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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敌国贸易法》 对古巴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汤姆·米勒在 《与敌人贸

易》 一书中真实刻画了美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状态下的古巴社会的生活现实。 经济制裁影响

古巴的物资供应、 货币政策、 话语习惯等诸多方面， 但古巴人民没有因此萎靡， 仍旧表现出对

于政权和制度的接受， 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 汤姆·米勒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现实而被誉为

“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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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4 年 12 月 17 日， 古巴人民纷纷把目光投向电视屏幕，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

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分别发表讲话， 宣布就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展开磋商。 奥巴马在白宫表示， 美

国将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 同时也将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和旅行禁令， 放松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1 ]。
奥巴马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美国将终止过去半个多世纪对古巴执行的业已 “过时的” 政策， 转

而寻求通过实施一系列新政策实现两国关系 “正常化”。
奥巴马口中的 “过时政策” 即为 《敌国贸易法》， 制定于 1917 年， 并由艾森豪威尔将军 （时任美国

总统）、 约翰·杜勒斯 （时任美国国务卿）、 艾伦·杜勒斯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等人在干涉古巴内

政时大加引用， 最终导致了美国和古巴于 1961 年 1 月断绝外交关系。
《敌国贸易法》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既是一个通称名词， 法国、 英国、 美国、 以色列等国家

都先后制定过这一法案， 又特指美国政府于 1917 年通过的一部同名法案， 它规定美国总统在国家处于战

争或其他紧急状态期间有权调整与敌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其实际意义是， 只要美国总统认为符合美

国的国家利益， 就有权宣布对其他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 [ 2 ]。
这样一部关涉他国的法案， 执行权牢牢掌握在以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手中， 而感受到深远影响的

却是被美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国家及其人民。 对此， 专事描写拉丁美洲， 尤以写古巴见长的美

国作家汤姆·米勒 （Tom Miller）， 就用同名作品 《与敌人贸易》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992） 对 《敌国

贸易法》 背景下的古巴社会进行了微距观察和深度描写。
二、 汤姆·米勒： 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

汤姆·米勒于 1947 年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在公立学校读完小学和初中， 后入读贵格高

中， 而后升入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就读两年， 并于 1968 年因参加反越战活动而辍学。 米勒于 1960 年代

开始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 曾是反战运动时期美国地下出版物的元老人物， 并因此受到尼克松政府司法

部的传唤， 前往联邦大陪审团接受司法调查。 生性倔强的米勒甚至拒绝进入调查室， 声称进入大门紧闭

的房间会影响其收集新闻的能力。 后经过双方的拉锯较量， 一家地方法院对米勒做出了有利裁决。
1969 年， 米勒搭乘便车穿越墨西哥前往亚利桑那州， 并自此长住在美墨边境以北仅 65 英里的地方。

[收稿日期]2016-04-12
[作者简介]李雪顺，男，重庆武隆人。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第 32 卷 第 4 期
Vol．32 No．4

2016 年 8 月
Aug． 2016



第 32 卷 第 4 期

他从这里把写作视线投向了美国西南部边疆地区， 以及与之毗邻的拉丁美洲。 数 10 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

描述美国西南部和拉美各国那些寻常人身上发生的不寻常故事。 他的写作基于自己在拉美各地所做的数

次游历， 多为讲述自己亲眼所见和亲身所感的非虚构作品， 如 1986 年出版的 《巴拿马草帽之旅》 （The

Panama Hat Trail）， 讲述巴拿马草帽这种民俗服饰从麦草的种植、 收割与加工， 到草帽的编织、 出口与交

易等全过程， 向读者展现了拉美国家厄瓜多尔的乡村全貌和城镇人文影像。
1982 年， 米勒出版 《国境线上： 美国西南边境素描》 （On the Border: Portraits of America's Southwest-

ern Frontier）。 在这本书里， 作者以真实的笔触， 艺术地记录作为美国文化与拉美文化交锋前线的西南边

境地区的种种逸闻趣事。 但由于边境线两边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客观现实， 非法移民问题一直困扰美墨

