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塞．馬蒂與古巴人民

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

今年1月28日，是何塞．馬蒂誕生一百一十周年的紀念日。提起

何塞．馬蒂，大家並不陌生。1953年，當他誕生一百周年之際，世界

保衛和平大會曾把他列為那一年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在我國各地廣

泛聚會和發表詩文，熱烈紀念了這位古巴民族英雄和文學大師的生

辰。1959年1月1日以後，隨着古巴革命的勝利和不斷發展，何塞．馬

蒂的生平事跡更加為我國人民所熟悉。

何塞．馬蒂是古巴傑出的詩人、作家、思想家，偉大的民族英

雄，為拉丁美洲人民的自由和獨立而終身奮鬥不懈的戰士。他在十

五歲的時候，就參加了古巴第一次獨立戰爭（1868-1878年），後來又

創立古巴革命黨，成為古巴第二次獨立戰爭（1895-1898年）的組織者

和發起者，並在這次戰爭之初英勇地為國捐軀。他把自己短短的一生

全部獻給了祖國的解放事業。古巴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與何

塞．馬蒂的名字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

目前，古巴已成為美洲大陸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古巴人民

正在自己偉大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進行保衛革命和建

設社會主義的英勇鬥爭。在這個時候來重溫一下古巴民族解放鬥爭先

驅者的不朽業績，是頗有意義的事情。本文想就何塞．馬蒂對古巴人

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貢獻和影響作一簡要的介紹。

（一）

何塞．馬蒂的祖國古巴從1492年以後，就和拉丁美洲許多地區一

樣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1810年-1825年，全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對殖

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風暴，粉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體

系，成立了一系列獨立的國家。在這次獨立戰爭時期，古巴人民為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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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解放也進行了英勇而頑強的努力。1812年爆發了黑人阿風德領導的

奴隸大暴動，1823年和1826年又發生兩次人民起義，但是這些鬥爭都

被西班牙軍隊殘酷地鎮壓了下去。因此，當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人民趕

走了殖民者而贏得獨立之後，古巴、波多黎各等海島仍處於西班牙的

奴役下，爭取古巴的獨立就成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解放進程的最後

一環。1

至十九世紀中葉，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統治制度依舊幾乎沒有

甚麼變化，古巴島上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服從於宗主國統

治階級的利益。在經濟上顯然佔優勢的是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莊園

制。在政治上則由以都督（1878年6月後改為總督）為首的大莊園主、

大企業主、大僧侶和貴族居於統治地位。這些人多係在宗主國出生的

人，在古巴人口中佔極少數2，但卻把持了一切最高的行政、軍事和

教會的職位。他們依靠掠奪和剝削殖民地居民而大發其財，利用黑奴

勞動極力擴大甘蔗和煙草的生產，把古巴變成單一種植的國家，同

時，還威逼、誘騙大批貧窮的中國人遠涉重洋到古巴，充當礦山和種

植園况的契約勞工。除了奴役黑奴、華工外，殖民者也壓迫黑白混血

種人、自由黑人和土生白人。混血種人和自由黑人大部分是農民、手

工業者和小零售商。土生白人當中很多是城鄉小資產階級，但有一些

富裕的種植園主、畜牧場主、商人及其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是剝削

階級，地位比奴隸、農民、手工業者高，另方面也受到殖民壓迫，西

班牙人不讓他們擔任殖民當局的高級職位，限制其經濟發展。因此土

生白人對殖民制度也懷着深刻的不滿。當時，在殖民地條件下的古

巴，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非常緩慢，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尚處於

萌芽狀態之中。

既然古巴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倖存的最大一塊殖民地，它便飽

受了宗主國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西班牙殖民者對古巴人民巧取豪奪，

殖民當局和島上駐軍費用全部由當地居民負擔，苛捐雜稅多如牛毛，

古巴全國每年總收入的40-50%被交入西班牙的國庫。在政治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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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民也處於完全無權的地位，當地出生的人被剝奪了言論、出版自

由和人身財產安全等基本的人權，全部居民中只有3%享有選舉權。

當時古巴人民把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描寫成“卑鄙的貪婪、無理的橫暴

和赤裸裸的毫不掩飾的壓迫的醜惡結合”3。

在這種殘暴的殖民奴役和民族壓迫下，古巴要脫離苦難的深

淵，首先就必須像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推翻宗主國的罪惡統治。

擺在古巴人民面前的鬥爭任務是極為艱鉅的，正如菲德爾．卡斯特羅

所指出的：“古巴是美洲最後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擺脫西班牙殖民

枷鎖的國家，因為是最後一個，所以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那

時西班牙在美洲只剩下這一塊領地，於是它頑固地、用盡一切辦法要

保住這塊領地。”41810-1825年拉丁美洲獨立戰爭之後，古巴曾在

1844年和1849年掀起兩次人民起義，均被鎮壓下去。但是，只要殖民

統治尚未推翻，古巴人民的反抗鬥爭也就不會停止。

何塞．馬蒂就出生在祖國的苦難如此深重的時候。1853年1月28

日，這位未來的愛國志士誕生於古巴哈瓦那一個極貧寒的家庭。他的

父親馬利安諾．馬蒂原是西班牙瓦棱西亞省人，在炮兵聯隊中當過下

級兵士，1850年前後來到哈瓦那，並居住下來。母親黎奧諾拉．佩雷

茲是古巴的土生白人。當時的古巴經過三百年的殖民奴役，已是滿身

瘡痍，到處一片殘破、荒涼的景象，人民貧困、失業、飢餓、死亡。

馬蒂的家庭也沒有例外，全家都靠父親的勞動來維持生活，日子過得

很不安穩。由於家境清寒，馬蒂小時候無法上學，不得不在家况幫助

料理家務或幹些零碎活兒補貼家用。一直到十二三歲，才進入本城的

一個小學讀書，後來又升入中學。窮苦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經歷使馬蒂

從小就能夠經常接觸到下層的勞苦大眾，殖民者暴虐的統治和古巴人

民無邊的苦難給馬蒂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而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長

期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光輝事跡，也在他幼小的心靈况播下了革命的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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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蒂的少年時代是在1868年至1878年古巴第一次獨立戰爭的影

