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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智能化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应用ꎬ 颠覆了车间内部的分工协作方式ꎬ
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ꎮ 但是ꎬ 这种改变只是一种形式变化ꎬ 就本质而言ꎬ 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化ꎮ 智能化生产方式在为资本提供了更有效的剥削手段的同时ꎬ 也不

断侵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价值生产体系ꎬ 资本不得不将社会生产限制在其有限基础上ꎬ
反过来制约了智能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ꎮ 智能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意味着新技术革命无法解

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ꎬ 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解放ꎮ 智能化技术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体系中得到充分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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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 自动机器人、 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昭示着工业制造

领域迎来重大变革ꎮ 关于智能化生产技术所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引发了广泛争论ꎬ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智能化技术不仅避免了生产过程中的浪费ꎬ 使整个生产流程

更加准确、 高效ꎬ 甚至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的方式改变传统的雇佣关系ꎬ 将工人从单调、 程序化的工作

中解放出来ꎬ 专注于创新性的工作①ꎮ 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ꎬ 智能化技术虽然提高了资本的利润

率ꎬ 却是以对全球数字劳工的过度剥削为代价的ꎮ 这些数字劳工既包括高收入和高压力的所谓贵族

知识工作者ꎬ 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人ꎬ 以及社交媒体用户所构成的免费数字劳动者②ꎮ
正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本身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ꎬ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ꎬ 智能化技术是否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能仅仅停留在智能化技术所带

来的新型劳动形式上ꎬ 还需要回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分析ꎮ

一、 智能化技术及其对劳动过程的重塑

随着各种智能传感技术、 数据通信技术、 超强数据处理算法等智能化技术体系的成熟及其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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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的运用ꎬ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协作方式相较于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ꎮ
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机器体系摧毁了传统生产车间内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线生产的生产组织方式ꎬ
通过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 “虚拟车间” 主导新的劳动组织方式ꎬ 使得大规模多样化生产成为可能ꎮ

１. 从机器化生产到智能化生产: 大规模多样化生产的实现

基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协作的具体方式ꎬ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方式经历了简单

机器、 机械化生产线、 自动化机器体系等三个阶段ꎮ 第一个阶段是基于工具机形式的简单机器的生

产组织方式ꎮ 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之间的简单协作和基于分工的专业化协作方式ꎬ 基于简单

机器的生产方式摧毁了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工序分解进行分工协作的手工劳动基础ꎬ 要求工人根据

机器生产的需要进行协作ꎮ 机器的产生和对机器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ꎬ 曾经用手

工生产的机器需要机器自身来生产ꎬ 产生新的机器生产部门ꎮ
第二个阶段是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ꎬ 以流水线生产车间为典型代表ꎮ 流水线生产

车间的分工协作方式沿着两条线路进行ꎮ 一条是以同一生产线上的协作为出发点ꎬ 专用机床按工序

连接起来ꎬ 传送带把零件持续、 有规律地传送到装配工人面前ꎬ 工人重复、 连续地完成简单、 单一

的操作ꎻ 另外一条是以车间内不同种工作的结合为出发点ꎬ 设计生产设备的工人、 结合零部件和安

排工人任务的工艺工人、 负责汽车总体和工程设计的工人等共同负责技术改进和产品设计ꎮ 然而ꎬ
机械化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个多样化与批量化生产无法同时实现的核心矛盾ꎬ 即如何在使设备自动

运行的同时ꎬ 能够满足生产所需要的灵活性ꎮ 例如在金属切削业中ꎬ 由于特种设备不够灵活ꎬ 重装

模具的成本高昂ꎬ 需求量较小因而需要小批量生产的关键工具ꎬ 其制造、 设计、 装置、 维修仍然依

赖于工具制造工和各类机械工的技艺和创造性①ꎮ
这一矛盾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式ꎮ 一种是将通用工人转变为技能工人ꎬ 即由多个多技能工人构

成的团队共同负责多样化产品的生产ꎮ 例如在汽车生产车间内ꎬ 多个技能工人共同负责换模、 组装、
工具的小修、 质量检查作业ꎬ 每一个工人不局限于单项操作ꎬ 同时负责多项任务②ꎬ 这在 ２０ 世纪中

后期的日本十分典型ꎮ 然而在许多资本家看来ꎬ 它虽然以较低成本实现了产品多样化ꎬ 但这种依赖

工人技能的组织方式本身就是缺陷ꎬ 因而没有得到广泛普及ꎮ 另一种解决方式是通过智能化技术将

通用设备改造成特种设备ꎬ 相应地形成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ꎮ
在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到智能化生产的第三阶段之间ꎬ 还有一个过渡阶段ꎬ 即以半智

能自动化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ꎮ 所谓半智能自动化机器ꎬ 指的是通过可编程序自动化技术ꎬ 或者

