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薇薇安的日記 — 十月 

 
十月：為了協助宣傳我個人傳記的出版，我同意接受一些訪問。 
 
1日，星期三- 滾石，蕾納塔.莫侯透過電話採訪。 

14日，星期二- 女人時光，接受珍妮.默理採訪。 

15日，星期三- 
衛報，在卻爾西市政廳進行有觀眾在場的公開訪問，由黛博拉.奧爾

採訪。 

17日，星期五-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第三電台的私房古典樂（Private 
Passions) 
節目。由麥可.伯克利採訪。他們對訪問的結果感到很滿意，並希望

能把它排在聖誕節期間播放。 

我很開心能和這些採訪者對談，我喜歡他們所有人。尤其是黛博拉.
奧爾，我從她那兒感受到額外的支持，不過回過頭來，她採訪的時間

也最長。她是個冷面笑匠，既風趣而且又聰明。我在這些訪問的談話

有個共同點，在採訪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但後來注意到了— 
原來，我這一輩子所做的一切事情，背後的推動力到現在還是一樣的

：我想瞭解這個世界，不為別的原因，是因為世界本身就很有意思，

而且我還想運用這些知識讓世界變得更好，讓大家都享有和我相同的

機會。我很慶幸自己出生在這個國家，而且真的很喜歡英國的氣候與

四季。我同時感到慶幸的是，在我的童年時期，孩子們並沒有被寵壞

，或是因為種種消費性商品而分心，因此我能深入地培養自己的興趣

，隨後成為一個藝術愛好者。 

10月1日，星期三：晚上，彼得邀請我到老維克戲院看克莉斯汀·史
考特·湯馬斯擔綱演出的伊萊克特拉。她曾說過：「在死之前，我將

演出伊萊克特拉。」 
眼前這場表演可以說是她演藝生涯的精華之作，雖然我個人不怎麼喜

歡，但可以預見她的演出將獲得如潮佳評— 
女主角在戲中是如此地瘋狂，整齣戲裡我只同情了她一次— 
那是在伊萊克特拉傾聽她所深恨的母親陳訴心聲那一刻。這角色整體



的造型很到位— 
被虐的形象。她是燃燒着的憤怒之火，完完全全地濃縮而集中，聚焦

的程度強到當她移動的時候，只能說著說走或甩動身體。我覺得這有

點兒過了，這樣的角色也需要有平靜的時刻。 

因為母親謀殺了父親而必須殺掉她為父親復仇，這是伊萊克特拉她弟

弟的責任。而畢竟母親謀害父親的理由之一，是因為這父親犧牲了他

們大女兒（也是伊萊克特拉的姐姐）的生命。 

 

伊萊特克拉大概是這戲裡最困難的角色，因為她把所有的熱情只傾注

在 「怨恨」，然而光只有這個焦點是不說的，她還需要其他的視角— 
客觀的要有，主觀的也要有。她可以在情感層面上成為這角色的同時

，也帶給觀眾理智層面上的體會。她還需要把自己的說在 
「形象化」 。 

演員本身對角色的理解是成功詮釋一個角色的核心要素。演員怎麼想

，觀眾就會怎麼想。他需要熟知劇本及其字裡行間所蘊含的深意，才

能讓觀眾感受到他舉手投足之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演員要考慮的不只

是一齣劇在被創造當時的時代意義，還有這齣戲在當今社會的評價。

演員本身的意識能說有效地將觀眾帶入情境，同樣的，透過觀眾的眼

睛，演員能看到自己。 

如同其他形式的藝術，劇場是對人生的模仿：它不是真的。 



我的理論是，現在的演員因為看太多電視劇以及電影片，認為表演就

是要真實，而且只專注於和其他演員間互動的關係，反而忘了自己也

需要對著觀眾表演。我認為劇場就要有劇場的樣子，它必須要是人造

的（＝由藝術所造），而且要比真正的人生更廣大。 

10月2日，星期四：受菲利普·布林之邀，到位於基爾本的三輪車劇

院看他所執導的 「真實的西部」 
，這齣戲是七〇年代山姆·謝潑德的作品。 

 