響下度過的。1868年10月10日，古巴愛國者卡洛斯．塞斯佩德斯

（1819-1873）在東部奧連特省舉起了反對西班牙統治的義旗，開始了

艱苦的“十年戰爭”。這次戰爭是由土生白人自由派地主和資產階級上

層領導的，但參加者大多為廣大的奴隸、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者喊

出了“獨立或死亡！”“自由的古巴萬歲！”等口號，於1869年通過憲

法，在古巴歷史上第一次宣佈了獨立的古巴共和國的成立和奴隸制的

廢除。起義雖然爆發在遠遠的東部，對哈瓦那等西部省份也產生很大

影響。哈瓦那的市民舉行了幾次示威，反對殖民當局的暴政。

在這風雲變色的年月况，小馬蒂也積極獻身於革命的行列。獨

立戰爭爆發時，馬蒂還不滿十六歲，但愛國熱情卻十分熾烈。他在

1869年寫了一篇題為〈十月十日〉的短詩，表達自己對革命的歡呼，同

時又和一些同志創辦了一個叫做《自由祖國》的刊物，鼓吹愛國主義。

在刊物的第一期况，馬蒂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詩劇《阿

布達拉》，獻給民族解放鬥爭。少年詩人通過非洲古國努比亞的民族

英雄阿布達拉的喉舌，號召人民起來向外國侵略者進行堅決的鬥爭。

這部劇本是馬蒂深廣的文學活動的起點，更是他獻身於祖國解放事業

的開始。

馬蒂的愛國舉動很快地引起了殖民當局的注意。《自由祖國》才出

了一期就被查禁。1869年，馬蒂和他的幾個戰友一起被捕，並以“反

叛”的罪名被判處六年徒刑，送至卡瓦納地方的政治監獄况服苦役。

1870年，由於朋友的營救，馬蒂的徒刑改為放逐到宗主國。次年1月

15日，他帶着滿身受刑的傷痕來到了西班牙。當馬蒂一到西班牙的首

都馬德里時，就寫了〈古巴的政治獄〉一文，對西班牙殖民當局在古巴

監獄中殘殺和虐待革命者的野蠻行為予以揭發，並提出嚴厲的控訴。

這篇文章不僅引起流放在西班牙的古巴人的共鳴，而且使西班牙人深

受感動，對反動政府的暴政十分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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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西班牙時期（1871-1874年），馬蒂先後在馬德里大學、薩

拉戈薩大學讀書，攻研法律、哲學、文學和語言學。他一邊學習，一

邊從事革命活動。儘管自己和古巴之間遠隔着重洋，而馬蒂卻無時無

刻不在懷念着祖國，關心那况尚在進行着的民族獨立戰爭。每當他想

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各國都已獲得獨立時，祖國的命運就使他深深地激

動，他莊嚴地寫道：“1810的的詩篇沒有結束，我要寫完它最後的一

節。”5當時艱苦的生活使馬蒂生過病，身體很壞，可是他照樣工作，

不斷寫政治論文和詩歌，經常發表演說，孜孜不倦地追求古巴的獨

立，和古巴的解放戰爭遙相呼應。

不過，馬蒂在這一時期雖然積極為古巴獨立而奔走，但尚未擺

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對於西班牙統治階級中的某些集

團還抱有幻想，希望宗主國能實行“開明”的改革賦予古巴獨立。原來

西班牙從1868年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1873年2月12日，西班牙議

會宣佈共和國成立。馬蒂立即在2月15日發表了〈西班牙共和國與古巴

革命〉一文，向剛剛得到政權的西班牙資產階級呼籲，要求讓古巴獲

得獨立。但是馬蒂的希望落空了，因為古巴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最後

的一大塊殖民地，是宗主國獲得巨額利潤的重要源泉，因此西班牙資

產階級的共和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改變自己在古巴的殖民掠奪政策

的。1874年，君主制度又在西班牙復辟，1868-1874年的西班牙革命

遭到失敗。宗主國用更大的力量來鎮壓古巴的民族解放運動。

殘酷的現實使馬蒂對於西班牙統治階級的幻想很快地破滅了，

加上他住在宗主國，親眼看到西班牙政治的反動和腐朽，種種事實告

訴他，共和制度的西班牙和專制政體的西班牙本質上毫無二致，依靠

宗主國的統治階級，古巴的命運永遠不會得到改善。因此，當西班牙

議會况發出“西班牙的古巴萬歲！”的叫囂聲時，馬蒂在自己的文章中

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不，為了自由，為了對別人意志的尊重，為了

人民的最高意志，為了權利，為了良心，為了共和國─決不！︙︙

自由的古巴萬歲！”6流放西班牙是馬蒂革命活動的重要轉折點。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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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幾年的流放生活，使他逐漸認識到：古巴要想得到自由，只有從人

民革命和正義的解放戰爭着手。從此，馬蒂開始拋棄了改良主義思

想，向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

1874年底和1875年初，馬蒂離開了西班牙，取道法國、英國回

到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危地馬拉等國住了三四年。那時，在古巴，

1868年開始的民族獨立戰爭已近尾聲。革命陣營內部產生了分歧，領

導革命的自由派地主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出妥協與動搖，害怕鬥爭

的進一步深入，而廣大群眾和小資產階級急進派卻主張把革命進行到

底。西班牙殖民者一方面對古巴人民的鬥爭進行殘酷的鎮壓，一方面

施展了欺騙的伎倆來分化起義者，假惺惺地答應廢除奴隸制，允許改

革政治，讓古巴人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西班牙的議會。資產階級地主

上層分子開始跟西班牙勾搭起來，1878年2月，雙方簽訂了妥協條

約。轟轟烈烈的“十年戰爭”就這樣半途而廢了。

資產階級地主上層背叛了革命，但是以安東尼奧．馬塞奧將軍

（1848-1896）為首的古巴愛國者和廣大人民卻拒絕接受投降協定，仍

然堅持鬥爭。在古巴各地紛紛建立了各種秘密的革命委員會、俱樂部

和愛國團體，住居美國紐約的古巴愛國僑民也成立了“古巴革命委員

會”組織。1878年，馬蒂利用政治特赦的機會回到古巴。他被任命為

紐約的“古巴革命委員會”在古巴國內的代表之一，並成了哈瓦那革命

組織的領導成員。馬蒂對1878年妥協條約的簽訂十分痛心，認為它是

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地主分子背叛全國人民利益的決定。他展開了一

系列活動，繼續策劃革命。西班牙殖民當局覺得把這樣的人留在古

巴，對自己的統治太危險了，便對馬蒂的行動加以嚴密的監視。這時

馬蒂正計劃把武器和彈藥從哈瓦那運到其他地區，支持各地的武裝鬥

爭，殖民者知道了，便於1879年9月第二次逮捕了馬蒂，並把他再度

流放到西班牙。但是馬蒂不願意脫離革命鬥爭，剛被押送到西班牙，

就設法逃往法國，次年又橫渡大西洋來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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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1880年1月起，何塞．馬蒂就住在美國紐約，為的是和祖國靠

得近些，便於組織革命。他在美國住了十五年之久（其間也曾到過拉

丁美洲各國），這是他一生當中極其重要的時期。在僑居美國期間，

何塞．馬蒂完成了向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他的革命世界觀最

終地形成。同時，他創立了古巴革命黨，卓有成效地把古巴的革命力

量聯合起來，為1895-1898年古巴第二次獨立戰爭的爆發準備了思想

和組織上的條件。下面我們就何塞．馬蒂在這一時期所形成的革命思

想和他的革命實踐活動分別加以敘述。

對祖國深摯的熱愛和積極獻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在馬蒂革命

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正是由於長期以來，無論

是在古巴的政治監獄中，也無論是流放西班牙或僑居美國，馬蒂始終

不渝地為爭取古巴的獨立而努力，因而他的革命思想也越來越堅定。

關於馬蒂的整個世界觀及其思想的各個方面（哲學、文學藝術︙︙）的

發展，我們不打算一一涉及，這况僅提出他的爭取古巴獨立的主張。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馬蒂的思想中已產生了比

