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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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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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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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随之变得 “更粘人” —这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显著表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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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