说通过一种储存在永久性介质中并用以控制机器的指令ꎬ 在不重新装模或重新改装机器本身的条件

下实现产品的多样化生产ꎮ 整个加工过程的控制系统所要求的计划功能 (计算与编程) 只能由计算

机完成ꎬ 代替了人工ꎻ 对抽象车间如何运转的技术知识以及规划车间的方法代替了生产本身所需要

的技术知识ꎻ 不需要很高技能的数控设备操控人员代替了车间的技术工人ꎮ 但是ꎬ 由于尚未实现完

全智能化ꎬ 半智能的自动化机器的车间仍然需要工人ꎮ 事实上ꎬ 越来越昂贵的机器设备要求更加高

效、 连续的生产ꎬ 不稳定的数控设备迫切需要足够的工人进行维护ꎮ 例如在金属切削业中ꎬ 数值控

制机床在正常条件下可以生产出完美的产品ꎬ 但是钻头、 立铣刀、 温度等任何一处发生变化都有可

能在几秒钟内使预期完美的部件成为废品ꎬ 在没有能够 “科学” 描述并预测刀具磨损、 各类材料可

加工性的技术时ꎬ 生产过程仍然需要操作工对操作工程进行细致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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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生产阶段中ꎬ 车间内部分工的萎缩促进了管理部门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发展ꎮ 不仅

与生产决策和判断相关的工作从车间中完全分离出来转移到管理层ꎬ 由管理人员、 工程师、 程序员

分工负责ꎬ 计算机和数控系统的生产部门得以快速发展起来ꎬ 而且生产部门从中心层的企业中分离

出来转移到多个专业化生产的外围企业组织中ꎬ 中小规模的企业迅速增加ꎮ
２. “无人工厂” 与 “虚拟车间” 的劳动过程

智能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无人车间成为可能ꎬ 直接生产产品的车间内部不再需要工人的直接

参与ꎮ 在智能自动化生产组织方式中ꎬ 机器化生产体系的通用装备可以不需要工人的协助ꎬ 通过信

息物理系统 (ＣＰＳ) 直接拥有特种设备的性能ꎬ 借助于物联网的各类传感器ꎬ 所有机器设备 “连
接” 在一起ꎮ 收集了机器体系海量数据的信息物理系统不仅能够再现机器内部的生产情况ꎬ 而且能

够对车间内部的生产数据进行加工分析ꎮ 信息物理系统可以被看作现实生产车间的 “副本”ꎬ 通过

对真实车间的智能化模拟ꎬ 借由多模人机接口ꎬ 工人可以 “进入” 信息物理系统而不必进入真正的

生产车间ꎬ 改造和控制生产过程ꎬ 实现小规模、 定制化产品的生产ꎮ
在半智能机器体系及非智能机器生产过程中ꎬ 虽然机械化、 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ꎬ 分工协作的

方式不断被改变ꎬ 但生产的流程仍然由人工设计ꎬ 基本没有脱离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操作的流程框

架ꎮ 然而ꎬ 在智能化的生产车间中ꎬ 经由信息物理系统对生产过程的模拟和优化分析ꎬ 生产流程不

再受曾经的技术知识积累和人体机能的限制ꎮ 通过建立流程模块和信息物理生产单位ꎬ 每种类型的

产品将有自己的流程模块和生产路径ꎬ 生产效率达到极致状态①ꎮ 如生产哈雷摩托车的数字化生产

线ꎬ 过去从下单之日到客户收货一般需要 ２１ 天ꎬ 现在只需要 ６ 个小时②ꎮ
但是ꎬ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ꎬ 智能化技术的使用绝对不意味着工人从劳动过程中被解放出来ꎮ

事实正与此相反ꎬ 除了少部分凭借核心、 关键技能而享有良好工资待遇的工人之外 (由于技术进步

速度的加快ꎬ 这部分工人的岗位也并不稳定ꎬ 为了保住自己的待遇往往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ꎬ
对于大部分工人而言ꎬ 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ꎬ 智能化生产是以部分工人失去工作的方式将工人从单调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ꎮ 对于工人来说ꎬ 比被剥削更悲惨的是失去被剥削的机会ꎬ 失去原有工作的工人不得不加入产业

后备军ꎬ 等待着新的被雇佣的机会ꎮ 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家压低在岗工人工资

的动力ꎬ 也增加了在岗工人的压力ꎬ 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ꎮ 而且ꎬ 智能化设备的广泛使用提

高了资本有机构成ꎬ 即使新产业的出现可以吸收部分劳动力ꎬ 但是被旧产业部门排斥的工人难以全

部被转移到新产业部门中ꎮ 无论是在转入新劳动部门的过渡期间ꎬ 还是长期停留在产业后备军中ꎬ
对于劳动工人而言ꎬ 都是境遇的恶化ꎮ

另一方面是因为ꎬ 智能化技术进一步加强了车间工人的 “去技能化”ꎮ 除了小部分参与智能化

技术开发的核心劳动者之外ꎬ 大部分劳动者在面对智能化技术的普遍应用时ꎬ 曾经关于流水线机床

生产和维护的知识不再必要ꎬ 他们只需要根据计算机、 智能设备 (如手机、 平板电脑) 等发送的命

令和分析结果进行简单操作ꎬ 成了生产过程的 “门外汉”ꎮ 因而ꎬ 对于完全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的劳