較成熟的政治主張。它們反映在馬蒂的一系列政治論文以及他所制定

的改造古巴社會的綱領性文件當中，如古巴革命黨黨章、黨綱，古巴

革命黨機關報（《祖國報》）等等。這些主張概括起來就是：通過全民的

武裝起義，消滅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主義統治，創立獨立的古巴民主

共和國（關於馬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下文另有專門敘述）。

馬蒂革命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認為古巴解放的唯一道路

在於人民革命，在於民族獨立戰爭。馬蒂曾發表過如下的天才預言：

“人類的一切問題和前途都繫於和平。”7但他並不是一個反對任何戰

爭的和平主義者，他把正義的戰爭稱為不可避免的戰爭，把非正義的

戰爭稱為可以避免的戰爭。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使他懂得了一個顛

撲不破的真理，這就是：要推翻殖民主義統治，必須進行人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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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義戰爭。因此他在《祖國報》第一期（1892年3月14日）的社論〈我們

的思想〉中指出：“誰要在國內挑起可以避免的戰爭，他就是罪人；誰

要是不促使不可避免的戰爭的到來，他同樣是罪人。”8當時，關於

通過甚麼手段取得獨立的問題，在古巴有着劇烈的論爭。在資產階級

地主上層分子中間，流行着自治主義與合併主義這兩種極端有害的思

想，前者主張古巴不必獲得完全的獨立，只要在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範

圍內得到自治就行了；後者主張把古巴併入美國。馬蒂對這兩種反動

的思想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嚴厲地駁斥了他們的無恥讕言。馬蒂把

向敵人乞討自由的投降派稱為“叫化子”，他說：“權利不是哀求得來

的，它是要用武力奪取的！”9後來馬蒂領導的古巴革命黨曾在1893

年宣佈與自治主義者斷絕關係。由於馬蒂和上述反動思想進行了堅決

的鬥爭，粉碎了它們，才使主張通過武裝鬥爭實現獨立的革命路線佔

了上風。正如1948年2月22日古巴人民社會黨《今日報》所指出的：“沒

有對自治主義思想的揭露、決裂和粉碎就沒有1895年2月24日。這次

起義是革命思想的產兒，這種思想認為戰爭是獲得獨立的不可避免的

手段，而何塞．馬蒂是它最明顯的表達者。”bk

馬蒂革命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徵是，重視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作

用。他瞭解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使革命戰爭取得勝利。在《隨想》當

中，他曾寫道：“人民，愁苦的大眾，才是革命的真正領導者。這是

專制者所不瞭解的。”bl當時，古巴的工人階級雖然剛剛形成，但已積

極地參加了民族解放鬥爭，如僑居美國的古巴菸草工人經常籌款支援

愛國者的活動。馬蒂對於古巴工人在革命中的貢獻作了高度的評價，

在1894年10月發表的〈我們土地上的窮人〉一文中他寫道：“古巴的工

人沒有拒絕對共和國的幫助，雖然在明天當共和國勝利的時候，在百

忙之中可能不會記起，誰在這個困難的時刻，為了讓爭取祖國事業的

戰士手握武器，而失去自己全家的麵包和廉價的酒，失去自己子女的

衣服和藥物︙︙。用自己起繭的雙手對自由和正義的寶庫作出珍貴貢

獻的古巴人︙︙那些人是祖國引為自傲的人。”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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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着重指出，馬蒂堅決反對種族歧視，主張不同膚色的古巴

人平等與團結。馬蒂深深地知道黑人在古巴的經濟、文化發展中所起

的巨大作用，他們是古巴獨立戰爭最積極的參加者。他認為“一個人

並不因為他屬於某一種族，就具有特權︙︙黑人並不因為他的皮膚是

黑色，就高於或低於任何人。”bn在1895年3月25日發表的著名的《蒙泰

克里斯蒂宣言》况，馬蒂有力地駁斥了西班牙殖民者所捏造的“黑色危

險”的謊言，指出：“解放戰爭和共同勞動迫使全體古巴人（不分膚色）

都永遠忘記奴隸制度所散播的仇恨，因為它會把他們彼此分隔開

來。︙︙依靠黑人的強有力的支持，共和國滿懷信心地向前邁進，黑

人從來也沒有侵害過共和國。只有那些敵視黑人的人，才強說黑人懷

有仇恨心”bo。馬蒂這些主張對於古巴的革命鬥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義，因為在古巴除了土生白人外，黑人、混血種人在居民中佔了很大

的比重，他們的革命性也特別強。堅持了民族平等，就能夠很好地把

廣大的黑人、混血種人和土生白人團結在一起，共同為祖國解放的神

聖事業而鬥爭。由於馬蒂認識到廣大的人民群眾是革命的真正動力，

因而他在自己的革命活動中總是面向人民的。他認為要號召人民參加

戰爭，首先必須告訴他們，戰爭為了誰以及勝利之後將帶給他們甚

麼，他用全力從事於全民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關於古巴通過全民武裝起義獲得獨立之後的發展方向問題，馬

蒂也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和目光遠大的計劃，在上面提到過的〈我們的

思想〉一文中，馬蒂指出革命鬥爭的目的是：推翻西班牙暴政，把古

巴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共和國。儘管馬蒂沒有明確說明這是一個甚

麼樣的共和國，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馬蒂的言論中找到他對未來共和

國的理解和設想。

首先，馬蒂主張未來的共和國必須使耕者有其田，並通過教育

來達到普遍的幸福生活。馬蒂對於被壓迫群眾具有真切的同情。還在

1875-1878年居住在墨西哥與危地馬拉時，他就已經十分關心拉丁美

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悲慘境況，主張拿出國家的儲糧給飢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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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吃，分地給他們。他認為“發財過多是不義的”，“這種財富

應該屬於大多數人，不應該屬於外國暴發戶和新的領主，應該屬於那

些誠懇地用自己的勞動掙得這種財富的人。”bp在1878年發表的《危地

馬拉》一書况，馬蒂幻想有一個全體勞動者都能享到幸福的國家，在

那况，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塊份地。後來馬蒂在為古巴革命黨所寫

的宣言（1893年5月27日）中，又進一步指出，必須從地主那况沒收尚

未開墾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古巴廣大的未耕土地，顯然應該公正

地從那些不使用它們的人那况奪回，而分給那些將耕種它們的

人。”bq

除了分配土地給人民外，馬蒂也很注意教育問題，主張在民眾

特別是農民當中實行普遍教育。他指出：“拉丁美洲在犯一個嚴重的

錯誤：在幾乎完全依靠農產品生存的人民中，教育卻不合情理地只為

城市生活而不為農村生活培養人才。”br同時，馬蒂堅決反對天主教

會對全國教育的控制，反對經院哲學，反對在學校中講授宗教課，主

張用科學的大學代替中世紀式的神學大學bs。

其次，馬蒂認為在未來的共和國中，必須有充分的廣泛的民

主。當時的拉丁美洲各國名義上雖然取得獨立，並宣佈為共和國，但

是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廣泛流行着“考迪羅主義”bt。馬蒂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生活了多年，

