林的計劃上路了。 

 

3月2日，星期日：（星期一晚上回來。）還在巴黎
，和我們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大樂事—

法國女士雅絲敏·艾斯拉米（造型師及女性貼身內衣
設計師），她也為我們的秀工作。 

還有在晚餐時，我享受了和造型師強納生談話之樂
（他為我們在名媛淑女雜誌的攝影作造型），那晚
他和編輯潘妮·馬汀一起。當然，我談到「Who are 
our 
rulers?」，還有我們所面臨氣候變遷帶來的危險。
我的朋友法蘭克遠從三藩市來，在巴黎，我設法撥
出時間和法蘭克相處。我和我的日本朋友信子已經幾年沒見了，但我只來得及和她擁抱，沒
趕上在她回去之前碰面，她急著趕到倫敦去看史蒂夫·哈里森的美麗陶作，信子真的很妙。
沒有化妝，非常美麗，她通常穿一身黑，長而些微波浪狀的黑髮垂到腰間。當我們開始和她
認識時，她曾經化着最完美的妝。20多年前，她把我們介紹給日本的合作夥伴，在日本為我
們工作。然後她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穿起和服來。直到竹和疾病奮戰死去之前，她和他住
在一起。她學會了製作皮革製品，她這麼做和傳統的禁忌相違；在她來自的階級，一個女人
這麼做會被放逐。皮革製作被視為不潔的，交給下階層的男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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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星期三：蘭貝斯醜聞。在我家附近一間受到威脅的房子外面，我參與了一場地方
性抗爭。凱特·郝威（我們的議員）在那裡，她很棒。蘭貝斯區政府將住房合作社的成員一
個一個趕走。我們必須和他們對抗。我聽說在艾勒芬卡索，區政府想把一半的國民住宅拆掉
，建造高級公寓，這將使負擔不起買房而登記國民住宅的名單更加地長。卡姆登區政府（好
的區政府）將通過法令以阻止有錢人投機炒房，買了房子卻空着。安德瑞亞喜歡在早上到對
街的咖啡店喝杯茶。他注意到去年開始在那裡碰面的女人們：她們送小孩上學後到咖啡店，
穿著講究｀注意身材，用昂貴的手提包。她們才剛在河的南岸買了兩百萬英鎊的房子，把她
們在河對岸（例如：卻爾西）的房子以1千萬或1千2百萬英鎊賣掉—

那是她們住了一輩子的房子（很有可能是從家族繼承的）。 

 

3月9日，星期日：哇。（世界的女人）夏米·恰克拉巴提支持這個活動，而且會為一群人在
南岸採訪我。我希望和人們溝通「誰是我們的統治者？」，而夏米是一個不可思議地有幫助
的訪問者，讓我陳述所有的論點。經由指認出我們的統治者，人們明白為何我們的世界有危
險，及這是如何發生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ZZYq5aohY 
 

最後一個問題來自一個小孩：「一個孩子如何阻止氣候變遷？」我告訴她我總是如尊重其他
人一般尊重我的2個兒子，小孩和大人都是有同樣責任的人們。妳最重要的任務是去瞭解這

https://www.facebook.com/LambethUnited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graphics/translations/Who–are–our–rulers–TRA–CHI.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ZZYq5aohY


個世界；透過閱讀以及透過藝術 

，妳通過發現過去來瞭解現在。每種藝術都述說一個故事，它是某個人所見的世界，如果是
它偉大的藝術，那它是宇宙性的。現在這故事是活的。她必須知道什麼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政治的跟環境的，這知識會影響妳的行為。我忘了告訴她，年輕孩子比大人（那些受僱的
）有更多時間，在這情形下，她應該和她的朋友成立一個小俱樂部，或和她的祖母一起經由
故事發現過去，閱讀｀繪畫和音樂，或歷史或加入一個運動。不要製造垃圾—

塑膠｀紙張....(這比依賴回收要更好），當妳不需要的時候關燈或暖氣。這樣的自律會讓妳
關心更大的議題。 

 