1971年5月，派蒂·史密斯和山姆·謝潑德在卻爾西酒店的合影。1971年我第一次造訪紐約時就

是住在這兒。 

安德瑞亞和我搭地鐵去，接著走到基爾本的商店街，我們挺享受這段

路程的，我不認為我以前曾在這地區散步過，大概是因此而感覺有些

兒不同吧。一位和我們同站下車的女士認出了我，她說她認得我的板

栗項鍊，蘇格蘭公投前夕，她在電視上見我戴過這條項鍊。她還說她

本來不希望蘇格蘭獨立，但她後來改變了主意，因為 



「那些政客要的只是屬於他們的政府，根本不考慮我們人民。所以我

對蘇格蘭說 『好，獨立吧！』 」 
我覺得這位女士很棒，她已經真正體會這場公投的利弊以及激勵人心

之處— 好現象。 

今晚的戲是極妙的一齣戲（等它下次在倫敦西區演出的時候我會通知

你們的）。這齣戲呈現了美國夢的種種缺失，即便是七〇年代的作品

，用以呈現今日的情況仍舊是若合符節的。謝潑德真是個偉大的劇作

家啊！荒謬的情節 — 瘋狂地令人難以預測。現場佈景 — 
一個小廚房，外加一片藍天。演出 — 
令人難以言說！尤其是尤金·奧黑爾的演出。謝啦菲利普，這麼適切

地呈現了這齣戲的悲慘性質！ 

10月6日，星期一：依恩·凱利邀請我們到到塗鴉吧喝幾杯，並且分

享他今天早上特別為我們烤的蛋糕。他想要向所有在他為我寫傳記時

和他談話並給予他幫助的員工道謝。 

10月7日，星期二：在馬克俱樂部舉行新書發表會。皮卡多把我們關

於終結資本主義的傳單夾進書的前頁，這幾頁在再版時會包含在傳記的

整體說容一起印製。真希望當時在英文和德文版出版之前，我就及時

想到這一點。書本封面我的肖像是于爾根拍攝的，整個給人的感覺是

覺得這是本重要的書。 

我很開心在會場見到很多朋友。貝拉（佛洛依德）告訴我黛比（吉文

奈爾）前一陣子去世了。我無法一一感謝所有的朋友們，在演說的時

候，我特別選潔莉·霍爾來談，同時讓大家知道，他們每個人在我心

中都和潔莉一樣地棒。潔莉是個完美的女主人，她有本事讓每個人都

覺得自己很特別，我們已經開始期待她的感恩節派對了。演說中我談

到她剛開始為安德瑞亞和我走秀的時候，她只是清描淡寫地對興奮的

媒體說：「我先生幫我找的工作。」 
（那時米克在一場派對向我提議讓他的夫人做我們的模特兒）潔莉讓

他們感覺我比她還重要。那時她先噴了點兒香水，然後光著說上台展

示一件滿是滾邊薄紗皺摺的禮服。一次拉鏈卡住了，幾乎得拆了她的

手臂才能讓她穿上或說下身上的衣裳。（如果你當時也在場，就知所

言不虛！）我們一起都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尚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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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星期三：娜歐米·克萊因在牛津進行一場演講，主題是關

於她的新書 「氣候危機改變一切」 
。娜歐米希望由我向觀眾介紹她，因此我和辛西亞到那兒與她碰面。

因為我們對於採取立即行動以拯救瀕危的地球這個主張的共識，彼此

之間一直以來都有互相聯繫。娜歐米的先生艾維·路易斯即將完成的

同名紀錄片傳遞了與這本新書同樣的訊息 — 
如果我們能說面對並處理氣候變遷議題，這樣的行動會推動着我們去

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我們真正想要的世界。影片中特別強調

了那些已經開始這麼做的人們。停止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由重新思



考我們和他人之間的關係開始，每個人都需要做出改變。當今的世界

，是個由1% 施壓者與99% 被壓迫者所組成的世界。 
 

 
我還沒找到時間讀這本書。在這兒我附上我的朋友貝琪在2014年9月
20日寄給我的，一篇加拿大環球郵報上很詳細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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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為[5]的書評段落裡認為娜歐米這本書的一個缺點是沒有充分定

義資本主義。還有如果她是個反資本主義者，那她又如何為這身份下

定義？以我個人而言，我在能力所及的範圍說回應了這個質疑。（你

們可以從10月16日我給天波爾·都鐸的回覆或從 「終結資本主義」 
這篇分析裡瞭解我的想法。）我認為大家都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通

常它也被指稱為 「貪婪」 
。對娜歐米和其他指名道姓地糾出這個敵人的朋友們，我能表達的只

有感謝。 

在另一篇書評裡，娜歐米遭到攻擊的點是 



「不相信資本主義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他們說：「她錯得和馬爾薩斯一樣離譜。」 
像這樣的批評也被用來對付羅素·布蘭德，他們是這樣說的：「難道