深深地知道這種代表大莊園主與外國資本利益的反動獨裁統治給人民

帶來的災難。為了使古巴在獨立後免於反動獨裁統治，馬蒂主張發動

廣大人民群眾投入獨立戰爭，堅決反對沒有群眾參加的少數革命者的

單獨發動，因為它包含有使個別野心家在起義後篡奪政權的危險。

1884年，“十年戰爭”的宿將馬克西莫．戈麥斯（1836-1905）曾計劃從

國外向古巴發動一次軍事遠征，馬蒂覺得這次遠征準備不充分，沒有

很好地發動群眾，因而沒有參加。他在1884年10月寫信給戈麥斯，指

出這種軍事遠征可能會導致獨裁統治的建立，並明確表示了自己對

“考迪羅主義”的態度：“將軍，我們是甚麼人呢?是鼓舞我們情緒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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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想的英勇與平凡的僕人，窮人的忠實朋友，還是粗暴和僥倖的考

迪羅？這些考迪羅穿著帶馬刺的長筒靴，手執馬鞭，驅使人民投入戰

爭，好在以後奴役他們。”ck1887年10月，紐約的古巴僑民成立了一

個執行委員會，推舉馬蒂為主席。為了避免冒險主義和杜絕個人獨裁

的可能，該委員會預先提出若干聲明，強調了古巴解放運動的民主目

的，指出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古巴人民解放祖國的願望被某個軍事或政

治集團利用來奪取政權，使某一階級或種族壓迫其他階級及種族。

馬蒂不僅反對“考迪羅主義”，同時也反對在拉丁美洲各國中擁有

很大權勢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會一方面是殖民主義制度的維護者，另

方面本身又是大莊園主，它阻礙了拉丁美洲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

展。天主教會是古巴獨立運動的危險敵人，它宣揚任何革命活動都注

定失敗，因為歷史進程早就為上帝所決定。馬蒂堅決駁斥這種宿命論

觀點，指出“進步是必然的，但要通過我們自己來實現，︙︙一切都

取決於我們”。他主張教會和國家分離，因為不這樣做，“人民就不能

幸福”cl。

再次，馬蒂認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共和國，不僅要有政治上的獨

立，而且應當有經濟上的獨立。馬蒂看到拉丁美洲各國在獨立戰爭之

後，並沒有消滅單一種植制，國家的收入主要依靠一兩種農、牧、礦

產原料和半成品的出口，因而國內經濟以至政治生活都受到資本主義

強國（特別是美國）的操縱。他主張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國應該耕種全部

土地，並且種植多種作物，因為“一個國家的人民把他們的生計寄託

於一種產品，並且只同一個國家進行貿易聯繫，那麼他們就是在自

殺”cm。馬蒂也主張古巴和其他國家進行平等的貿易，認為經濟獨立

是政治主權必不可少的保證。他指出：“為了保證自由，必須平等貿

易。那些希望毀滅的民族才只同一個國家貿易；而那些願意生存的民

族則和各國貿易。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過於強大的貿易影響會轉化成

為政治上的影響。”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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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何塞．馬蒂在爭取古巴民族獨立的問題

上，提出了一系列急進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主張。當然，在這况，我們

也必須指出馬蒂政治觀點中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例

如，馬蒂雖然重視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也讚揚無產階級的

革命精神，但卻沒有認識到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認為群眾鬥爭的領

袖只能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馬蒂堅決譴責和反對人剝削人，但是他

不能正確解釋產生階級剝削的原因，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消滅這種剝削

的正確途徑。在他草擬的古巴革命黨黨章、黨綱及他的文章中，都沒

有明確提出徹底消滅封建莊園制、徹底廢除半封建半奴隸制的剝削以

及沒收外國資本等重要的社會改革措施，他以為只要使耕者有其田和

實行普及教育，就能解決社會問題。實際上，馬蒂所幻想的只是以小

規模農民土地佔有制為基礎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就其社會內容來

說，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馬蒂所要求的廣泛民主，也沒有超出

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

馬蒂的觀點之所以存在着這些局限絕非偶然，它是十九世紀末

古巴的殖民地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所決定的。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

到十九世紀末，在古巴經濟中佔優勢的還是農業，而農業中佔統治地

位的是封建關係，資本主義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當時產業無產階級還

不是隊伍壯大、組織堅強的階級，無法在古巴民族解放運動中起領導

作用，革命的領導權還掌握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手

中。這種具體的歷史條件，加上本人的家庭出身（小資產階級）不能不

給馬蒂的世界觀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只能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

產階級的利益，而無法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遠遠超出資產階級的

限制。

儘管何塞．馬蒂的政治觀點還不夠徹底，但他仍然不失為偉大

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馬蒂以革命家

的本能摸索到基本上正確的結論，走在當時一般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

前面，比他們看得更遠一些。在當時的古巴，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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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馬蒂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徹底的革命

民主主義的綱領，號召用全民的革命戰爭來打倒殖民制度。同時，馬

蒂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普及教育、反對“考迪羅主義”、政教分離、消

滅單一種植制等等主張，在當時拉丁美洲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具有

重大的民主和進步的意義的。卡洛斯．拉斐爾．羅德里格斯co在〈何

塞．馬蒂與古巴的解放〉一文中指出：“馬蒂和馬塞奧的功績在於，他

們能夠克服自己所屬的社會階級的不堅定與動搖性，以任何國家和任

何時期的小資產階級領袖少有的堅定、遠見和靈活性，掌握了革命運

動的領導權。”cp

（三）

何塞．馬蒂不僅是一個革命的理論家，而且是一個革命的實踐

家，他把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和參加實際革命活動密切地結合起來。

在僑居美國的期間，馬蒂一方面通過各種政治論文來闡發革命思想，

另方面積極地為古巴人民新的起義作準備工作。當時，在美國有許多

流亡的古巴革命者和數千僑民（其中很多是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的菸

草工人），他們經常用金錢、武器彈藥接濟在古巴本土堅持鬥爭的愛

國者，對古巴獨立事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何塞．馬蒂由於自己對

祖國的赤膽忠心和堅韌不拔的鬥爭意志，加上非凡的組織才能，很快

地在愛國的古巴僑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並逐漸成為古巴全國人民眾

望所歸的革命領袖。

1880年1月，馬蒂在剛到紐約後，即向當地的古巴僑民發表演

說，提出了古巴革命的艱鉅任務。不久，他成了紐約的“古巴革命委

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繁忙起來了，經常到住居在美國的古巴工人

中間展開活動，到處訪問、演講。他的講演稿常常印成活頁，在讀者

中間輾轉相傳。他所編寫的愛國傳單也在古巴國內廣泛散播，激勵了

人民的鬥爭熱情。同時，馬蒂還創辦報紙，寫詩歌與政論，兼任“黑

人工人保衛協會”教師，免費給窮苦的同胞和美國工人講課。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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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當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進步報刊雜誌的通訊員，經常為它們撰