3月11日，星期二：我的朋友瑪蒂娜來看我。她曾和我一起工作，現在她在漢堡教書。她經
歷了疼痛和極大的苦惱。但我從未見過比她更有活力｀更正面的人，她既溫暖又仁慈。嚴肅
。我喜歡嚴肅的人，那些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人。瑪蒂娜帶給我一本收錄了紹姆堡服裝
的書，這些裝束如今只有少數的女人還在穿。她帶了130個學生在那裡進行了一個月的服裝
研究（看得出德國人花在教育上的預算），我注意到其中一個學生的作品特別好。另一個女
孩寄給我一串七葉樹的果子串成的項鍊，她做得很美，就和帶給她靈感的琥珀項鍊一樣優雅
。瑪蒂娜把一些關於良知布料的想法整理在一起。 



紹姆堡的傳統服飾 

3月12日，星期三：傍晚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彼得·奧利卜一起參加貝特西藝術中心（ＢＡ
Ｃ）一場關於劇場「文本的未來」的討論會。討論者有兩個女的主管經理，一個在夜間公車
上即興表演戲劇的女人，主席是一個表演自身創作的演員。觀眾是一小群這個劇場的支持者
。我是理事之一。我喜歡它，因為它是地方的劇場，而且它也是很重要的劇場。我對於這討
論感興趣是因為很多劇場有文本的問題。你聽不到演員，他們背對著你，他們的聲音被後台
的角落所吸收；我在Young 

Vic劇場看的一齣戲，整齣戲演員們沒有聚焦在觀眾身上，除非他們碰巧面對你，你聽不到
他們在說什麼。演員們有時不能充分地傳達，尤其是那些年輕的。他們講話的方式就好像他



們在拍電視或電影一般。討論團（對著彼此）講了感覺像是45分鐘，而仍然什麼都沒講，他
們一再重覆的只是「我們用不一樣的方式做事」，而不說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不同的事。我確
實記得其中之一提到在一齣戲裡有事發生了（那是重要的事），然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
（她一定是指改變意思或文字）。是的，你可以，但是接著整齣戲必須跟著改。我當時應該
問她這個，但那時我感到困惑—

為什麼妳想在戲演到一半的時候改變莎士比亞的文字，然後重寫其他的部分？ 

 

他們有時講到觀眾，我可以看出他們從哪兒來
；他們不想迎合特權階級而且反知識份子，因
為他們把這麼做和反人民混為一談。其中一個
主管經理堅決認為過程就是所謂重要的事。她
所說的過程是指你如何一起工作，以準備一齣
戲嗎？所有那些建立最後完成形式的決定，為
什麼她不解釋那看來深奧的詞語？ 

 

彼得和我一直都想離開但我們沒這麼做，因為
那顯得很無禮—

我們是這麼一小群人。然而，在問答時間，我
告訴他們我們從頭到尾都覺得很無聊，因為對於所提的議題，他們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主席
告訴我，我有權利有自己的想法，這我同意，因為它不僅祇是個想法，是事實。觀眾對我感
到生氣，他們告訴討論團他們覺得很有意思；他們不能解釋為什麼有趣。推測他們和那些講
者一般滿足地坐在那裡，是說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做事那些人，快樂的支持者。 

 

我們必須假定，這兩個女演講者(兩個都管理很有聲望的劇場）提供好的戲劇。 

 

最後，掌管ＢＡＣ的大衛和緩地結束這晚的活動，他說：「你最後想到的經常是最好的主意
。」我以前就聽過這句話，但這是空洞｀無用的宣言；它鼓勵人們產生你可以從一個袋子中
抓出個主意的想法—

然而一個主意是建立起來的；它成長以及發展。它是被形成的。偶爾我無法讓一個主意發揮
功效，當我覺得受夠了，我回到從頭，致力於似乎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但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劇場是（我想）溝通意見最偉大的藝術形式—



它可以被用來批評現狀。它影響；比起電影，它更深刻地碰觸到你，因為你必須提供想象力
，你不能被動。我很幸運，第一次到劇場（19歲）是去看羅伯特·鮑特的「良相佐國」（由
保羅·史考菲主演）。這個故事是講述，亨利八世的樞機主教托馬斯·摩爾反對他和第一任皇
后（阿拉貢的凱瑟琳）離婚的願望，之後被燒死。場景的轉換極少但充滿魔力：布條從天花
板墜下，接著摩爾的家就變成了法庭。音樂。一個叫「平常人」的角色帶著一張有11根杆子
的長板凳跑進來，在每根杆子上放一頂帽子然後坐下，完成陪審團。 