两国， 冷峻的现实着实令人深思。 由于大量拉美非法越境者试图在美国西南部长达 2 000 英里的边境线上

找到一处穿越点， 而越境进入美国后也需要经历繁琐的程序才有可能前往美国的其他地方， 因此美国的

这一个地带成了汤姆·米勒笔下的第 3 个国家。 这里不光有大量非法越境者， 还有因他们而存在的独特饮

食、 语言、 文化、 规则等。 这是主流社会回避不了的现实存在， 汤姆·米勒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地盘， 细致

观察、 深入了解、 认真构思， 因此被誉为 “美国西南部的约翰·迈克菲” ①， 不能不说是一种至高的赞誉。
1986 年， 米勒应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的安排， 编辑出版 《亚利桑那： 其人其地》 （Arizo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一书， 以最优美的笔触和照片， 向读者展示亚利桑那那些不为人知的风景名胜。 写作团队

和摄影团队都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 对亚利桑那风土人情的认识和了解超越常人， 所编撰的作品极具知

识性、 欣赏性和人文情怀。
居住在美国西南部的米勒， 持续对其所居住的地区展开观察与研究， 并于 2000 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出

版社出版 《杰 克·卢比的厨 房水槽： 美 国西南部的 离奇之旅》 （Jack Ruby’s Kitchen Sink: Offbeat Travels

Through America's Southwest）。 在这本书里， 汤姆·米勒把美国西南部描写成斗鸡和酒吧的漩涡， 充满了黑

色的天鹅绒画作与俗气的波洛式领带结， 激进分子和越境者随处可见， 浪漫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陈词滥调

充斥乡野。 全书的主线， 是凤凰城外一株巨柱仙人掌最终杀死了意图谋害它的刺客， 似乎由此清晰表明，
在展示道德观和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居住于此的人民方面， 没有哪本书比它更适合充当旅游指南。 本书

荣获美国旅游作家协会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Travel Writers） 2000 年度最佳旅游作品金奖， 并于 2010

年更名为 《巨柱仙人掌的复仇》 （Revenge of the Saguaro） 加以再版。
自 1987 年以来， 汤姆·米勒担任 《旅行者传说： 古巴》 的编辑工作， 并经常造访古巴。 此外， 他还

是美国—古巴作家会议的的协办者， 旨在举办作家工作坊， 共同促进美古两国关系缓和。 为此， 他长期

率领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主办的教育考察团前往古巴各地进行访问考察， 并广为宣讲或发表自己在古巴的

游历和见闻。 30 多年来， 汤姆·米勒讲述古巴故事的媒体主要有 《史密森尼》 《纽约客》 《LIFE》、 全美广

播公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他长期坚持用亲身经历讲述古巴这个距离美国既近便却又很遥远的国

度的各种故事， 因而被 《旧金山纪事报》 誉为 “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
三、 《与敌人贸易》： 最精彩的古巴旅行游记

《与敌人贸易》 一书的写作背景是： 1986 年时， 作者的一个新闻朋友提醒他， 时下美国人民通过媒

体对古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十分有限， 要么涉及某些具体的方面， 如食物配给、 人权、 医疗、 政

治， 甚至领导人卡斯特罗； 要么是恶意攻击或者无关痛痒的致敬致辞， 这样的信息缺乏直接性。 美国没

有出版过一本书来反映对古巴人民的倾听， 记录古巴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这样的现实情有可原。 《敌国贸易法》 阻断的不只是商品和服务贸易， 同时阻断了美国和古巴的信息

往来。 美国对古巴一直没有停止过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 1962 年 2 月 3 日之前， 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的

是有限制裁。 那一天之后， 肯尼迪决定在全球禁止美国与古巴的贸易往来， 并试图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对

古巴进行封锁和制裁。 不仅如此， 就在奥巴马总统表示将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后， 美国仍然在 2015 年

9 月 11 日宣布， 再次将 《敌国贸易法》 时限延长一年， 以继续保持对修订美国制裁古巴政策的自由裁量

权[ 3 ]。 美国人对古巴知之甚少， 对古巴人的了解也是如此。
①约翰·迈克菲 （John·Angus McPhee），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生于 1931 年 3 月，美国著名非虚构写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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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作的另一个背景是作者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告诉他， 苏联政府总不讲实话， 而美国人民从

政府那里听到的从来都是真话。 敢于怀疑的汤姆·米勒在心底不禁嘀咕： “等等， 也许我们听到的是谎话，
而苏联人听到的才是实话呢。”