动过程而言ꎬ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得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资料使用工人ꎬ 而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

表现得更加赤裸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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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智能化技术对传统劳动分工的再生产

智能化技术并没有消除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劳动分工ꎬ 而是将原有的分工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再

生产出来ꎮ 首先ꎬ 车间内部被智能化生产技术消灭的、 致使工人在智力和身体畸形化的 “伺服” 劳

动ꎬ 在操作和管理信息物理系统的 “虚拟车间” 内逐渐得以巩固和发展ꎮ 所谓 “虚拟车间”ꎬ 是指

存储在 “云空间” 中作为 “副本” 操控实体车间的虚拟存在ꎮ
也就是说ꎬ 应用智能化技术的无人车间ꎬ 实际上是通过控制智能化生产车间的 “虚拟车间” 实

现的ꎮ 工人通过对 “虚拟车间” 的操控ꎬ 实现对实体车间的控制ꎮ 工人需要根据实体车间进行编程

以设计和规划相应的 “虚拟车间”ꎬ 并对 “虚拟车间” 的复杂数据进行解读ꎬ 在机器发生故障时能

够马上维修使之恢复正常ꎮ 与过去机械化生产过程的劳动分工类似ꎬ 在专门负责信息物理系统开发

和维护的企业内ꎬ “虚拟车间” 功能被分解ꎬ 工人被固定在几个或某个具体工作中①ꎮ
其次ꎬ 智能化生产技术对资本主义传统劳动分工方式的再生产ꎬ 还表现为智能化技术与传统劳

动方式的结合ꎮ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改造时所揭示的那

样———机器大工业摧毁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同时ꎬ 把手

工工场、 家庭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工厂的外部分支机构ꎬ 智能化机器体系的出现在摧毁机械化生

产线旧有分工协作方式的同时ꎬ 对机械化的生产车间、 手工劳动的工场甚至家庭劳动进行了重塑ꎬ
将它们变成了智能化资本的分支机构ꎮ

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过程是以智能化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长期并存为前提和结果的ꎮ 智能

化生产方式因传统技术无法满足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而产生ꎬ 促使智能化技术对生产车间进行改造ꎬ
消灭陈旧的劳动方式ꎬ 同时ꎬ 也通过智能化技术强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ꎮ 例如ꎬ 智能工厂所需要的

智能手机、 电脑等产品ꎬ 其基础组件需要大量的钴、 锡石等矿物质ꎬ 这些矿物质集中在第三世界的

欠发达国家ꎬ 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非洲国家ꎮ 讽刺的是ꎬ 在这些落后地区手工采矿业因智能化

装备的需求而发展起来ꎮ 手工业生产在智能化时代的发展ꎬ 意味着在落后、 甚至机械化生产还没有

普及的生产场所内的剥削更加残酷和无耻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智能化技术提高了充当最后雇佣者的中

心资本的有机构成ꎬ 为了确保高额的利润ꎬ 中心资本不断压迫依附于它的外围资本ꎬ 占有外围资本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ꎬ 使得外围资本不得不加强对劳动的 “吮吸”ꎻ 另一方面是因为落后国家的发展

不充分的资本尚没有培养出一支庞大的足以反抗资本力量的队伍ꎮ 非洲的许多国家虽然名义上独立ꎬ
但仍处于战乱中ꎬ 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山资本被叛军组织、 民兵组织等军事武装力量所持有ꎬ 资

本和劳动力群体都没有充分发展的环境和基础ꎮ 落后地区的资本面对彼此之间以及使用机械化或智

能化生产方式的同类资本进行竞争ꎬ 必然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榨取ꎮ

二、 智能化技术下的超级剥削体系

资本将生产过程看作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本质ꎬ 决定了资本对智能化技术的采用绝不是为了使

工人摆脱单调、 危险的工作ꎮ 恰恰相反ꎬ 新的生产分工起点仍然是雇佣最廉价的工人ꎬ 智能化设备

的使用或是为了监督工人工作ꎬ 或是为了满足上一层级资本对产品性能的特定需求ꎮ 因而ꎬ 资本主

义智能化生产过程不是对劳动者的解放ꎬ 而是对更广阔范围劳动力更严重的控制和剥削ꎮ 如大卫
哈维所言: “最初设想的一个能解放劳动者并生产公共品的开放协作生产体系却迅速蜕变成资本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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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予夺的超级剥削体系ꎮ”①