稿，對當時拉丁美洲的思想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自從第一次獨立戰爭被鎮壓後，古巴仍暫時處在宗主國的殖民

壓迫下，老朽沒落的西班牙竭盡全力變本加厲地來統治古巴，人民處

於水深火熱的境況之中，引起1868-1878年獨立戰爭的原因一個也沒

有消除。雖然古巴國內一時尚無大規模的鬥爭發生，然而人民的不滿

情緒在沸騰着，新的革命起義正在醞釀之中，用馬蒂的話來說，“十

年戰爭”以後，古巴是處於暫時休戰和積聚力量的時期。在這樣一

個時期，馬蒂最關切的一件事就是把古巴國內外的一切愛國力量和廣

大人民都團結起來，為共同的事業而奮鬥。

這時在古巴本土和僑民中間，有許許多多的革命委員會和俱樂

部。愛國志士在國內的零星革命發動此伏彼起，前仆後繼，而愛國僑

民也屢屢試圖組織軍事遠征隊在古巴登陸。例如，從1879年8月至

1880年12月，有過一次武裝起義（它在古巴的歷史上稱為“小戰爭”）；

1883年-1884年，又有另一次軍事遠征。但是這些起義和密謀都一一

失敗了。其原因在於它們往往帶有局部性和分散性，起義者沒有和其

他革命力量聯合，沒有發動廣大群眾參加。像當時在中美、墨西哥和

美國的古巴僑民共建立了將近兩百個的愛國團體，它們之間各自孤立

地進行活動，沒有密切配合，因而不能有力地打擊共同的敵人。“小

戰爭”和其他無數次血的教訓，使馬蒂逐漸認識到，要趕走強敵，必

須聯合全國各階層的人民，經過周密詳細的組織與策劃，掀起全民性

的反西班牙戰爭。因此，當戈麥斯在1884年組織新的軍事遠征時，馬

蒂看到它同樣沒有周詳的計劃和充分的群眾基礎而沒有參加。果然，

戈麥斯的計劃在1886年遭到失敗，這就更加證明了馬蒂的意見的正

確性。

為了聯合各階層人民，迫切需要有一個團結國內外革命力量的

中心組織。而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長期深入細緻的工作和非凡的組

織才幹，這個艱鉅的任務落在馬蒂的肩上。在僑居美國的十多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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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蒂到處奔波忙碌，以孜孜不倦的頑強努力致力於統一革命組織的建

立，他對古巴人民革命事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之一也在於此。

1887年10月，在紐約的古巴僑民成立了以馬蒂為主席的執行委

員會。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出了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聯合所有革命力量

的必要性。1890年1月，在馬蒂的積極促進下，許多愛國團體在紐約

組成了“古巴愛國主義聯盟”，它是未來的古巴革命黨的基礎。此後，

馬蒂為團結革命力量，在美國各地和拉丁美洲各國旅行，深受古巴僑

民的歡迎。1891年11月底，他應佛羅里達州的僑民革命俱樂部之邀，

來到了美國南部的坦帕。在這况，馬蒂發表了著名的演說，號召全體

古巴愛國者團結一致。他指出：“必須聯合各階層的人民，因為只有

聯合我們才能獲得勝利！”cq熱情的演說在聽眾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坦帕的僑民在會後不久即通過決議，完全支持馬蒂的主張，並建立了

“古巴愛國主義聯盟”的支部。接着，馬蒂又來到基韋斯特，向那况的

古巴菸草工人演說，同樣得到熱烈的擁護。當時，僑居美國的古巴菸

草工人是馬蒂最積極和最堅定的支持者。這些工人儘管自己生活艱

辛，但無論男女每個月都從自己微薄的工資中抽出10%來，充當革命

活動的經費，後來這種舉動甚至成了自願的制度，在新的獨立戰爭以

前和戰爭之中，始終沒有間斷過。

馬蒂辛勤栽培的種子很快地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892年4月10

日，由古巴各個愛國團體聯合而成的“古巴革命黨”宣告成立。馬蒂被

選為該黨的總負責人，他親自擬定了具有濃厚革命色彩的黨綱黨章。

古巴革命黨黨章第一條宣稱：“古巴革命黨的建立，是為了團結一切

有著善良願望的人們的力量，實現古巴島的完全獨立，並幫助波多黎

各得到解放。”cr在古巴革命黨成立前不久（1892年3月），馬蒂用菸草

工人的捐款創辦了《祖國報》，它成了黨的機關報。在該報第一期有一

篇馬蒂寫的社論，題目是〈我們的思想〉，它指出革命運動的目的是：

推翻暴政，把古巴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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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黨是在爭取古巴獨立自由的全民鬥爭基礎上聯合各個

社會階層的廣泛組織。按照馬蒂的想法，這個黨是屬於“全體古巴人

民的”。參加該黨的有古巴各民族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

一部分愛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地主和他們的知識分子。該黨在古巴

國內外都設立了支部（由20至100人組成），每個支部直接和設在紐約

的總部保持聯繫，並接受其領導，這就保證了在個別支部被破壞時，

其他支部仍可繼續展開活動。當然，古巴革命黨究其實還是小資產階

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像上文曾經指出的，它的黨綱黨章仍

然存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古巴革命黨在古巴人

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中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它成了當時團結全國一

切愛國力量的核心，對於1895-1898年的獨立戰爭，起了巨大的組織

作用。

古巴革命黨的創立，標誌着古巴革命力量的大團結。至此，由

於何塞˙馬蒂及其同志長期以來的艱苦努力，由於廣大人民對革命的

積極支持，暫時休戰的時期已經結束了，古巴民族解放鬥爭的力量重

新成長和壯大起來，全民革命戰爭的時機又一次地到來了。馬蒂在創

立革命黨後，即全力投入全民武裝起義的具體組織工作。他把軍事準

備的總領導工作交給戈麥斯、馬塞奧等人負責，同時把許多“十年戰

爭”的老戰士派到古巴各個省份充當革命黨的全權代表，發動人民，

策劃起義。在國外，各地的革命黨支部則積極籌款，購置武器彈藥，

隨時準備運回古巴。

整個1894年，古巴愛國僑民和國內革命志士都是在狂熱的起義

準備工作中度過的。這一年的十二月，馬蒂和他的戰友，擬好了一個

計劃，預定從美國的佛羅里達開出三艘船，載運由馬蒂、馬塞奧等領

導的三個軍事遠征隊，在古巴東部登陸並發動起義。但是當一切都準

備停當的時候，在遠征隊中出現了叛徒，他打電報給華盛頓報告起義

的計劃。1895年1月10日，美國政府和西班牙駐美領事知道了準備起

義的消息，便扣留了這些船隻，沒收船上的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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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征計劃的失敗並不能動搖馬蒂和其他愛國者的堅強意志。這