（一） 美国制裁与禁运下的古巴生活画卷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始于 1962 年 2 月 3 日。 当日， 肯尼迪总统援引包含 《敌国贸易法》 在内的系

列法案， 签署第 3 447 号行政命令， 宣布除必须的食物和医药， 对古巴实行完全的贸易禁运， 完全禁止与

古巴的贸易。 同年 9 月， 美国强迫北约盟国进一步孤立古巴， 西德等北约盟国同意劝说本国航运公司终

止与古巴的贸易行为[ 4 ]。
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 究竟会给古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肯尼迪总统

签署上述行政命令之前的一个举动可以一窥端倪。 这个举动就是肯尼迪总统命令自己的手下， 四处购进

古巴雪茄。 据说在他的手下购进 1 200 支古巴雪茄之后， 肯尼迪总统签署了命令。
《与敌人贸易》 一书的开篇， 正好折射了美国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背景下的古巴生活。 汤姆·米勒初

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那天早上， 就在城市的主要街道马莱孔大道上看到了一幅这样的场景： “十几个家庭

妇女正从一辆蓝色运水车的水龙头上用水桶接水， 时不时有年轻男子朝我走来， 用我不太听得明白的古

巴西班牙语腔调向我说着什么。” 这些年轻人说的是什么呢？ 作者没戴手表， 但总有人先是看看他脚上的

鞋子， 然后装模作样地问他几点钟了。 年轻人并不真正需要他关于时间的回答， 而是需要根据他的答语

来判断他是不是外国人。 在得到肯定性的确认之后， 汤姆·米勒终于明白， 那些人想以 1 （美元）： 6 （古

巴比索） 的价格来换取他的美元。 外汇黑市交易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除了侨汇、 外来旅游者

增加导致外汇涌入 [ 5 ]， 同时也是物资供应紧张、 地下交易活跃的表现 [ 6 ]。 作者在哈瓦那生活一段时间之

后， 悄然发现外汇黑市交易的价格已经涨到了美元余比索的比价到了 1 : 9。 而从事外汇黑市交易的人也

随之变得 “更粘人” ———这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显著表现[ 7 ]。
《与敌人贸易》 对于古巴物资的缺乏， 首先描述了其他地方并不多见的一种存款利率规定： 0-2 000 比

索， 1.5%或 2%； 2 000-3 000 比索， 3%； 3 000-4 000 比索， 2%； 4 000 比索以上， 1%。 古巴的政府和

银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它们是一家人） 做出这样的利率规定， 作者一开始也不明白， 还是他的古巴

朋友一语道破： “这与你们的制度相反。 你账户里的钱越多， 银行付给你的利息越少。 ” “他们要让大家把

钱流通起来， 而不是存起来。”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29） 货币流通起来自然是为了购买商品， 可 《与

敌人贸易》 给我们展现的， 却是市场供应紧缺， 各种商品限量购买， 时时处处都得自觉排队。 拉里萨是

哈瓦那的一个老城区， 作者每天在这里的人行道上都看到长长的队伍， “这样的队伍与其他区域没什么区

别， 也许更长。 ” “从百货商店排出的队伍至少延伸到半个街区之外， 从图书馆里排出的队伍几乎同等长

度， 等着吃午饭的队伍排到了街区的尽头， 与埃尔哥罗波排过来的比萨购买长队首尾相接。 ”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42） 即便排着长长的队伍， 广大民众能够买到的东西还是十分有限。 作者在古巴的大小

店铺门前随时能看见这样的安民告示： “通知 / 特别时期从今天开始 / 每人只能限量购买 2 磅面包 / 切片面

包产量削减 30%/ 谢谢！” 不过， 也正是这种物资紧缺、 排队购买和限量购买的状态， 练就了人们的 “智

慧” 和应对之策。 汤姆·米勒写道， 在超市买好奶制品后， 他还能去自由市场买一升牛奶。 这里的售货员

已经跟他熟识， 在支开四周的陌生人之后， 卖给了他整整一罐牛奶。 他俏皮地写道： “有时候， 身为一个

外国人， 确实有不少好处。 ”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39）
（二） 制裁与禁运挡不住古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然而， 在这种物资匮乏的社会环境下， 古巴人并不显得悲戚。 相反， 作者笔下的古巴人对生活充满