１. 强化的监督和控制

智能化技术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和控制ꎬ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ꎮ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ꎬ 资本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ꎬ 这意味着资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劳动

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它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水平ꎮ 在智能化技术出现之前ꎬ 车间内的监督

就一直存在ꎬ 主要由工头和管理者阶层负责ꎮ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和应用ꎬ 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

能力显著提高ꎮ 生物识别技术以及获得身体活动、 对外交流等信息的可穿戴技术等可以收集和分析

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状态ꎮ 声纳 (Ｓｏｎａｒ) 公司开发的网络卫士 (ＩｎｔｅｒＧｕａｒｄ) 可以记录和分析员工

的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 点击鼠标的频率、 打印活动等ꎬ 使用该设备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员工的绩

效进行分析、 比较ꎬ 对 “异常” 行为发出警告ꎮ 亚马逊 (Ａｍａｚｏｎ) 仓库为工人配备的装备可以记录

他们的运动路径、 与他人说话等行为ꎬ 并在工人工作速度达不到指标时发出警告ꎮ 在美国的许多公

司中ꎬ 使用用户行为监控 (ＵＡＭꎬ ｕｓ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技术监督工人劳动过程已经非常普遍ꎮ
据美国管理协会调查ꎬ ６６％的公司对员工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监控②ꎮ 用户行为监控行业已经成为

高速发展的朝阳产业ꎬ 有估计认为ꎬ 到 ２０２３ 年其市场值将从当前的 １１ 亿美元增长到 ３３ 亿美元③ꎮ
福柯在 «规训与惩罚» 中所担忧的 “监狱式规训” 正在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过程中变成现实④ꎮ

资本对劳动的监督、 控制不仅仅限于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ꎬ 这一过程在有些

情况下是与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共同发生的ꎬ 资本对工人劳动力的榨取达到了极致ꎮ 例如ꎬ 在一些

公司里ꎬ 年轻的农村工人、 妇女、 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构成了工厂车间内部劳动的主力ꎬ 劳动时间

的延长和劳动紧张程度的提高并行ꎮ 他们每天工作长达 １２ 小时ꎬ 实行两班倒ꎬ 每周工作 ６ 个工作

日ꎮ 与此同时ꎬ 在极严格的管理机制下ꎬ 工人不允许休息甚至讲话ꎬ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重复

的动作ꎮ 在不断改进工人与机械协作的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管理方式下ꎬ 生产指标持续飞涨ꎬ 不

断挑战工人生产能力的极限⑤ꎮ 在订单比较紧急时ꎬ 工人的睡眠时间也被占用ꎮ ２００７ 年苹果手机推

出新产品时临时更换了屏幕ꎬ 车间内 ８０００ 名工人在不到 ９６ 个小时内生产出了超过 １００００ 部手机⑥ꎮ
然而ꎬ 即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ꎬ 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比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稍高一点ꎮ

２. “新封建式” 雇佣方式

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和成熟催生了 “虚拟平台经济” 等新型商业模式ꎬ 传统的雇佣劳动日渐被孤

立和不稳定的自由职业所替代ꎬ 类似于前资本主义家庭包工制的 “封建式” 劳动形式越来越普遍ꎮ
这里的虚拟平台经济指ꎬ 通过提供智能化基础设施并制定规则ꎬ 以中介的形式将各种业务分包

给平台用户的运作模式ꎬ 既包括跨越地理空间的网络 “众包”ꎬ 也包括地域化的 “基于 ａｐｐ 的按需

劳动”⑦ꎮ 虚拟平台与传统的中介服务商的区别在于ꎬ 一是只拥有很少甚至没有生产资料ꎬ 它最重要的

资产就是数据分析和处理平台ꎻ 二是虚拟平台雇佣的工人基本局限于平台建设和维护ꎬ 不直接参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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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奥德斯特凡诺 (Ｖａｌ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 对两种形式做了明确区分ꎮ (Ｖａｌ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Ｊｕｓｔ－ｉｎ－

Ｔｉｍ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ｒｋꎬ Ｃｒｏｗｄ Ｗｏｒｋꎬ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ꎬ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
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７１ꎬ ２０１６. )



品和服务的提供ꎬ 实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劳动者是与虚拟平台具有合作关系的 “独立承包商”ꎻ 三是虚

拟平台按任务量对独立承包商进行支付ꎬ 无须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资、 福利保障、 技能培训等ꎮ 这种

商业模式与早期的包买商制度非常相似: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包买商提供原材料或者部分原材料给家庭

生产者ꎬ 按照事前商定的标准对家庭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按件计酬ꎬ 再将集中起来的商品销售出去ꎻ
智能化技术下的虚拟平台将任务信息发布给平台用户ꎬ 平台用户以自己拥有的劳动资料对外提供产品

和服务ꎬ 并获得计件收入ꎮ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包买商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提供了新的活力ꎬ 虽然没