 

這是我所指的想像作為一個主動的合作者；我們很樂意參與假裝的過程，我們喜愛戲劇向我
們呈現的伎倆，它給我們一個動作，我們提供其餘的。 

 

劇場比生命還大，它能達到這層次，是透過以主要元素重現整體。它是人工的；人工＝由藝
術所製造。 

 

我認為如能將矯揉造作的吟誦文詞再
次介紹到我們部分的戲劇中，將會是
一件好事。勞倫斯·奧利維爾很有傳奇
色彩，但是他的風格在影片中太矯揉
造作，看起來不自然。彼得·霍爾照慣
例用了面具的希臘戲劇，其中的文詞
是多麼有力量啊！演員從不曾背對你
，當他們移動到另一邊時，他們扭轉
自己以便面對我們，他們對話時輪流
看著觀眾，對你說話，好像你就是那
個和他們每個人對話的對象。 

 

是的，我同意各種不同表現劇場的方式，我料想，在講台上那位女士提到的「過程」是指那
些作用顯著的。我對拱型舞台沒有意見，它等於是畫框一樣；它圈起一個魔幻的區域，而我
們可以透過想象力進入這區域。演員和觀眾不需要混在一起。 

 

有時導演把注意力轉移到我們身上，以打破我們對戲劇的專注；演員直接牽扯我們，讓它成
為我們的難題。布萊希特這麼做過。 

 

當其他人試著以特殊舞台效果將觀眾拉進戲裡，它可能成為一個馬戲團。我看過一個版本的



「浮士德」，其中演員們可以把自己從舞台上拉起來，在一面橫越整個天花板，掛在我們頭
上的網子上，如猴子一般地走路。這只是其中一個當戲持續進行一段時間後變得氣人的壯觀
特效，因為劇情太弱了。 

 

BAC巧妙地運用它建築物裡各個不同大小的空間，有時把劇場活動的「舞台」安排成一段經
過不同房間的旅程。進入一個裝潢成不同時代的房間，我突然發現一個男人坐在火爐前的手
扶椅上，而爐台上巨大的貓是真的。這戲的高潮是在主廳一場盛大的，死亡的性愛之舞，充
滿整室的光線在死亡的恐怖形象出現時消失。這活動是從愛倫·坡的一個故事而來，「紅死
病的面具」。它有種神秘恐怖的氣氛，而且給你深刻的印象，但我錯過了建造劇情的故事。 

 

亞里斯多德說：一齣戲的終點或目的是劇情，發生的事，「因為它是快樂或不快樂所依賴的
行為...根據他們的行為，人不是幸運，就是幸運的相反。」當然，人的行為取決於他們的性
格，以及在某些情況下，那性格可能如何行動，或對別人的行為如何反應。他必須符合角色
。台詞是戲劇的一部分，它推動整齣戲。 

 

劇場應該是為每個人而設的，但它不便宜。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藝術應該受政府比現在多10

倍的補助。在古希臘，私人贊助者花一大筆錢；戲劇遺留給我們的持續地豐富我們的生活。
我可以瞭解藝術家尋找把戲劇帶給人們的方式（它可改變生命），但窮人將需要存錢，不然
會發現到劇場看戲是沒有可能的。像ＢＡＣ這樣的劇場，試著運用他們有限的資金來處理這
個問題。 

 

3月13日，星期四：自從我承擔了氣候革命的使命，有一段時間我認為除了這議題外，我沒
時間花在友誼上。但這是壓力，而且愚蠢。我如此享受和瑪蒂娜的相處。到最後，和朋友聊
天為每個人帶來極大樂趣。當兩個我認識的年輕人留了碰面的訊息。在看完牙醫之後，我去
赴約，地點是我們干德街店舖樓上的我的展示間之一。他們住在巴黎，那天晚上他們從西區
去搭歐洲之星會比較方便。我的朋友們是時裝設計師讓·泰爾·德·卡斯泰巴雅克（一個很久的
朋友，在我貧窮時他幫助我）的兒子們。他們的母親凱特是美國人，他們在美國上學，所以
他們完全是雙聲道。這是最好的教育，因為每種語言都包含不同的概念跟思考的方式。吉永
和他弟弟路易·馬希差四歲，他們是朋友。大約5年前當我們在洛杉磯開店的時候，我看過路
易·馬希，他和蒂塔·萬提斯一起在那。打從吉永還小的時候，我就不曾見過他。 