了乐观的态度， 对美国强加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显得举重若轻。 这种乐观从作者在一次星

期六位于科佩莉亚公园的晚间舞会见闻可以折射出来。 “数千人在公园里散步， 有的跳舞， 有的大笑， 有

的唱歌， 有的吼叫， 有的说笑。 笑闹声此起彼伏， 驶过的汽车响着喇叭， 警察的哨声引导着交通。 父母

们轻言细语， 小孩子绕着他们追逐。 穿着时尚的小青年洋洋自得， 有的刚从亚拉影剧院看完电影走出来，
有的正观看投射在自由哈瓦那宾馆墙壁上的电影。 每个人都在舔着冰淇淋。” 这样的描述何等生动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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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人们正享受着周末的闲暇时光， 他们的脸上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也没有害怕。 这里看不到物资短

缺的愁眉苦脸， 也看不见限制出国旅游的抱怨责难。 这里充满的是欢声笑语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尽管遭受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 但古巴人与生俱来的艺术追求并没有受到削弱。 何塞·马

蒂 （Jose Marti） 是古巴著名的爱国诗人， 一生多次遭到囚禁和流放， 被誉为古巴独立战争的英雄。 他生

前最后一首诗作由著名歌手何塞伊托·费尔南德斯 （Joseito Fernandez） 谱曲之后， 在古巴各地持续传唱。
何塞·马蒂的诗歌本身对古巴人民具有极大的鼓动力量， 被谱曲成为 《关塔纳梅拉》 之后， 因为加入了爱

情元素， 更是受到古巴人的普遍欢迎。 汤姆·米勒在古巴驾车旅行的过程中， 车载收音机不断传来这首歌

曲的优美旋律， 却发现他越要躲开这一段旋律和歌词的时候， 身边越是充满了它的气息。 当他跟着古巴

朋友来到夜总会时， 夜总会的舞台上同样有人在演唱 《关塔纳梅拉》， 而且同行者随着旋律忘情哼唱。 作

者深感好奇， 不禁问道： “你们有没有对这首歌感到厌倦过？” 随行者这样回答他的疑惑： “从来没有。 只

要有几个人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我们就会演唱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从不过时。”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95-199） 《关塔纳梅拉》 的节奏明快跳跃， 曲调热烈奔放， 作为先后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 美国扶植政

府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古巴人民， 随处弹唱这首歌曲正好反映了他们不畏强权及强加于自己头上的经

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的坚定信念。 古巴 《劳动者报》 报道， 《关塔纳梅拉》 以各种节奏和风格被演奏过。
“我听到过欢 乐的、 诙谐的、 灾难的， 还有 跑调的 《关 塔纳梅拉》， 但 所有版本都 充满了真挚 感情。 ”
（Trading with the enemy： 196） 作者本想躲开这一首歌曲的旋律， 却在反复收听之后， 和着旋律哼出了自

创的歌词。
古巴人的坚定信念来源于他们对领袖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 （时任古巴共产党第二

书记等职） 的信任和爱戴， 对何塞·马蒂和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 对古巴

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和接受。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 1953 年 7 月 26 日发动针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斗

争， 因为力量悬殊而告终。 卡斯特罗被捕后， 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判决我吧， 没有关系， 历史将宣判

我无罪！” 他领导古巴革命的一次次英雄壮举， 成了古巴民众永恒的记忆， 被广为传扬、 搬上舞台， 或写

进小说。 何塞·马蒂既有革命家的坚韧品质， 又有诗人的浪漫气质， 与古巴人的乐观天性一脉相承， 更得

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汤姆·米勒在私人通信中说， 贸易禁运一方面使古巴无法接触创意音乐和创意戏剧，
由此造成古巴的文化缺失， 另一方面又使古巴文化的发展摆脱商业元素， 并不断得以繁荣。 把何塞·马蒂

等人视为主流作家， 并将其作品发扬光大。 古巴境内四处涂抹的标语， 如 “死亡， 或者社会主义” “帝国

主义， 我们绝对不害怕你！” 无处不在的列宁画像、 对苏联及其人民的肯定性谈论， 无不说明古巴人对社

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充分信任。
四、 结语： 非虚构作品的现实力量

近两百年来，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一直纠结缠绕，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更是对其采取敌视政策， 不光自