有具体数据统计ꎬ 但从学者的相关调查来看ꎬ 虚拟平台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正变得越来越普及ꎬ ２０１５
年美国工人中以独立承包商形式劳动的人相较于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２９０ 万①ꎮ 尽管这种平台经济形式往往

被称为 “共享经济”ꎬ 但事实上ꎬ 这种形式的劳动者一般只能得到很少的收入ꎮ 多项调查表明ꎬ 虚

拟平台经济的劳动者往往劳动时间长于正式雇佣劳动者ꎬ 而收入却低于后者②ꎮ
另外ꎬ 智能化技术模糊了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ꎬ 在传统生产领域之外的消

费领域、 流通领域等出现了没有任何雇佣关系的数字受众劳动③ꎮ 随着智能化技术尤其是数据收集

和处理技术的发展、 成熟ꎬ 消费者在非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成为劳动对象的同时ꎬ 本身也成为生

产过程的重要部分④ꎮ 例如ꎬ 利用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１ 年开发的新应用ꎬ 广告商可以将普通用户

的一些消费、 娱乐活动等变成主页上的广告推送给这些用户的朋友ꎬ 使得用户成为他们所购买商品

或服务的代言人ꎮ 在脸书、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网络中ꎬ 消费者制作的视频在网上传播为这些网

络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ꎮ 一些学者用产销 ( ｐｒｏ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产用 ( ｐｒｏｄｕｓａｇｅ)、 共创 ( ｃｏ －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 用户参与 (ｕｓｅ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用户生产内容 (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同侪生产 ( ｐｅｅｒ－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等词语来描述智能化生产方式下生产者—雇佣者—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⑤ꎮ 尽管关于这种新

形式的 “受众劳动” 是否是一种参与生产、 被占有的劳动ꎬ 学术界有许多争论⑥ꎬ 但是ꎬ 这种争论

本身也说明社会生产过程已不再局限于生产车间内部ꎬ 消费者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变得

更加丰富ꎮ
此外ꎬ “新封建式” 雇佣方式还在现代家庭中复活ꎮ 这不仅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国家ꎬ 即使在最

发达国家最发达的地区———美国硅谷ꎬ 蚕食劳动能力、 危害身体健康的家庭作坊手工劳动也因为智

能化技术而得以再生ꎮ 例如ꎬ 在美国硅谷ꎬ 大量没有固定工作的西班牙裔、 亚洲裔从事收集印刷电

路板、 电线等按件计费的工作ꎮ 成年的移民和未成年的儿童在自己家里从事电子零部件制造ꎮ 这些

缺乏必要防护措施的生产活动产生了大量有毒的重金属ꎬ 污染水源、 大气和土壤ꎮ 有毒的工作环境

对低收入移民妇女的生殖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胎儿畸形、 不孕不育、 内分泌失调以及哮喘和肿瘤

的婴儿出生率急剧上升⑦ꎮ 与 １８ 世纪机器大工业时期一样ꎬ 家庭手工业再次成了大工业和智能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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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造成的 “过剩” 人口的最后避难所ꎮ
３. 隶属于核心资本的全球劳动力

区别于传统大规模生产方式为维持劳动过程的稳定性所建立的以长期雇佣为特征的劳资关系ꎬ
智能化技术的成熟使得资本可以通过灵活、 弹性的方式获得稳定的劳动力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智能化

技术使得资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等各种方式雇用非正式工人ꎬ 另一方面是因为可供资本利用的劳动

力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范围内ꎬ 而是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ꎮ 智能化技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沟通成

本、 面对面成本的下降ꎬ 更加便利、 迅捷的信息获取、 传输、 处理ꎬ 使得全球化程度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加速①ꎬ 全球经济关系更加密切ꎮ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充当最后雇佣者的核心资

本通过一条无形的线ꎬ 调动着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工人大军ꎮ 在这条无形的线上依附着规模不同、 国

籍不同、 但同样贪婪的资本ꎬ 他们在竞争中竭力以各种方式把发达国家的妇女、 非熟练工人等 “廉
价劳动力”ꎬ 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卷入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洪流中ꎮ 全球各地劳动力群体的集

中进一步强化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ꎬ 劳动工人的待遇更加恶化ꎮ
资本主义的智能化生产对劳动力最严重的剥削往往发生在因世界交往而不得不卷入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中的外围落后国家中ꎮ 因为在资本积累的目标驱使下ꎬ 劳动过程中技术的采用取决于新技术

能否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当资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无情地浪费劳动力时ꎬ 他们就不会采用智能化

设备这样的昂贵机器ꎮ 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ꎬ 在面对来自全球分工产业链

上游资本的压榨和同行竞争时ꎬ 往往采取最牺牲劳动力的方式ꎮ 例如ꎬ 在智能化设备产业链条最底

端的矿物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山ꎮ 为了挖掘这些矿物ꎬ 不仅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ꎬ 而且矿工的