時發動全民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古巴整個海島像一座即將爆炸

的火藥桶一樣，等待着點燃起義之火的信號。退卻是不行的，拖延起

義的開始也是不利的。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馬蒂和其他革命領導人

決定迅即在古巴開始起義。1895年1月29日，馬蒂向在古巴國內的黨

代表發出關於起義的指示，要求各地應當盡可能同時起義，起義的總

日期不要早於二月的下半月。接着，馬蒂本人於2月7日從美國趕到多

米尼加，會見了流亡於此的戈麥斯將軍，共商革命大事。

馬蒂的命令執行了。1895年2月24日，大起義的火焰再次在東部

奧連特省燃燒起來，古巴各地重新響遍了“獨立或死亡！”“自由的古

巴萬歲！”等口號，這就是古巴歷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獨立戰爭的開

端。在多米尼加的馬蒂一聽到人民革命爆發的消息，就在3月25日和

戈麥斯共同發表了《蒙泰克里斯蒂宣言》cs，號召全古巴人民拿起武器

來，和殖民統治者作殊死的戰鬥，在宣言中闡明了民族獨立戰爭的行

動綱領和基本任務，指出：解放戰爭從它產生一開始就是正義的，它

不是古巴一個政黨或團體鬥爭的結果，而是全國意志的表現。宣言堅

定地表示：新的解放戰爭的目的不是把古巴人用非凡努力的代價解放

了的古巴轉交給另一個主人，而是力求建立有着自由精神、公正法則

與和平勞動的獨立的祖國。宣言還強調了古巴的解放鬥爭對於全拉丁

美洲人民爭取獨立自由鬥爭的重大歷史意義。《蒙泰克里斯蒂宣言》是

指導古巴革命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是爭取獨立鬥爭的理論基礎之

一，也是解放運動思想的完整體現”ct。這個宣言深刻地表達了何塞．

馬蒂的革命思想。

在馬蒂和古巴革命黨的有力號召下，古巴全國人民包括廣大的

黑人、混血種人、土生白人和華僑都一致行動起來，手執收割甘蔗的

砍刀，同仇敵愾地投入戰鬥。愛國者到處搗毀外國公司和本國大地主

的莊園，焚燒甘蔗田和糖廠，革命戰爭像野火似地燃遍了整個海島。

為了直接推動和領導獨立戰爭，馬蒂決定盡可能設法返回古巴。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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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不必直接參加武裝鬥爭，他不同意，馬蒂認為在祖國人民手

執武器英勇奮戰的決定性時刻，自己必須作為一個戰士出現在沙場

上。他寫道：“不用提我的信念，今天我也必須和過去一樣出現在古

巴，︙︙我號召戰爭，我的責任是使它開始，而不是使它結束。︙︙

血已經灑下了，自尊心和人類的尊嚴要求現在就作好自我犧牲的準

備。”dk4月1日清晨，馬蒂、戈麥斯等乘船從多米尼加出發，他們和加

勒比海上洶湧的波濤進行了十天十夜的艱苦搏鬥，終於在4月11日深

夜重新踏上了闊別十多年的祖國的大地，不久，就和馬塞奧領導下的

民族解放軍勝利會師了。

革命領袖的到來，大大鼓舞了起義軍和廣大人民的鬥志。雖然

馬蒂不是軍事領導者，但起義軍卻給了他很大的榮譽，授以古巴民族

解放軍少將的軍銜。而被廣大人民所深深愛戴的何塞．馬蒂一踏上正

在燃燒的祖國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這一場他夢寐以求的神聖戰爭。

馬蒂很重視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工作，除了起義的軍事組織外，他力

圖整頓和組織全國的行政制度，在解放區建立革命政權，實現民主自

由。馬蒂主張從武裝的人民中選出代表，對這些重要問題進行討論。

5月5日，在馬蒂的主持下，召開了全體武裝起義領導者的會議，討論

組織革命政府和擴大起義地區的問題。會上決定在1895年秋季召開立

憲會議，以便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同時決定一俟革命

政府成立之後，就把起義的軍事活動由東部擴展到西部。

1895年5月10日對於古巴人民來說，是非常不幸的日子。這一天

晌午時分，西班牙殖民軍向多士．利俄斯的起義軍軍營發動了突然的

襲擊，當時馬蒂和戈麥斯就在這個軍營况。戈麥斯覺得馬蒂留在戰場

上太危險，想讓他離開。馬蒂沒有這樣做，他騎上戰馬身先士卒地衝

向敵人。他被子彈射中了。戰鬥結果，敵人被擊潰了，然而馬蒂卻英

勇地犧牲了。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戰士終於像他在十六歲時所塑造的

英雄阿布達拉一樣，為了祖國的自由而流盡了自己最後的一滴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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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馬蒂死在正當奮發有為的年華。那時他才四十二歲，同

時那是古巴第二次獨立戰爭艱苦的歲月，革命的未竟事業需要他去領

導去完成。馬蒂的犧牲是古巴人民解放事業的重大損失，但是領袖之

死卻更加激發了古巴人民對敵人的憎恨，更加鼓舞了他們為祖國而戰

的鬥志。古巴民族解放軍和全國人民奉行了何塞．馬蒂的偉大遺訓：

“古巴人寧願放棄生命，也不願放棄自由！”擦乾眼淚，化悲憤為力

量，在戈麥斯、馬塞奧等革命領袖的領導下，繼續堅持獨立戰爭。

1895年9月，起義軍召開了立憲會議，通過了憲法，成立了古巴共和

國政府。不久，民族解放軍又向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最後據點西部省份

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至1896年，經過三年曲折艱苦的奮鬥，起義軍

已經解放了古巴島上的大部分地區，準備一舉摧毀四百年來西班牙加

在古巴人民頭上的殖民枷鎖。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再也無法維持下

去了。

（四）

何塞．馬蒂對於古巴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貢獻和影響是很

大的。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何塞．馬蒂是反對西班牙殖民奴役的堅強

戰士，他對於古巴民族獨立事業的一個偉大貢獻是，從思想和組織

上，發起了第二次獨立戰爭。何塞．馬蒂的另一個不朽的功績是，他

不僅反對舊殖民主義的統治，而且堅決反對新起的美帝國主義對古巴

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侵略。在敘述馬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之

前，我們先來看一看美國和古巴及拉丁美洲各國在歷史上的關係。

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的。還在自己剛剛擺脫

英國殖民壓迫的時候，美國的統治階級就已經發出了擴張主義的狂

囂。1786年1月25日，美國總統杰斐遜在演說中公然地聲稱：“我們的

聯邦必須看作一個巢窟，從這况開始，我們向整個南北美洲移民。” dl

1823年，美國宣佈了“門羅主義”，提出蠱惑人心的“美洲是美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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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口號，企圖排斥歐洲列強的勢力，獨霸拉丁美洲。在拉丁美