 

我們在展示間裡喝了咖啡，裡面除了衣服，沒有其他人。我們互相更新消息，談到我們跟我
們的家人都做些什麼，還有一些我們關心的事。吉永有一個5歲的兒子巴爾薩澤，他帶他去



博物館（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路易·馬希給我一瓶珍貴的阿瑪尼亞克白蘭地，他為
它設計了毛氈保護套，告訴我他喜歡和這樣的品質及那地區這樣的人們一起工作。又一次，
他們是嚴肅的人，而且如此聰明且閃耀。我確實喜歡他們。 

 

我向他們推薦，在搭火車之前的時間，剛好有足夠一訪「華萊士收藏」。 

 

3月17日，星期一：我從上午7.30開始填速讀，我影印這個速讀是因為這是個好的，我以前
曾經做過兩次，而現在我解不出來。我檢查以確保我沒漏掉一個數字，一直到下午3點，我
都沒把它放下，之後我又看了一遍，發現我漏了一個數字，並且馬上就完成它。 

 

3月18日，星期二：淋浴影片的午餐及記者會午餐。我和丹·馬休斯一起做的影片，他為PET

A（提倡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對待動物的組織）寫了腳本。影片是關於成為一個素食者及省水
。生產一噸牛肉要用上4百萬加侖的水。拍得很好，好主意。我告訴丹要用「有史以來最好
的演講」，而他把複製帶發給媒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zd6DvTg3E#t=19 
 

帕美拉為動物權做了如此之多。當她旅行，丹安排她和重要人士談話，他們改變了法律及作
法。想像你每次旅行時都要做這些事，這份量很多。 

 

3月19日，星期三：「反壓裂的抗爭將是英國人民所戰鬥過最重要的一場戰役！它是對抗氣
候變遷的戰爭中第一場戰役。」 

 

我們的大日子！「被壓裂的未來」嘉年華，氣候革命（Climate 

Revolution）以及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壓出倫敦（Frack Off  

London），生態滅絕（Ecocide），燃料貧窮行動（Fuel Poverty Action）, Reclaim the 
Power（收回力量）, 其他是社區團體 （Frack free Somerset, Britain & Ireland Frack Free, 
Resident Action on Fylde Fracking, East Kent Against 
Fracking）。定在今天，所以我們可以抗議陰謀者們的會議，那些企業及政府官員，他們聚
在一起，不顧大眾利益，在大眾被提醒關於壓裂的危險性之前，要讓壓裂強行過關。把自己
的頭放在盒子裡的官員們，已經準備好為了利益毀滅世界。 

 

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的關係，他們將會議場地更改，而且我們知道新的場地在哪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zd6DvTg3E#t=19


 

我們會依照原先的計劃：在我們的貝特西工作室會面
，遊行過橋到國王路，在騎士橋車站加入其它抗議的
夥伴，然後移到會議原先的地點—
一步之遙的加美拉旅館。我們將會在外面演講，然後
到那祕密地點。貝特西，我們一切準備就緒，我放了
所有員工一天假。辛蒂（氣候革命最新的成員）很成
功地召集群眾，並安排我們的學生製作海報，其他參
與的人有著參加嘉年華的心情，裝扮成木乃伊及餓鬼
。 

 

我並不想要一場嘉年華。這是死生相關的事，我沒有在臉上塗戰爭彩繪。我想吸引「一般人
」，這是指一般而言不太有政治傾向的人。但是我們的行動主義者同伴是對的，我們需要這
嘉年華。我們只期望會有500人左右，而那大約就是實際參與的人數。那天是在週間，也是
預算日。那些陰謀者也把這算計進去了嗎？—
不要低估他們對群眾的恐懼，約翰·掃文（綠色和平的領導人）不能來，因為他要面對媒體
，處理有關預算的事宜。至於學生呢？西蒙，一個在學的行動主義朋友，本應該在組織活動
的，但他甚至都沒露面：因為他要出席考試。得了吧！ 