己单方面对其采取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 甚至联合其盟友对古巴实施这一政策。 虽说其间有国家或组织

废止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 美国甚至在 2014 年圣诞前夜宣布调整其古巴政策， 但两国关系朝

着正常化迈进的道路注定并不平坦。 实际上， 美国宣布将就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展开磋商后的 2015 年 9 月

11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 将 《敌国贸易法》 时限延长一年， 以继续保持对修订美国制裁古巴政策的

自由裁量权[ 8 ]。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给古巴人民带来巨大的压力， 古巴人对这一政策也充满了憎恶。

但汤姆·米勒在 （与笔者） 私人通信中说， 作为亚利桑那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他， 自 1987

年以来每年都会带队前往古巴参加学术或其他活动， 却从未遭遇过古巴人针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 这正

是非虚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现实力量。 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 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 但很多人认可它所描述的人、 事、 物应当具有准确性， 描述过程应该具有诚实性[ 9 ]。
非虚构作品的魅力， 就在于故事要素一直客观存在着， 正好引起了某个特定作家的兴趣和好奇。 当这个

作家采用尽可能真实的手段， 将其所感知的故事要素呈现出来时， 作品中包含的真实性、 选择性、 独立

性和启发性等， 正好满足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具有的多重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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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米勒在 （与笔者） 私人通信中说， 美古对立长达两个世纪， 贸易禁运对古巴社会和文化所产生

的影响一言难尽。 一方面， 外来艺术很难进入封闭的古巴社会， 导致古巴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方面

有所削弱。 而另一方面， 古巴文化也对其他文化中的商业元素产生免疫力， 转而追求真正的艺术价值，
并使其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一直得到尊重和繁荣。 从 《与敌人贸易》 一书来看， 因为美国人由于前往古巴

的手续繁琐而少有人造访， 同时也因为古巴面向加勒比海， 地处南北美大陆交界位置， 天然具有较强的

包容力。 被世界头号强国封锁和禁运半个世纪的古巴， 是极具价值的文学创作素材。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个普通美国人根据其一年所见所闻而写成的 《与敌人贸易》， 至少是外人了解古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社会面貌的一扇窗口。
正如汤姆·米勒在私人通信中说， 他本人尽管在为本书做调查的过程中与一位古巴女性相遇， 并娶之

为妻， 但他本人对古巴和古巴人的感情是 “热情而有度”。 他同时表明， 《与敌人贸易》 并不是关于古巴

和古巴人的赞美诗， 而他本人既不是古巴和古巴人的吹鼓手， 也不是诋毁者。 也许正由于这样的真实性、
选择性、 独立性和启发性， 《与敌人贸易》 自出版以来， 不光被译成了德语版， 还被 《孤独星球》 （古巴

版） 誉为 “它或许是迄今最好的古巴游记”。 《波士顿环球报》 则称其为 “关于我们这位遭禁邻居的素描

图， 充满生机、 遗憾和非正式”。 连为数稀少的古巴人在读完 《与敌人贸易》 后， 也给出了 “描述精确”
和 “扣人心弦”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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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family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
dren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researcher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specific area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the education conception and conduct, the de-
velopment and behavior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for family e-
ducation. Then, the author makes a brief comment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total
number, the contents, the method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ducted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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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ue-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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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Tom Miller portrays, i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the social real-
ity in Cuba that suffers economic blockade and trade embargo imposed upon by the US based o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The blockade and embargo affects Cuba in terms of consumer goods, economic policies and language
patterns, but the Cubans do not show any shrinkage, but their acceptance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political leader
Fidel Castro, and love of life and art as well. Tom Miller has been labeled “one of our best non-fiction writers”
for his vivid description of such contradictory soci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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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nshe’s Sacrif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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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ss organization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color and heavy literary atmosphere, Nanshe, because
of its large scale and long history, grew up into an especially remarkable group power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ublic of China. However, as Nanshe was an organization mainly composed of scholars, the previous re-
searches of it gave more weight to the exploration of its literary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tudy,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from its infancy to establishment. Based on the special sacrificial prac-
tice of the Nanshe members, the writer attempts to make a study of Nanshe by placing it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horizon. In this way, we can make a relevant investig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
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identity and rol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so a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Key words: Nanshe; ponder and sacrifice; intellectual; modernization

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