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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

人一旦擺脫了家園之囿踏上旅途，行程對人的改造是

深刻的。考察古今中外的偉人，他們以人道為宗旨的博大

胸懷，往往對應著一部以大地為家的履歷。路是一本無字的

書，這聽起來很像一句老話，然而比起印在紙張上的鉛字

來，大地上的山河草木，變換萬千的日月星辰，貼近土地生

存和為謀生奔波在路上的各色人類，他們用方言傾述的人的

遭遇，留給旅人這種特殊讀者的，是難以用語言追述的感情

烙印。當然，這類旅行徑直向著真實的底層，它與金錢豢養

的現代旅遊、名人雅士的閒情逸致、標新立異的豪華探險，

何止是興致相異，簡直是水火難容。

拉丁美洲，這塊連洲名都帶著殖民主義痕跡的苦難大

陸，它的地貌大致可以用一道山脈、一條河流來概括。沿

太平洋海岸、縱貫大陸南北有一條綿延一萬多公里的雄渾山

脈，進入南美後的部分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第斯山系。由安第

斯山發源的豐饒水系涵蓋了大部分南美國家，其中，流入大

西洋的亞馬遜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

這樣的大陸應該孕育出豪邁的大陸之子。

在西方人踏上美洲之前，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沒有載人奔

馳的駿馬，也沒有替代人腿的車輪。崇山峻嶺、滔滔大河隔

絕著繁衍在這塊土地上的所謂「印第安人」，但這種不足並

沒有阻礙本土人發揮他們高度的智慧、養育出敦厚的人性和

勇武的氣質。15 世紀末，西班牙殖民者沿美洲大陸從北到

南踏響的鐵蹄留下了無數冤魂，卻也播灑了一路血種，與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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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同行的還有一支傳教士的隊伍。歷史的悖謬就這樣產生

了：在生靈塗炭、文化毀滅之後，誕生了一個新的混血民族

和一個具有統一語言、統一宗教的大文化背景。這個混血民

族與北美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集團最根本的區別在於：

他們接受了西班牙人為父的事實，也承認了與這塊土地血肉

相連的印第安母親。

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代以大陸為祖國的「拉丁美洲

人」。19 世紀初反殖獨立戰爭時期一心建立「大拉丁美洲共和

國」的領袖人物西蒙．玻利瓦爾，犧牲於 19 世紀末的古巴愛

國志士何塞．馬蒂，他們的足跡都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國界。

拉丁美洲響噹噹的男子漢埃內斯托．切．格瓦拉 

（ ）是當代最典型的大陸人。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戰鬥在古巴，犧牲在玻利維

亞。他與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起打游擊，建

立了古巴革命政權，先後擔任古巴中央銀行行長、工業部長，

卻又主動辭去了這些要職，到玻利維亞的叢林再次打游擊，

1967 年 39 歲時犧牲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指使的玻利維亞軍人手

下。他的英雄行為和傳奇色彩在20世紀一次次掀起感情浪潮。

60 年代著名的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 ）

唱過這樣一句歌：「一個人還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被稱之

為人？」切是一個真正的人，他走過了漫長的路。

還在年輕時，甚至讀大學期間，切就四次踏上旅途，用

打工的方式周遊了十幾個拉美國家。切起步的時期是50年代

初，那是一個渴望變革的年代，切的步履中帶著底層的泥土

和時代的風塵。

切的第一次旅行是在阿根廷境內進行的。1950 年 1 月 1

日，人們還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之中，22 歲的阿根廷布宜諾斯

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學生埃內斯托．格瓦拉給自己的自行車安

上了一個馬達，獨自開始了穿越 12 省、行程達 4500 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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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格瓦拉美洲大陸旅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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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旅，並於當年 4 月趕回大學參加了考試。關於這次旅行，