必要劳动条件被剥夺ꎮ 工人只能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条件下、 在极小的甚至不能够站起来的洞

穴里ꎬ 用他们的手、 棍棒、 铲、 镐、 桶、 绳索等作为工具趴跪着挖掘矿藏ꎮ 然而ꎬ 即使在这样不健

康的条件下艰难工作ꎬ 工人得到的平均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ꎮ 刚果采矿工人平均每天

的工资为 １—３ 美元ꎬ ７５％的矿工的工资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ꎮ 在这些最不发达的地方ꎬ 工人

作为自由人ꎬ 能够占有自身劳动力的前提条件难以得到满足ꎬ 工人和资本家的契约也不再必要ꎮ 有

调查研究指出ꎬ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采矿区依然广泛存在着军队组织的强迫劳动、 债务奴役、 儿

童奴役②ꎮ
因而ꎬ 智能化技术的成熟使得以发达国家生产组织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更加的紧密和不平衡ꎮ

核心生产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基于不平等分工的 “不平等交换” 获得外围国家经济组织所生产的剩余

价值ꎬ 而且通过业务外包与外围国家经济组织建立低成本、 高弹性的合作关系ꎬ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供其剥削的劳动力大军ꎮ

三、 不可超越的极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智能化技术发展的限制

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对于提高各类经济组织之间的协调、 促进资本运动和社会再生产运行

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首先ꎬ 智能化生产技术的普遍应用ꎬ 不仅使得各生产组织内部生产的条理性和计

划性得到提高ꎬ 而且因社会分工而独立且多样化地发展起来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ꎮ 社

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经济组织间、 不同环节之间不再具有明确的界限ꎮ 随着生产部门内部智能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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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ꎬ 那些服务于商品生产的部门内部劳动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ꎬ 与生产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例如ꎬ 智能化生产车间必然要求智能化的原料供应方式ꎬ 这不仅需要原材料的采购订单是自动化生

成的ꎬ 原材料的运输过程也必须是可跟踪和可监测的ꎬ 从而使得物流领域必须进行智能化技术的革

命ꎮ 通过射频识别 (ＲＦＩＤ) 电子标签、 ＧＰＳ 技术、 微电子机械系统 (ＭＥＭＳ) 等信息传感技术对集

装箱的无线自动识别、 空间定位、 安全状态监测等ꎬ 实现整个物流过程中数据的自动采集和管理ꎮ
另外ꎬ 智能化技术在社会生产过程的普遍应用ꎬ 还使得生产与流通、 交换、 消费之间的联系得

到加强ꎬ 加速了资本周转速度ꎮ 例如智能化技术在非生产领域的开辟ꎬ 使得过去只能通过盲目、 被

动的方式营销的资本ꎬ 可以借助于数据抓取技术ꎬ 对谷歌、 ＹｏｕＴｕｂｅ、 推特等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平台

上的用户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ꎬ 精准地把握甚至预测具体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主动推销ꎮ 以美国的亚

马逊公司为例ꎬ 它的推荐系统取决于用户过去购买的产品、 虚拟购物车中的产品、 评价的内容和方

式ꎬ 以及其他拥有相似记录的顾客看过和购买的产品ꎮ 借助于智能化装备强大的数据运算能力ꎬ 亚

马逊公司可以为每位顾客打造不同的网页ꎮ
但是ꎬ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ꎬ 智能化技术因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而产生ꎬ 却也因为它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方式而不断加剧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ꎮ
１. 智能化技术与 “无价值” 生产

智能化技术对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对活劳动的替代ꎬ 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ꎬ 也因为不断缩减社

会劳动时间ꎬ 而逐步侵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ꎮ 资本主义经济以活劳动的耗费作为价值源泉及

其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ꎬ 以活劳动的不断节约从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生产不断进步的动力ꎮ
智能化技术越发展ꎬ 这种腐蚀性就越强ꎬ 直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形成威胁ꎮ “现今财富的基

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ꎬ 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ꎬ 显得太可怜了ꎮ 一旦

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ꎬ 劳动时间就不再是ꎬ 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ꎬ 因而交

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ꎮ”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价值关系和价值为基础的生产ꎬ 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范畴ꎬ 它

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根本特征ꎬ 即物质生产和价值生产是两个相对分离却又统一于同一劳动过

程中的两个过程ꎬ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动力推动价值生产ꎮ 在这个运动过程中ꎬ 一个关键的

因素是生产中存在着以免费方式进入劳动过程的 “无价值” 科学知识ꎮ 知识作为人类社会共有财

富ꎬ 是一种类似于空气的公共品ꎮ 它以两种相互渗透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②ꎮ 一种是通