洲各國中，美國首先垂涎於加勒比海上的第一大島─古巴。就在門

羅主義宣佈的同一年，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士曾露骨地斷言

古巴和波多黎各是北美大陸的“天然附屬品︙︙把古巴併入我們聯邦

的版圖對於聯邦本身的延續和完整是有必要的”dm。他還恬不知恥地

提出了所謂“古巴的引力定律論”：“就如一個被風從樹上吹脫的果子

雖然不想落地也不能不落到地上來一樣，古巴一旦脫離了西班牙，斷

絕了它同西班牙的人為的聯繫而又不能自立，那麼它就會必然而且只

可能受到美國的引力作用而投向美國。由於同一定律的作用，美國也

不能不把它納入自己的懷抱。”dn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對古巴實行

的就是這種“成熟的果子”政策。為了攫取古巴作為侵略拉丁美洲各國

的跳板，歷屆的美國政府一方面竭力保持古巴的殖民地狀況，反對古

巴人民取得獨立，另方面想盡辦法要使古巴從西班牙的殖民地轉為美

國的附庸。

1861-1865年南北內戰後，隨着美國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資本

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擴張主義浪潮也極度加強。美國通過各

種方式迫使拉丁美洲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向它們大量傾銷商品和投

資，操縱它們的內政與外交，因此拉丁美洲各國名義上雖保持獨立，

實際上已淪為美國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同時美國也加緊對古巴實行經

濟滲透。1894年，古巴的主要產品蔗糖產量為1054214噸，其中90%

以上（956524噸）輸往美國do。1896年，美國在古巴的投資已達五千萬

美元dp。為了財政寡頭的利益，正在發展中的美帝國主義時刻都在打

算從西班牙的手中奪取古巴。

何塞．馬蒂僑居美國期間，恰好是美帝國主義正在形成的時

候。在這個金元帝國較長時間的居留，使這位目光敏銳的革命家能夠

逐漸地看穿新起的帝國主義的真正面貌。正像他所說的：“我曾生活

在惡魔（指美帝國主義─註）的心臟，因此熟知它的五臟六腑。”dq

馬蒂寫了一系列關於美國的隨感，指出壟斷組織的政權是美國人民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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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失業的原因，美國的一切內外政策都服從於壟斷資本家的利益。

他寫道：“壟斷組織像貪得無厭的凶神坐在一切窮人的門口”，“對財

富的過分崇拜，使這個共和國况流行着不平等、不公道和君主制國家

所固有的殘暴︙︙共和國變成了隱蔽的君主國”dr。

馬蒂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本質。他從美國和拉丁

美洲各國的關係中看出，這個貪婪的北方鄰居是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

國家共同的兇惡敵人。還在七十年代僑居墨西哥時，馬蒂就已經深切

地關懷到被侵略的拉丁美洲各國的命運，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哦，可愛的墨西哥！可敬的墨西哥！我看到了威脅着你的危險。貪

婪的的鄰居從北方威脅着你。”ds為了使拉丁美洲不至於淪為美國的

附庸，馬蒂認為必須向人民揭露關於美國的真象，喚醒他們起來向共

同的敵人─美國侵略者展開鬥爭。在1878年的《危地馬拉》一書中，

馬蒂已經表達了拉丁美洲人民要和外敵鬥爭必須聯合起來的思想，指

出“紛爭就是我們的毀滅”。後來他不斷地發展了這種思想。

馬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第一屆泛美會議

的態度上。1889年，美國政府向拉丁美洲各國發出舉行第一屆美洲國

家會議的號召，企圖利用“泛美主義”的虛偽口號，把拉丁美洲各國變

成自己政治和經濟的附庸。會上，美國提出建立美洲關稅聯盟、實行

統一度量衡和建立仲裁法庭等等對自己有利的議程，要求拉丁美洲各

國接受。馬蒂立即識破了這個陰謀，他寫了許多文章來揭露美國召集

這次會議的真正動機。馬蒂指出，這次會議“任何實際的結果都不會

有的，除非是符合美國的利益，而這樣的利益當然不是我們的”dt，

“︙︙儘管會議的目的表面是無害的，但在會上討論美國和其他美洲

國家的關係時，絕不能認為它和美國對美洲大陸各國的侵犯和公然進

攻無關”ek。在所有關於這次會議的文章中，馬蒂貫穿了這樣一個深

刻的思想：“過去，西班牙美洲曾經從西班牙的壓迫下獲得了解放。

而現在，在冷靜地分析了邀請我們各國參加大會的各種前提和原因之

後，應當老實地說，西班牙美洲第二次宣佈自己獨立的時間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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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l馬蒂的文章在動員拉丁美洲輿論反對北方征服者的企圖方面

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美國一時無法完全實現其侵略陰謀。第一屆泛

美會議結果只成立了一個所謂“美洲共和國國際聯盟”的組織（它在

華盛頓設立其代表機關“商務委員會”，後改稱“泛美聯盟”），其他建

立關稅聯盟等提案都遭拉丁美洲國家代表的反對而無法達成協議。

在1891年的美洲國家貨幣會議上，馬蒂也對美國的侵略陰謀作

了堅決的鬥爭。原來拉丁美洲各國在和歐洲國家的貿易中一般採用金

本位貨幣，但是美國卻企圖通過會議使它們接受金銀雙本位制。實行

銀本位對擁有巨量銀儲備的美國是有利的，然而它意味着破壞拉丁美

洲各國和歐洲國家間的貿易聯繫，因為後者拒絕採用銀幣。這時馬蒂

受烏拉圭委託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會議，並被選入提案研究委員會之

中。馬蒂負責起草向全體會議參加者所作的報告，在報告中否決了美

國的提案，主張拉丁美洲各國在平等基礎上和美國及其他國家進行和

平貿易。這個報告被拉丁美洲的評論家譽稱為“外交靈活和智慧的典

範”，會議一致通過了它，美國的陰謀遭到破產。

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馬蒂把古巴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

和拉丁美洲的命運緊緊地聯在一起。他經常指出，被奴役的安的列斯

群島只能是美國的軍事前哨和堡壘，而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島則是拉丁

美洲平等和獨立的保證。因此，他不僅致力於使自己的祖國擺脫西班

牙的殖民桎梏，而且極力反對美國取代西班牙來奴役古巴和拉丁美洲

各國。1889年，美國的兩家報紙《製造人》和《晚郵報》載文對古巴人民

的獨立運動進行了惡意的中傷，企圖為美國將來吞併古巴作好輿論的

準備。文章中這樣說：“這些古巴人並不（比西班牙人）更討人喜

歡。︙︙他們被西班牙壓迫了這樣長的時間而聽之任之，就是他們

缺乏丈夫氣和缺乏自尊心的表現。他們就是試圖進行反叛也往往是

極其無效的，這種反叛終歸不過是表演了醜劇中那樣的尊嚴而

已。︙︙”em。這時馬蒂正在紐約，他立即給《晚郵報》去了一封信，

駁斥這種污衊，捍衛了古巴人民英勇的革命鬥爭傳統，並且有力地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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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美國政府所採取的反對古巴獨立的傳統立場。他指出1868-1878