切沒有留下很多文字記錄，但是他記下了一個重大的細節：

一天夜晚，切鑽進一個管道準備睡覺，發現一個流浪漢

已經躺在裡面，於是和他攀談起來。等流浪漢聽明白了切的

旅行目的，不禁大為感慨：「您就這樣毫無用處地浪費自己

的一身力氣嗎？」聽完此話，「主動」流浪的切獲得了另一

種感慨 — 他一下子明白了什麼是窮人。

後來，當朋友們問起他的旅行體會時，他說：「反正我

和旅遊者不一樣。用那種方式根本不可能瞭解人民和他們的

生活方式，也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旅遊只能使人看到一

個豪華的外表，如果想接近人的靈魂，必須把目光轉向那些

醫院裡的病人、被警察局收容的流浪漢，還有那些渴望與人

交談的行路人。」

切一起步就牢牢踩住了泥土地。

切的第二次旅行是在船上進行的。1951 年上半年，當同

學們在圖書館裡埋頭準備考試時，切兩次出海，在貨船和石

油船上打工，從阿根廷南部港口出發，沿大西洋海岸抵達了

四個美洲國家，當然見聞都是閃電式的。有時付出了在海上

往返 30 天的代價，結果只在一個小島上用四個小時卸石油。

不過，我們可以充分想像，切在海天之間不僅準備了功課，

還看足了各種各樣的書，至少關於聖雄甘地的書就是在那個

時期閱讀的。

瘋狂般的而且內容豐富的真正旅行是在 1951 底開始

的。八個月間，由南向北，行程將近一萬公里，穿越了太

平洋沿岸主要南美國家。這次切是與他的朋友阿爾韋托 

（  ）同行。阿爾韋托是一個麻風病醫生，他

和切性情相似，而且想到委內瑞拉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切這

時不僅面臨一年多後的畢業考試，還在一個過敏實驗所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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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第一次美洲之旅臨行前的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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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同時有了一個漂亮並且家境富裕的女朋

友。但是，切自由的靈魂嚮往著更遙遠的地平線。他一邊罵

著「去他媽的狗日子！」，一邊就跨上了阿爾韋托那輛舊摩

托 — 大力二號，開始了雄心勃勃的大陸之旅。

兩個多月之後，穿越了遼闊的潘帕斯草原、翻過了高

聳的安第斯山、抵達智利境內的「大力二號」終於完成了歷

史使命，徹底散了架。一路被智利人親切地稱為「大切」、

「小切」的兩個阿根廷青年成了真正的大路上的流浪漢。

「切」是阿根廷人的口頭語，拉美其他國家的人常這樣打趣

地稱呼阿根廷人。後來打游擊時，古巴戰友也這樣稱呼格瓦

拉，漸漸地，「切」成了格瓦拉名字的一部分，也成了格瓦

拉生命的一部分。

智利是一個窄條形的安第斯山國家。切和阿爾韋托決

定扒船沿智利海岸線北行。他們夜間躲在蒸汽機房裡取暖，

白天鑽進廁所，有人敲門，就捏著鼻子說：「有人。」直到

嘔吐和飢餓逼得他們向船長坦白，被分配在船上打掃廁所。

就這樣，他們一路當過搬運工、修理工、照相師；利用阿根

廷人的名聲和特長在沿途國家的小鎮上自我推薦充當足球教

練、球員，製作阿根廷草原烤肉；利用醫學專業繪聲繪色地

舉辦麻風病、過敏學講座。過夜的地方經常是警察局和大小

醫院。有一天，他們倆坐在一家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度過了疲

勞之後的長夜，切留下了這樣的日記：「我們並沒有窮到這

個份上，但是像我們這樣的浪人，寧死也不願花錢去買住客

店的資產階級舒適。」

窮人式的旅行方式使他們與窮人的心更貼近了。

他們徒步走在貧瘠、乾旱的安第斯山區荒漠上，頭頂直

曬的烈日，身揹沉重的行囊，終於來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銅礦

之一 — 智利的丘基卡馬塔礦。進入礦區之前的夜晚，他們

在一對礦工夫婦家借宿。簡陋的小屋裡，微弱的燭光中飄著

那種南部拉美人互相傳遞著喝的馬黛茶的熱氣。那個男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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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潔卻很生動的語言敘述著：他因參與抗議活動被關進監獄