过自然科学的技术应用ꎬ 使作为生产发展间接结果的科学本身成为 “直接的生产力”③ꎬ 也就是马克

思所说的 “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ꎬ 技术和科学知识以自然力的形式发挥作用ꎻ 第二种是劳

动科学或组织科学ꎬ 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分工形式的合作基础上产生ꎮ 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将两种方式

紧密结合在一起ꎬ 不断缩短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时间和活劳动量ꎬ 价值越来越不足以作为财富

的衡量标准ꎬ 资本主义生产丧失运动的动力ꎮ
对于资本而言ꎬ 智能化技术对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产生的 “无价值生产”ꎬ 意味着使剩余劳动

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越来越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ꎬ 资本必然采取限制措施ꎮ “资本想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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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ꎬ 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

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ꎮ”① 资本的限制既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ꎬ 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

制ꎬ 也来自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ꎬ 例如ꎬ 资本对劳动密集型生产领域的开辟ꎬ 以

压低劳动力价值减缓技术进步速度等延缓智能化技术在全部生产领域的应用ꎮ 从智能化技术进步的

角度看ꎬ 这些因素都内在地制约了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ꎮ
２. 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智能化社会生产的限制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智能化生产所要求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智能化技术在生产中的进

一步应用和发展ꎮ 如前文分析所说明的ꎬ 智能化技术不断打破不同生产步骤、 不同生产领域、 再生

产过程不同环节的界限ꎬ 内在地要求彻底颠覆传统的基于工序分工的协作方式ꎬ 要求所有的经济组

织相互间建立密切的联系ꎬ 要求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直接、 即时的联系ꎮ 基于智能化技术的 “虚拟

车间” 不仅能够对现实的生产过程进行模拟、 调整和操纵ꎬ 不断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ꎬ 而

且能够通过跨空间的数据传输、 处理、 利用ꎬ 将分立在不同地理空间、 不同生产部门的各类经济组

织联合起来ꎬ 社会生产过程真正地可以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大生产ꎮ 此外ꎬ 通过将生产、 消费、
流通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紧密地联系起来ꎬ 生产者可以及时获得消费者信息并据此迅速制

定和调整生产计划ꎬ 从而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ꎬ 极大加快社会再生产的运行速度ꎮ
然而ꎬ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ꎬ 各经济组织由不同所有者所拥有和控制ꎬ 制约了不同经济组

织之间的协作和共同生产ꎮ 私有制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一把双刃剑ꎬ 它一方面使得资本可以无偿获

得因协作而产生的免费生产力ꎬ 并当作资本的生产力进行占有ꎮ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ꎬ “工人作为社

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ꎬ 是资本的生产力”②ꎮ 在智能化大生产过程中ꎬ 被资本占用的免费社会劳动

力规模更加庞大ꎮ 不仅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和更广泛的产品领域被纳入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过程ꎬ 扩

大了社会化生产的范围ꎬ 而且ꎬ 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资本可以对自我学习的劳动进行更有力的掠夺ꎮ
另一方面ꎬ 私有制的限制使得任何个别资本都无法真正占有整个社会的生产力ꎮ 尽管信息技术

赋予了社会联合生产的可能ꎬ 但是各经济组织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ꎮ 在竞争压力下ꎬ 各经济组织根

据自身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制定各自的生产和销售计划ꎮ 而且ꎬ 资本通过产权保护、 信息垄断等形式

对知识进行私人占有ꎬ 限制了知识的持续积累和应用ꎮ 知识是一种使用价值累进的特殊物品ꎬ 它的

使用范围越广ꎬ 使用价值就越大ꎬ 越可能产生新的知识ꎮ 智能化技术本质上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积

累的知识的产物ꎮ 个别资本对先进的智能化技术的垄断ꎬ 必然限制智能化技术持续进步的速度ꎮ 有

调查表明ꎬ 知识产权的过度控制或者专利的过度使用会导致科学知识的使用不足③ꎬ 对知识产权的

过度保护会丧失开放的文化ꎬ 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④ꎮ
３. 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与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对于资本采取的将社会生产局限在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的一系列手段ꎬ 从整个社会

的角度来看ꎬ 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各类资源的严重浪费ꎮ 其中ꎬ 最突出的浪费是对劳动能力

的浪费ꎮ
一方面ꎬ 资本在利用智能化技术减少劳动时间的同时ꎬ 也在利用智能化技术延长劳动时间ꎮ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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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的延长ꎬ 既包括通过制造产业后备军ꎬ 从而增加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ꎬ 迫使工人以绝对和相

对的形式延长劳动时间ꎬ 付出更多的劳动ꎬ 也包括通过全球产业链的不断扩张ꎬ 在世界范围内将更

多的劳动力吸纳到资本全球积累体系中ꎬ 增加可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时间总量ꎮ 而这些劳动力及其所

付出的劳动时间ꎬ 本来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合理应用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ꎬ
将剩余劳动时间用于人类一般能力的发展ꎬ 从而更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智能化技术消