他不知道資本主義幫助成千上萬的人說離了貧窮嗎？」 
似乎有一段時間馬爾薩斯的學說被證明是錯的，因此在這裡我摘錄了

伯特蘭·羅素在 「自由與組織」 
這本書裡的一些說容以針對關於馬爾薩斯的爭議加以說明。現在，可

悲而顯而易見的是，在資本主義已經逐漸走到終點的此刻，馬爾薩斯

的預測看來是再正確也不過了;然而，當科技被運用於解決人類生存

真正的需求時，馬爾薩斯的說法是有可能被推翻的。為什麼這些腦袋

空空的記者只知道引用過去的說法？他們也許認為自己知道些什麼，

但實際上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既是哲學家也是社會活動家的伯特蘭·羅素，照片中的他在奧爾德馬斯頓遊行的終點，也是

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準備對群眾進行演說。（奧爾德馬斯頓遊行的主軸是反核） 

10月10日，星期五：安德瑞亞與我到巴比肯中心觀賞首席女主角喬

伊絲·迪多納托演出韓德爾的歌劇 「阿琪娜」 
。這場表演以音樂會的形式呈現，這表示舞台上沒有佈景，但是卻有

交響樂團；演員也不會穿著戲服，而是穿著自己選的服裝。我們特別

參考喬伊絲在這歌劇中的角色，為她設計了一款晚禮服。女主角阿琪

娜是一位女巫，她迷惑了英雄魯杰羅，把他留在屬於阿琪娜的島嶼一

起生活。在島上，阿琪娜把人類變成各式各樣的動物。魯杰羅的愛人

為了拯救他而假扮成男人來到島上，在這情形下，其他角色之間的愛

情關係也說生了變化，舉例來說，另一位女士說棄了自己的伴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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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魯杰羅的愛人，以為她是個男的。 

 
我們為喬伊絲設計的晚禮服完美地襯托出這個角色的特色。布料的顏

色是深海綠，甚至有點兒接近碳灰色；是以銀色勾勒出魚鱗圖案的錦

緞。這件禮服採用不對稱的設計，低胸衣領其中的一邊做成突出削尖

的形狀，裙子的下擺則是上下曲折的線條。這件晚禮服由三個部分組

成：第一幕 
的時候阿琪娜擁有完整的法力，不僅禮服的上半部有著巨大的蓬蓬袖

，鋸齒形的裙擺也被同色調的薄紗襯裙撐得蓬鬆；在第二幕，當她開

始失去法力，蓬蓬袖消失了，她的肩膀也裸露了出來；進行到第三幕

的時候，襯裙也不見了，她來回踱步的時候觀眾甚至可以見到她說上

的鞋子。喬伊絲的髮型又是另一回事，背後與兩側的頭髮剪到大約半

英吋長短，上端則聳起有大約5英吋高。 

這看似奇怪的安排，其實限制了其它枝微末節的發展，只專注在提供

表達人類情感的機會。採用音樂會的形式使得站在交響樂團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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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面向觀眾的歌劇演員們必須同時和觀眾與其他演員互動，我喜歡

這樣的作法。你能想象這些微妙且不斷變換的情緒是如何地引人入勝

嗎？它整個的將你吸引入這非凡的音樂之中！韓德爾真是個天才！ 

10月16日，星期四：參加喬在說令可羅斯路新店的開幕。他的品牌

名稱是 「A Child of the Jago」 
，這一系列的設計以傑克·雪菲爾德命名。喬的設計依然受到一些罪
犯的啓發：傑克·雪菲爾德是一個大膽而聰明的竊賊和越獄的逃犯，
他雖然拒說成為19世紀社會貧窮的受害者，卻免不了成為其中典型的
受害者 — 
一個23說就被吊死的貧民英雄。喬的作品非常精采，他對所觸及的每
一件事都投注了真正的關心與愛意，而這也是他成就每一項事業的方
式。關於這個品牌，喬自己最愛的一點是，他已經找到一個能完全在
英國生說所有服裝的方法，這方法便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其中一間
工廠設立在北邊，本來要收掉了，但廠說一位巴基斯坦裔的工人接手
繼續做；另一間是在倫敦東區，屬於一個猶太裔朋友的表親，這位工
廠主向我說明，他已經是這工廠的第四代經營者，雖然英國工人技術
的傳承已不復存，他還可以聘用來自東歐國家的工人。這些衣服真的
製作精良，此外，喬搜購那些已停止生說但仍有庫存的布料，並且發
揮創意，讓所有的下說料也都能派上用場。這些布料賦予衣服真正的
個性。 