三個月，忠實的妻子緊緊伴隨著他，好心的鄰居收留了他們

的孩子，他們的許多同伴永遠失蹤了，據說被工頭扔進了大

海⋯⋯切那天的日記上有這樣一段描寫：

在荒原的夜色中，凍僵的夫婦蜷縮著偎依在一起，

那是一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見到的無產者的生動寫

照。他們連一床過夜的破被子都沒有，我們把隨身帶的

一條被子給他們蓋上，我和阿爾韋托合蓋著另一條。那

是我一生中記憶最深的寒夜之一，但是那一夜，我覺得

和人的兄弟情誼又接近了一分。

丘基卡馬塔礦屬於美國資本。切和阿爾韋托設法觀察了

銅礦生產的全部過程，懂得了在這一群群冷漠的礦井、機器

之後的鉅大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瞭解了智利的國有化運

動和挫折。在埋葬著一萬多名死難礦工的墓地前，切問一個

礦上的小頭目，死者的家屬得到了什麼樣的賠償，後者只是

無所謂地聳聳肩。

在切總結智利之行的日記上，我們讀到了這樣一句話：

「智利人首先應該做的，是擺脫背後那個不怎麼可愛的美國

佬朋友。」

在切的堅持下，兩個年輕人沒有在城裡等班車，開始

向秘魯徒步行進。漆黑的夜裡，極度困乏迫使他們停下來揀

點樹枝點燃微弱的篝火，比倦意更強烈的寒冷又逼迫他們邁

著灌鉛的步伐用行軍來驅寒。汗水濕透了衣服，夜風像刀子

颳在臉上，趕不走的寒冷讓他們在黎明時分就提前悟到了太

陽的溫暖。他們忍受著空胃的蠕動，感到好像全身每一個地

方都餓，連天上的雲朵都使他們聯想到種種食品的形狀。後

來有人總結過與切同行的三個必要條件：能夠不知疲倦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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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絲毫不在乎外表和服裝，不為身無分文發愁。在這三個

條件之外，切還要經常忍受少年時就開始的哮喘病的折磨。

一個後來在玻利維亞叢林戰鬥的偉人，正孕育著自己的

雛形。

切與阿爾韋托下一站的目標是秘魯境內的印加古城庫斯

科和庫斯科附近的印加文明遺址馬丘皮克丘。切的祖國阿根

廷是拉丁美洲典型的以歐洲移民為主的國家，切的血管裡沒

有印第安人的血液。秘魯之行對於切的教育至關重要。

通往庫斯科的道路盤繞在白雪皚皚的群山間。切和阿爾

韋托與當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輛公共汽車行進在海拔四千多米

的高原雪山上，偶爾有幾隻美洲獨有的羊駝靜靜地望著來往

的汽車，此地高原僅有的植物 — 一種半球形的蘑菇輕輕地

隨風搖弋。在這樣的高度上載重行進，汽車經常出毛病，有

時司機會命令旅客在雪地裡步行。兩個阿根廷青年穿著羊毛

襪和皮靴仍然十趾僵硬，他們望著那些光著長滿老繭的雙腳

若無其事地踩雪前行的印第安人，不禁驚歎不已。

被當地人稱作帕恰媽媽（克丘亞語：大地母親）的頂

峰終於到了。汽車駛過一座奇怪的「金字塔」，那是用許多

形狀不一的石頭堆成的，頂端插著一個十字架。這時，一種

奇特的情景映入切的眼簾：幾乎每個印第安人經過那座奇怪

的建築前，都要啐一口吐沫，只有少數幾個人劃十字。切趕

緊打聽，但回答他的是徹底的沉默。下山的路上，天下起了

小雨，司機招呼兩個「阿根廷大夫」進駕駛室避雨，同座的

是一位當地老師，混血人種。他們很快熟識起來。老師告訴

他們，目前這種教育是失敗的，它無法使印第安人恢復尊

嚴；在這種體制中，一個混血人接受教育、奮鬥終生的唯一

目的，是使血管裡的那滴白人血液發揮作用。交談中，切弄

清楚了他所目睹的「啐吐沫」的緣由：早在西班牙人到來之

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媽媽峰看作「大地母神」，每當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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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頂，他們都要丟下一塊象徵苦難的石頭，以換取來自母親