年的戰爭並不是一幕像美國佬所說的“醜劇”，而是一篇壯麗的英雄史

詩，是一場全民的起義。在信中，馬蒂明確地表示，“古巴人不願意

也不需要把古巴併入美國”en。後來，馬蒂又專門出版了《保衛古巴》

的小冊子，堅決回擊美國的擴張主義叫囂。

馬蒂對於在古巴國內流行的合併主義思想也展開了不調和的鬥

爭。合併主義者大多是和美國經濟有密切聯繫的商人、糖業主和種植

園主，他們為了自身的階級利益，積極主張使古巴併入美國的版圖。

此外，一部分受歷史地理宿命論影響的人也具有合併主義思想，這些

人認為古巴離美國這個強國太近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注定永遠不會

得到真正的獨立，在擺脫西班牙統治後必然會被美國吞併。馬蒂深深

知道這種反動思想對古巴獨立運動的危害性，不斷地揭露它、打擊

它。他指出，“地理情況─靠近─只能在某些候補學士們或學士

們的頭腦中引起必須在政治上（同美國）合併的想法”eo，“合併主義是

對人民力量不信任及在人民力量與解放戰爭面前恐懼的產物”ep。馬

蒂也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對合併主義者的蔑視：“誰今天把祖國出賣

給外國人，誰就是下流人中的最下流的豺狼。”eq

由於馬蒂深信人民的力量和洞悉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在反

對西班牙統治的鬥爭中，他從來沒有幻想美國政府會幫助古巴人民。

在上述給《晚郵報》的信中，他曾批評了那種“指望美國會對古巴提供

肯定的幫助的天真想法”，他認為團結一致的古巴人民有力量自己解

放自己。不僅如此，馬蒂還富有預見性地看到美國統治階級可能插手

干涉古巴人民反對西班牙的鬥爭，他屢屢提出警告，號召人民注意防

止這種危險。1891年11月26日，馬蒂在對坦帕的古巴僑民演說時表

示，古巴人力求不讓“穿着美國制服的新老爺代替西班牙主人”，

“不，我們的目的是建立正義的有着健全基礎的共和國，︙︙我們需

要的不是傀儡，而是我們自己創立的代表我國利益的政府”er。在1895

年的《蒙泰克里斯蒂宣言》中又明確指出，解放戰爭的目的不是把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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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革命果實交給新的主人。一直到1895年5月18日，在自己生命

的最後時刻，馬蒂在給他的朋友曼努埃爾．梅爾卡多的未完的信中還

寫道：“我每一分鐘都可能為祖國而死，為自己的職責而倒下去︙︙

為的是爭得古巴的獨立，以便及時地防止美國霸佔安的列斯群島，進

而襲擊我們美洲的土地。我迄今所作的一切以及我將要作的一切都是

為了這個︙︙。有這樣的人民，他們切身關心的是，不讓帝國主義者

吞併古巴而打開讓鄙視我們的囂張殘暴的北方國家吞併我們美洲國家

的道路，必須堵塞這條道路，我們古巴人正在用胸膛來堵塞這條道

路。”es這些話是馬蒂從僑居美國十五年的生活中得出的深刻結論，

也是他留給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政治遺囑。

歷史後來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馬蒂天才預見的正確性。1898年4

月，正當古巴民族解放軍和廣大人民已經解放了全國大半領土、西班

牙殖民統治眼看就要土崩瓦解之際，美國一看“果子”已經成熟，便抬

出“保衛被西班牙壓迫的民族”的金字招牌，發動了美西戰爭。幾個月

後，美國打敗了西班牙，開始對古巴實行軍事佔領，並鎮壓了島上的

民族解放鬥爭。1902年，在美國軍事佔領當局的操縱下，古巴共和國

宣告成立。美國把自己的傀儡扶上了總統的寶座，並把臭名昭彰的

“普拉特修正案”強加在古巴頭上。馬蒂所擔憂的事情出現了，古巴從

西班牙的殖民地一變而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從此，古巴人民和拉丁

美洲各國人民一樣，面臨着爭取第二獨立─擺脫美帝國主義奴役的

嚴重鬥爭任務。

1898年的美西戰爭是重新瓜分世界領土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性質

的戰爭。列寧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一文况指出，美

西戰爭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第一個主要歷史標誌et。提到這一點是很重

要的，因為還在這次戰爭之前，還在帝國主義剛剛形成的時候，何

塞．馬蒂就已經對它作過鬥爭了。正像《第二個哈瓦那宣言》所指出：

“還在1895年馬蒂就指出了籠罩美洲的危險，並且用帝國主義的字眼

稱呼帝國主義。”fk在拉丁美洲各國的革命者當中，何塞．馬蒂是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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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把反對舊有的殖民主義壓迫的鬥爭和反對新起的美帝國主義侵略

的鬥爭結合起來的，他是當時拉丁美洲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急先鋒。雖

然“他的結論是在和今天不同的條件下得出的，他的信念不是以唯物

主義思想為基礎的，但是他的天才使他能夠預見到從1895年直到今天

所發生的許多事情”fl。因此，在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激烈鬥爭中，

馬蒂生前揭發美帝國主義奸惡意圖的言論和詩歌，很自然地成了拉丁

美洲人民手中有力的武器，直到今天，他們讀起來，還是那樣清新，

那樣富有戰鬥性！

* * *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何塞．馬蒂的一生的確是反

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鬥的一生。從十五歲參加鬥爭起，到1895

年5月壯烈犧牲止，他始終一心一意堅持革命，數十年如一日。馬蒂

不僅用自己的鬥爭行動為古巴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作出光輝的榜樣，

而且用自己的革命思想來教導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他的依靠人民、

堅持革命戰爭和堅決反對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戰鬥精神薰陶了整整

一代的古巴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古巴人民偉

大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指出，“馬蒂的思想貫穿在全體人民之

中，它培養了愛國主義感情，為古巴革命的勝利創造了可能”fm。卡

斯特羅在自己的革命活動中就受到馬蒂很深的影響。1953年，他在

反動政府的法庭上曾驕傲地宣稱，“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謀︙︙

導師馬蒂的學說我銘刻在心”fn。在自我辯護詞結尾，卡斯特羅對何

塞．馬蒂作了崇高的評價：“但是他還活着，沒有死去，他的人民是

富於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尚的，他的人民忠於對他的懷念！

有些古巴人為保衛他的主張倒下去了，有些青年為了讓他繼續活在

祖國的心中，甘心情願地死在他的墓旁，貢獻出他們的鮮血和生

命。”fo

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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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馬蒂平生的夙願，推翻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在古巴

建立了真正獨立民主的共和國。獲得新生的古巴人民對爭取民族獨立

的先驅者懷着深深的崇敬，在1960年9月2日和1962年2月4日先後通過

的兩個《哈瓦那宣言》開頭幾行都提到了何塞．馬蒂，把他尊奉為古巴

革命的先哲和獨立的倡導者。幾年來，偉大的古巴人民繼續發揚了何

塞．馬蒂等先烈的光榮革命傳統，和美帝國主義的威嚇、破壞、干

涉、封鎖以至武裝侵犯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把革命不斷推向前

進。古巴成了美洲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拉丁美洲越來越多的人民

也都站起來，正在走上古巴革命的道路。毫無疑問，在何塞．馬蒂革

命精神的感召之下，在古巴革命的鼓舞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拉丁美

洲人民一定會用戰鬥的勁筆寫下自己最光輝的歷史。

作於196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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