灭了生产车间内部使用局部工人的分工协作方式ꎬ 也同样消灭了工人可以养活自己的劳动机会ꎬ 大

量的无法得到使用的劳动力被抛弃在市场上无人 “消费”ꎻ 在那些局部使用智能化技术的机器工厂

中ꎬ 或者因为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而得以复现的手工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中ꎬ 劳动力更是受到了最大程

度的践踏和残害ꎮ 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更加尖锐: 资本越来越具有以极少的劳动耗费生产满

足人类多样化需求的产品的能力ꎬ 却因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ꎬ 从而也越来越具有生产更多过剩

劳动人口、 毁灭劳动力的能力ꎮ
另外一种浪费劳动力的形式是对劳动者创造潜力的压抑ꎮ 人类的想象力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ꎬ

马克思曾经指出ꎬ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ꎬ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

房以前ꎬ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ꎮ 人类的思想和改造世界的想象力不是在真空中产生

的ꎬ 而是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实践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占有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生产实践ꎬ 试

图将一切知识服务于资本积累ꎬ 不仅控制劳动过程ꎬ 而且要控制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ꎮ 在资本逻辑

下ꎬ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能够以更便捷、 更广泛的方式渗透、 入侵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ꎬ 文

化生产、 公共空间和创造力都被纳入资本积累体系②ꎮ
除了劳动能力的浪费ꎬ 还包括以过剩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源浪费ꎮ 数据资源的网络效应和智能化

设备的规模效应使得大型经济组织更容易控制数据的收集、 处理、 应用ꎬ 以及相关行业规则的制定ꎬ
从而导致越来越显著的资本集中和垄断ꎮ 当前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ꎬ 苹果、 亚马逊等都已经

形成了集云服务、 应用程序商店、 广告网络、 社交平台等业务于一体的生态系统ꎬ ２０１７ 年苹果公司

仅仅靠应用程序就获得了 １１５ 亿美元的收入ꎮ 为了长期稳定地获得剩余价值ꎬ 垄断资本还试图通过

金融市场投资中小创新型企业以主导和控制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ꎬ 从而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ꎮ 与

此同时ꎬ 为了加快资本周转ꎬ 尽快实现剩余价值ꎬ 垄断资本将大量资本投资在广告等非生产性领域ꎬ
引导和塑造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ꎬ 而不是将资本投资在社会所真正需要的生产领域ꎮ 例如ꎬ 数据频

谱是一种与无线网络带宽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ꎬ 频谱限制了带宽增长的程度ꎮ 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通过拍卖的方式将数据频谱的使用转变为私人财产ꎮ 由于数据频谱的使用都有指定的用途ꎬ 而且

频谱的使用需要大规模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ꎬ 这导致部分的频段存在严重拥挤的同时ꎬ 部分频段

出现空闲浪费③ꎮ 将频谱按需分配给网络用户的频谱动态管理使用不仅涉及频谱分配的技术ꎬ 也对

频谱资源的私人垄断提出了挑战④ꎮ

四、 新科技革命的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能经济

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大规模缩减劳动时间、 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可能ꎬ 但是ꎬ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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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蕴含着这一可能性的同时ꎬ 也因其内在矛盾阻碍这一可能性的实现ꎮ 新技术革命

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ꎬ 劳动者陷入更严重的剥削体系中ꎮ 那么ꎬ 在现实世界中ꎬ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ꎬ
使得智能化的技术服务于全社会的利益需求ꎬ 以此为技术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 健康发展呢?

这一可能性的实现关键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ꎬ 以社会发展的逻辑取代资本

积累的逻辑ꎬ 将智能化技术应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可以被看作将这一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努力尝试ꎮ 近年来ꎬ 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ꎬ
建设创新型国家ꎬ 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验的借鉴、 学习ꎬ 更是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超越资本

主义制度的局限性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ꎬ 将对人类生

产模式、 生活方式、 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ꎮ 公平和效率、 资本和劳动、 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

际社会的共同课题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一个社会即便认识到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超越发展阶段ꎬ 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中国ꎬ 仍然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ꎬ 这意味着中国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并以实现社会

主义智能化经济为目标的过程中ꎬ 必须处理好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目标和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

用的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以资本积累为目的ꎬ 社会主义国家的智

能化生产方式以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ꎬ 这就要求社会主

义国家要在全球化的资本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不仅要在基础研究、 重大技术研发等领域以 “举国

之力” 实现跨越发展ꎬ 而且要以智能化技术为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一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规

划引导工作ꎬ 提高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ꎬ 在鼓励智能化技术创新的同时ꎬ 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创新实践的方向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向智能化生产方式转变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ꎬ 工人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大的受影响者ꎬ 国家在培养满足智能化生产需求的多层次人

才的同时ꎬ 也要加强对被传统生产方式抛弃的劳动群体的培训和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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