的安慰。為了泯滅印第安人的信仰，西班牙殖民者就在這石

頭堆成的「金字塔」頂端插上了他們的十字架。五百年後的

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步行，然而這裡的人們仍沒有完全

「歸順文明」。印第安人有嚼古柯葉的習慣，他們從車窗向

外啐嚼爛的古柯葉，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頭，認為苦難已

經粘在古柯葉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腳邊。

馬丘皮克丘終於到了。這是一座群峰之間的雄偉古城，

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當年印第安人如何將一塊塊鉅石運上

險峰。由於古城的隱秘，西班牙人在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期間

一直沒有發現它的存在。直到 1911 年，美國人賓厄姆（  
）被當地印第安人引導著發現了這個秘密，於是，

旅遊的喧囂打破了祭奠般的寧靜。切撫摸著一塊塊灰色的石

頭流連忘返。一年後，他曾又一次來到此地。他心中甚至萌

發過當一名印第安文明考古學者的念頭。雖然更宏偉的理想

取代了這個初衷，但馬丘皮克丘的啟示是深刻的。切發表過

一份題為《石頭之謎》的報道，文章中寫道：

輝煌的文明中有一片陰影。石頭古城的每一寸土

地都被清掃得沒有一根雜草，都被仔細研究過、描寫過

了⋯⋯一切能弄到的，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中，他們帶

著 200 箱文物凱旋回國⋯⋯今天我們在哪兒能欣賞到這座

印第安古城的珍寶呢？答案很明顯：在美國的博物館裡。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切大聲呼籲：「印第安美洲的公民

們，起來奪回過去吧！」

高原的積雪在心中還沒有融化，切和阿爾韋托又順著神

秘的亞馬遜河進入了熱帶林區，並在岸邊一所條件惡劣的麻

風病醫院進行了考察，參加了治療工作。除了治療，他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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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地與病人們交談，和他們一起踢球，鼓勵他們的信心。

這些不幸的人們對任何一點關懷都報以全心全意的感激，醜

陋變形的面目上閃爍著一片真情。切在日記裡寫道：

如果將來某天我們真地決定投身麻風病事業，我們

的動機一定來自於各地的病人對我們表現出的這種親切

感情。

在這些不尋常的日子裡，切還順流橫渡了一段四公里寬

的亞馬遜河。

離別的日子到了，窮苦的病友們湊了一筆錢贈送給兩

位年輕的流浪醫生，親手為他們紮了木筏，親自進行過「試

航」，並命名木筏為「馬姆博－探戈號」，探戈是阿根廷的

代表性舞蹈，馬姆博是秘魯民間舞蹈的名稱。更令人感動

的，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岸邊告別演出：一個拉手風琴的人右

手沒有指頭，用幾根木棍縛在手腕上來代替手指；唱歌的人

是一個瞎子⋯⋯

就這樣，他們撐著這隻麻風病人紮的木筏沿亞馬遜河來到

了哥倫比亞，最後終於到達了預定的終點站委內瑞拉。在即將

結束這段美洲長旅的尾聲裡，切與一個路遇的拉美青年進行了

一次難忘的交談，談話涉及了革命，革命的代價，革命的前途

⋯⋯在最後一篇旅途日記中，切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未來有一天，一種強大的主導精神把人類一刀