 

我們看起來很不錯，來了很多媒體。我被邀請前去領導隊伍，我鞠躬致意，雙手合十禱告，
就像你在戰爭前會做的一般。然後我們就出發了！ 

 

在國王路上的人們向我們歡呼以示支持，然後辛蒂大聲招呼大家集中在一起，因為我們必須
停下來等交通號誌。在我們遊行時我和一些朋友談話。在加美拉旅館，我們遇到「反抗的律
動」（一個森巴樂團）和運動人士奈傑，以及他的示範 / 
迪士可巴士。旅館前有一個小廣場，我們在那裡發表演說，也向反壓裂鎮營的鬥士們道謝。
來自鮑爾柯姆的凡妮莎·瓦因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演講者，她的演說充滿了許多有力的資訊。
她已經參與反壓裂3年了，她才剛從美國回來。科學家提莎是其中的皇后，她負責大部分的
組織工作，並且擔任儀式主持人。她是你所見過最美的餓鬼—
但她說要保持佚名，所以你看不到一張她的照片。之後我們一些人搭上了奈傑的巴士，出發
到老街附近接近班庸菲爾德的祕密地點。 

 

當我們逐漸接近的時候，我看向窗外，看到另一隊遊行者走向主要道路，他們看起來真的很



有趣，人很多，然後我讀他們的海報，瞭解到那是我們，其他的人搭地鐵。（他們度過了向
路人解釋我們主張的好時光—
生與死，耶！）我們和我們的密探（他參與了會議）碰面，所以我們得知陰謀者的行程。這
是他們機密性的簡報資料。祕密地點是在城市路的阿莫瑞屋。 

 

森巴樂團十分地重要—
在鐵門外有許多的鼓聲，媒體問我：「對於支持壓裂人士為了逃避妳，跑到這裡來受軍隊保
護，妳作何感想？」 

 

你有時煩惱：對抗那巨大的毀滅陰謀（媒體，政治，商業，銀行）—
而且有時那似忽是大眾默許的，你是如此地渺小。閱讀那些在抗爭中表達共同支持的文章是
很鼓舞人心的，來自一般媒體的記者，尤其是衛報，那些網路上的，當然還有所有非政府組
織支持，有時是一大群人。在我們的遊行中有人發送綠黨的傳單，這是一個很棒的團體，我
完全同意。他們由聲討財政緊縮措施開始。如果整個世界採用他們的金融計劃，我們可以拯
救地球及經濟的崩壞。 

 

表達你的信念是如此重要。我們將會贏，因為我們必須要贏。 

 

晚上和賈汀納家一起用餐。我們的共同友人羅密利·麥克阿爾畔也一起，還有羅尼·哈伍德（
電影「鋼琴家」的編劇），他是如此地甜。 

 

3月20日，星期四：下午過了一半，我發現我的一隻耳環不見了—
有100年歷史了，曾經屬於安德瑞亞的祖母和母親。我不知這是如何發生的，夠大也夠重，
足以讓我察覺到。我並沒有移動很多，所以在同一塊地方一遍又一遍地找。莫瑞發現它不見
了，但在他之前和我說過話的兩個女同事說我之前還戴著。她們倆都很有觀察力而且小心，
那表示我是在辦公室掉了耳環的，不是在街上。接著每個人困惑了。 

 

安德瑞亞也不開心，我們把音樂會的票給了培培，然後回家，然後在沈默中吃完晚餐。然後
我在我保存珠寶的小盒子裡找，並找到了它。我記得這個早上掛耳環的時候，同時回覆門鈴
。安德瑞亞告訴我，我們一回家他就看過盒子裡，但沒找到。 

 

重點是這個：安德瑞亞說了一遍又一遍：「人們怎麼可以如此確定，我從不曾完全肯定。對
我而言，要完全肯定，我必須要對它有所評論，尤其是要注意到某件事物。」和做速讀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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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樣，我不夠懷疑。 

 

我有一次記得一個朋友想要讓我看電視上的某個節目，那是在我用先前的辦公間時，我說：
「我想那裡可能有一臺電視。」我不太確定，但那裡有一臺。我不看電視，我們只注意到對
我們有意義的事物。 