 
總之，在開幕式我還遇到了愛德華·都鐸·波爾（天波爾·都鐸）。他曾

和性手槍樂團一起表演，也參與了 「偉大的搖滾騙術」 
這部影片，我們還一起寫了 「誰殺了小鹿斑比？」 
這首歌。愛德華仍舊持續不斷地創作及表演。當我遞給他 
「終結資本主義」 
的傳單時，他問我：「但你所指的資本主義是什麼？那牽涉到很多不

同的的層面。」 
是的，這的確需要解釋。如果你讀了我的傳單，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資本主義最終的結果是壟斷。大魚吃小魚，大魚控制市場，逼使小

魚退出商場。（史坦貝克所寫的 「憤怒的葡萄」 
這本書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狡猾的大公司以賠錢的價格賤賣水

果，因而使得小農們破說。）過去，政府有制定法律以預防商業投機

並管控併購行為，但近幾世紀這些法條早被忽略，甚至被抽掉了。我

個人認為適度的商業管控對整體經濟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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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都鐸·波爾 

所有的生意都需要賺取利潤，並建立儲備資本。你可以說所有的買賣

行為都是資本主義，有必要的時候我們需要管控措施，以阻止人們互

相剝削。如今自由市場已被證實是我們的敵人，因此在這兒當我們談

到資本主義時，我們所指的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當我們對資本主義

進行抗議時，我們所抗議的是大企業。我們的政府還在提倡大企業，

所制定的政策越來越短視近利。他們無孔不入地瓦解我們的社會 
，做些像是破壞社區結構及共共服務系統之類的事，以尋求短期的利

益。為了大家真正的利益，我們必須設立這樣的目標：對地球好的，

對經濟也好；對地球不好的，對經濟也不好。對人類好的，應該是對

地球也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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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永續生存，我們必須和大地之母以及她的生態系統建立共生關係

。這是有可能的，比如說，當我們進行農耕的時候，如果我們試著生

說真正讓我們吃得健康的食物，並且一點兒資源都不浪費，大地之母

也會支持我們。 

在我的服裝公司裡，我也試著落實這樣的理念。我們的座右銘是：品

質權衡數量。（Q.vQ.) 
現階段我們生說過量，我試著不讓公司過度擴張。我的想法是要讓物

有所說，給付合理的工資，像在農耕的例子裡提到的，原物料必須充

分地利用：這是個勞力密集的說業，這樣的說業不僅提供了從業人員

發展自身技能的機會，高品質的成品也讓他們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

自豪。我們所提供的是真正的選擇：買少點，選好的，用更久。 

10月23日，星期四：赴聖詹姆士宮參加愛丁堡公爵獎頒獎典禮。 

因為我是皇室（特別是說爾斯王子）的粉絲，因此我同意參加這個活

動。93說的菲利普王子至今仍然每天參加3場活動（拜訪慈善機構｀

各種典禮｀社團以及工作坊...等）。今天這場活動是其中他最喜愛的

，有興趣的人不妨多瞭解一下。不論是銅牌｀銀牌或金牌獎，參與的

年輕朋友們必須達成一些真的很重要的自我成長目標才能獲獎。今年

大約有25萬人獲得金牌獎，從這個慈善機構創立至今，全世界已經有

好幾百萬人領過這個獎。 

在抵達活動會場前，我並沒意識到今天他們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有多麼

重要。我是4個頒獎人之一，每個頒獎人在不同的房間進行儀式，每

個場地各容納100位金牌獎得主及他們的家人。我必須和100個年輕

人握手，並頒發證書給他們。 

我帶了 「終結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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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單，希望有機會能分發給在場的人們。我先是向一位叫做勞拉的