切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我將站在人民一邊。

切最後只剩下了一個美元，靠一個親戚幫忙，他搭乘

一架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往邁阿密運馬匹、途經加拉加斯的阿

根廷飛機返回祖國，結束了第三次美洲旅行。在追記的總結

中，切的感觸是真誠的：



107106

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

當再次踏上阿根廷土地時，寫上述筆記的那個人物

已經死去，「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至少內心不再是

那個過去的我了。我漫遊了我們的「大寫美洲」。經過

這段並無明確目的的旅行，我的變化之大是我自己沒有

料到的。

一年之後，大學生埃內斯托成了格瓦拉醫生，一條穩定

的中產階級生活之路展現在眼前。然而在這坦途的盡頭又出

現了那道永遠在召喚的神秘的地平線。

25 歲的切辭去了世界著名醫生領導的過敏實驗所的研究

工作，登上了開往玻利維亞的二等火車。火車啟動了，切忽

然向送行的親人們喊道：「一名美洲戰士上路了 —！」餘

音在耳邊縈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間隔了六年的

闊別。火車在 3000 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鐵路上緩慢前行，坐這

類火車的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印第安農民。這時的切已經更加

習慣了與底層人相處，分手時他提著大小 14 個包袱，那是一

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給他的禮物和食品。

玻利維亞這個被稱作「捧著金碗要飯」的昔日著名白銀

之鄉，如今是拉丁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立足近海拔四千

米的安第斯山城市拉巴斯，切遙望著環繞四周終年積雪的叢

山峻嶺，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伊利馬尼雪山戴著那頂受賜於大自然的雪亮光環，

以它無以倫比的美麗終日散發著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

暮靄中，這座孤獨的山峰顯得格外莊嚴、雄偉⋯⋯我想

起一位當地教師曾氣憤地說：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說過：

「這裡是世界上唯一的、對動物比對人還好的地方。」

我沒有證實過這一點，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

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玻利維亞，切觀察了一個正經歷一場民主改革的動盪



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

107106

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

國度。人民渴望著真正的變革，而人民的利益並不是官僚們

的興趣所在。切與一位阿根廷名人前去拜訪農業部長，在入

口處，他驚愕地觀看著門衛如何用噴霧器往前來上訪的農民

代表身上噴灑「滴滴涕」消毒。這種損傷底層人自尊的行為

深深刺痛了切的心靈。但那時他並不知道，13 年後，這個赤

貧的國家將成為他的第二個戰場和他為捍衛窮人的尊嚴最終

獻身的地方。

切此行本來是要去委內瑞拉與已經在那裡行醫的好友阿

爾韋托會合，但是他在途中聽說，危地馬拉正在經歷一場激

烈的變革。於是，他改道向北，穿越了好幾個中美洲國家，

直奔危地馬拉而去。仍然是一路搭車、打工，急了甚至變

賣隨身帶的衣服。切的父親在他的中途站上匯來了旅費，但

被他送給了同行的古巴朋友，切還寫信給家裡表示反對他們

這樣做，他告訴父母：「我心中的座右銘是：行李少，能走

路，托缽僧的胃。」艱苦的旅行中，他還寫下了書稿《醫生

與環境》，用自己的實踐經驗和體會說明醫務工作與從醫地

區地理、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種種關係。

危地馬拉的經歷對切一生的轉變舉足輕重。被稱作「綠

色魔鬼」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一直壓榨、欺辱著這個中美

洲的香蕉之國。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阿本斯總統領導了一

場20世紀拉丁美洲最悲壯但也是非常溫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切給家人寫信說：「如果我是阿本斯，我會在五分鐘之

內關閉了聯合果品公司，它在這裡的存在是拉丁美洲人的恥

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了反對變革的政變。切在危地馬

拉的日子裡親眼目睹了人民滿懷希望的面龐，親眼目睹了美

國的軍用飛機如何對貧民區狂轟亂炸。切正式報名當上了中

美洲左翼青年支隊的醫生，加入了危地馬拉人民的反帝鬥

爭。直至革命被鎮壓後的日子裡，人們還在傳說，抵抗運動

中，有一名瘋狂的阿根廷小夥子寧死不願放棄戰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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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給家人的信裡卻流露出一種黑色幽默：「我很不好意思告

訴你們，這些天裡，我像一個猴子一樣，上竄下跳⋯⋯」。

切渴望真正的投入，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這樣的時刻就要到了。切從危地馬拉流亡到墨西哥，在

那裡遇到了古巴起義軍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整裝待

發的「格拉瑪號」遊艇。

如果說五個世紀以前，西班牙殖民者曾被黃金和幻想

吸引，從北到南對美洲大陸進行了不無英勇的地理勘探；那

麼，切．格瓦拉的行程不僅路線倒行逆駛，而且行程的意義

也與殖民主義者背道而馳。切從南到北發現了一個真實的美

洲，一個在新殖民主義的欺辱下嚮往尊嚴的美洲。後來，切

又從革命後的古巴走到了非洲，走向了世界；當切再回到美

洲的玻利維亞時，這個貧窮的安第斯山國家在他的心中已經

產生了世界意義。

切．格瓦拉犧牲後的 30 年裡，伊格拉 — 這個切當年

蒙難的貧窮小山村從來沒有被真誠的人們忘卻：在他的祭日

裡，人們不難看見一束無名人獻上的鮮花，或一支忽明忽暗

的守夜的蠟燭。如今，這片「大谷地」（ ）的面

貌並沒有很大改觀，但這裡的一條主要大道已經根據當地人

的願望被稱作「切．格瓦拉大道」。1997 年是切．格瓦拉犧

牲的第 30 個年頭，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古巴舉行的悼念活

動中，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切的仰慕者、追隨者。當年切

走向美洲、走向世界時，並沒有想到，有一天，美洲和世界

會走向他。

本文曾發表於《人文地理》雜誌 1999 年創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