 

3月23日，星期日：下午在皇家慶典音樂廳。在南岸戶外式及買了一些埃及式外帶食物。進
入音樂會，洛林·馬澤爾：搗蛋鬼提爾（理查·史特勞斯的週年紀念）；莫札特的小提琴協奏
曲，獨奏柳愛莎（中國裔，在紐約長大，20歲）。她很有意思。嬌小，隨著音樂擺動她的頭
。安德瑞亞說：莫札特也會喜愛她和她旋轉的馬尾。」；穆索爾斯基的展覽會之畫由拉威爾
作管弦樂編曲。放屁！大家，你死之前要聽。 

 

 

3月24日，星期一：到阿爾美達劇場。海德隆 / 
諾丁漢戲劇屋製作的「1984」。我10年前看過，但他們已經改過了。以前的版本是完美的
，現在的也是。如此的技巧，對劇場如此的運用，好啊！你知道我提過這本書是最具重要性
的著作之一。 

 

我和安德瑞亞｀班以及知佳一起去。我想哭。溫斯頓由馬克·阿倫德斯扮演，如此微小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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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他其實挺高的，但他被虐待，即使如此他為自己維持了高傲｀他的希望（你沒有看到虐
待的過程，你看到那對他造成的結果）。他為了他對茱莉亞的愛而戰，為某個尚未出生的人
懷有希望，然後到了他不能承受更多凌虐的那個點，他必須說：「對茱莉亞這麼做。」，然
後他喪失了自我的存在。整個世界沒有一刻不是將他掌控在它的權力之中，即使在他以為有
機可乘的時候也是如此。 

 

3月25日，星期二：豬小妹為了她新電影的首映會來到倫敦，我們為製作出她在影片中所穿
的美麗衣服感到自豪，所以今天下午，我們到她邀請我們一起喝茶的旅館看她。安德瑞亞在
試衣的時候見過她，所以他為我們介紹。她沒有比穿著她的「搶救北極」T恤以及她的迷你

蘇格蘭裙時更美的時候了。我們把我們的談話錄影起來，所以我們大家都能看得到。 

 

3月28日，星期五：萬億基金會的人來見我們，麥可·史坦和茱莉亞·果洛夫斯。他們進行得
很順利。他們的目標是把銀行業對小額投資者開放，與此同時讓人們能投資再生能源：實際
上，能源相關計劃可以群眾募資。 

 

茱莉亞一直在和政府內閣大臣們對話（遊說）。他們現在同意了！—
小額投資者將不會受到限制，每個人都可以資助這些計劃。還有，我們將爭取綠色個人儲蓄
帳戶（Green ISA）。 

 



麥可似乎比任何人對能源及能源提取的議題都懂得多，問他一個問題，例如：塞文河攔河壩
， 

他的臉馬上亮起來：「那沒必要。」接著討論了威爾斯的港口是更適合這麼做的地方，麥可
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其中一個想法是和法國以及歐盟租借阿爾及利亞跟摩洛哥的沙漠，或希臘（他門需要錢），
在那建造太陽能公園，他解釋，我們可以用從法國輸送核能到英國的輸送線，為我們帶來太
陽能。 

 

確實，萬億基金會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保障能源安全的計劃，越乾淨越好，而且當投資回本的
時候，它將變得非常便宜。 

 

沒有壓裂的必要：氣候革命只講環境的常識及經濟的常識。 

 

3月29日，星期六：祕魯餐廳。涼爽地球（Cool 
Earth）邀請。為我們一群受涼爽地球邀約一起拜訪雨林的朋友們所辦的團員會。看到記者
戴博拉·羅斯是一件樂事。計畫。 

 

3月31日，星期一：今天我和安德瑞亞去看費南度參與皇家芭蕾舞團，表演柴高夫斯基的睡
美人。他將演出炫耀的知更鳥。 



 

從右到左：電影導演大衛·葉慈及夫人伊鳳娜，共同朋友約翰娜，倫敦德里侯爵夫人  
多琳·韋爾斯，雷斯理·科里爾（在皇家芭蕾教舞，舞團的前首席女舞者），在薇薇安跟安德瑞亞旁邊的是瑪麗

莎·漢彌爾頓我的知更鳥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