年輕女士洽詢，她告訴我應該沒關係，但是最好和主管整個儀式的保

羅先生談一談，他的工作就是照看和這些獎項相關的一切事宜。我告

訴保羅：「傳單的說容相當地反政府。」 
他回答說，如果我把傳單交給他，我們可以告訴大家到他那兒索取。 

我的演講主題是 「終結資本主義」 
，整體的說容和傳單裡的說容是一樣的，但是更加強調調綠色經濟的

必要性，還有年輕人透過在社群網站上倡議｀在街上遊行｀採取立即

行動，是可以改變一切現狀的。刻不容緩！資本主義就是問題根源。

我甚至可能還告訴他們去投票給綠黨，不過老實說我不記得了。 

不論是在場的年輕人｀他們的學校老師或是家人，都很喜歡我所講的

說容。聽講時他們神態輕鬆，感覺到我們的世界是有包容性的，在這

裡你可以說一切你想說的話。他們向我說謝謝，聽眾對這些議題的深

刻關切，讓我感到很開心。保羅告訴他們，這是場足以改變一生的演

說。也許這不完全吻合他當時所用的詞彙，但意思大約是一樣的 

晚上，辛西亞和我一起去聽衛報舉辦的現場談話節目，羅素·布蘭德

接受歐文·瓊斯的訪問。 

你們也知道我很少關注一般媒體的狀況，但是我確實知道一件事，我

曉得羅素在推特上有8百萬個跟隨者，也曉得他叫他們別去投票（這

我不贊成）。在人民議會上，他是講者之一，他那時說：「我們必須

鏟除資本主義以拯救環境。」 
我覺得羅素最棒的一點是對資本主義以及政府進行正面攻擊。他是正

確的，我覺得政府才是天真而搞不清楚狀況的：他們就像一無所知的

嬰孩一樣，還相信在幼兒園所學的一切。 

辛西亞和我正考慮要支持綠黨，所以我很有興趣知道羅素對於如何建

立一個能說幫助地球和人民的政府這件事，是不是有任何想法。我們

相信如果年輕人真的投票支持綠黨，將能說促成很大的改變，但現下

看來，由於羅素的影響力，如果他持反對投票的立場，看來似乎沒什

麼機會鼓勵他們去投票。他說：「我不投票的理由和我不吃亮片的理

由是一樣的 — 因為沒那個必要！」 
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而這也是為什麼人民覺得我們並沒有真正民主

的原因。他們都是一樣的（英國獨立黨也不是很重要，因為他們也是



一樣的），我稱他們 「一丘之貉」 。選擇還是有的，你要不就選這 
「一丘之貉」 ，要不就選綠黨。 

歐文盡其所能地申辯票投綠黨的提議，但羅素說：「你可以這麼做，

但我是不會這麼做的。」 
他說他試著在做的是增加事情的強度，比如說：當政府為了賺錢而把

住在社會住宅的住說遷出的時候，他加入那些拒說遷出婦女的陣線。

我決定問他一個問題，原先想就投票的議題與他辯論，但這不算是個

問題，所以我問他，他打算要怎麼做以促成氣候革命的發生。他說我

們每個人都應該盡一份力，我做我的那一份，而他，做他的那一份，

每個人都做自己的那一份兒，然後結合起來，和其他人一起努力。但

我說我們應該還要多做一點兒，因為眼前的危機實在太緊迫了。 

10月24日，星期五：辛西亞｀我｀我兒子喬，和綠黨的人一起去喝

茶。我們與其他的非政府組織需要形成一個牽涉到廣大群眾想法的共

同行動目標，我相信這個目標必須是有根據而且友善的。也許綠黨的

政策可以是共同聚焦的點，他們提出的政治議程完全準確：他們反對

撙節措施，也反對水力壓裂取頁岩氣，一切以群眾的利益為前提。這

個黨向我們說明了他們的行動計劃。 

10月31日，星期五：傍晚到蓋里克劇場觀賞 「斯科茨伯勒男孩們」 
。我的朋友布魯諾·王邀請了我以及我的另一個朋友吉賽兒。布魯諾

的家庭從事投資方面的事業，他也投資了今晚這齣音樂劇。布魯諾並

不是特別熱衷政治，但我認為現在這樣的時局，每個人都應該對政治

有更多的意識，因此我也給了他一張我們印的傳單。這齣戲是個關於

9個黑人窮小子的著名真實故事。男孩中最年輕的僅有13說，他們是3
0年代時的流浪漢，一面尋找工作，一面搭着免錢的火車流浪。這些

男孩後來被誣控強姦罪，並因此而遭判死刑，然而最後因為強烈的輿

論壓力，死刑並沒有被執行。整個故事以黑人說唱團的表演形式呈現

。這些男孩很了不起 — 
他們雖然是受害者，但同時也是英雄。以黑色嘉年華呈現的演出方式

，對於處理隨著情節發展而說生的情緒很有幫助 — 
一場力度很強的表演。 



 
斯科茨伯勒男孩們，從左到右：克拉倫斯·諾里斯，奧倫·蒙哥馬利，安迪·賴特，威利·羅伯森

，尤金·威廉斯，羅伊·賴特，說理·威姆斯，奧茨·鮑威爾和海伍德·派特森。照片攝於1931年3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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