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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 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

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弱化并存ꎬ 远程式、 散点式、 移动式的数字劳动使得劳动和闲暇的

边界越来越模糊ꎬ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进一步加强ꎮ 资

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体现在劳资关系上ꎬ 它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一切力量从

外观上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ꎬ 网络数字平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ꎬ 数字经济

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ꎬ 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

距扩大ꎮ 新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历史样态之所以出现ꎬ 必定是因为它具有更强的资本增殖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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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界定了占有生产资料和分配劳动产品的方式ꎬ 它还是一种占有和利

用劳动时间的样式ꎮ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的特定样式ꎮ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和技术条件共同塑造了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ꎬ 而劳动过程也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设

定了限度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只从宏大叙述的角度来展现历史和社会的变迁ꎬ 同时也具有探究具

体劳动过程的微观向度ꎮ 关于机器与科学的应用发展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ꎬ 马克思作过两次

集中的论述: 一是在 «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当中ꎬ 二是在 «经济学手稿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 » [Ⅲ. 资本章] [结尾] 中的 “固定资本和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 部分ꎮ 前者侧重于论述科学的发展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ꎬ 后者侧重于阐释表现为

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劳动资料的发展ꎮ 在这两处探讨中ꎬ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

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ꎮ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在 １９７４ 年布雷弗曼出

版了 «劳动与垄断资本» 一书后得以复兴ꎮ 布雷弗曼认为ꎬ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ꎬ 劳

动的去技能化导致了劳动的退化ꎮ 布雷弗曼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ꎮ 布若威对该书的批

判集中在劳资关系中工人的 “主观性” 问题上ꎬ 他考察了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ꎮ 继布若威之

后ꎬ 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开始从对生产关系、 劳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认同、 主体性和组织

文化的研究等ꎬ 这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日渐偏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原初的发展方向ꎮ 在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ꎬ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始终体现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上ꎮ 我们有必要结合数

字经济的时代背景ꎬ 聚焦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上ꎬ 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轨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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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变革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为起点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Ｇ２０ 峰会上ꎬ ２０ 国集团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指示和

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

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ꎮ 生产要素的数字化ꎬ 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点ꎬ 网络载

体和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最主要的实施手段ꎮ “数字” 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作为数字技术ꎬ 包

括仍在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 信息技术ꎬ 比如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 增强现实

(ＡＲ) 和虚拟现实 (ＶＲ)、 无人机、 自动驾驶等ꎬ 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创造新的社会财富ꎬ
同时也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ꎻ 二是数字即数据ꎬ 特别是大数据ꎬ 既是新的生产

要素也是新的消费品ꎮ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ꎬ 数据能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ꎬ 也能提高其他生产

要素的质量ꎬ 更重要的是它将影响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ꎮ 作为消费品ꎬ 数字所包含的信息、 知识、
数字内容、 数字产品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市场ꎬ 也成为新的财富载体ꎮ

马克思曾指出: “生产方式的变革ꎬ 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ꎬ 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

为起点ꎮ”① 那么ꎬ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ꎬ 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什么为起点? 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有哪些新变化? 在这一劳动过程中ꎬ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又呈现何种新特点? 数字经济从根

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吗?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是否仍然具有现实阐释力?
迄今为止ꎬ 人类社会经历过四次大的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代表ꎬ

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的发明为代表ꎬ 第三次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ꎬ 第四次技术革命

以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代表ꎮ 前两次技术革命重在解放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ꎬ 后两次技术革命重

在解放劳动过程中人的脑力ꎮ 目前我们所处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在互联网普及的基础上打造数字经济

时代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ꎮ 生产力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系统ꎬ
主要体现在资本、 劳动和技术的组织方式中ꎻ 生产关系决定谁拥有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支配权ꎬ 主要

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ꎮ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ꎬ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同的剥削方式展开其

具体的运行过程ꎬ 通过整合多样化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来实现资本增殖、 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ꎮ
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体系的信息化和数字化ꎮ 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

力体系的三个要素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生产力体系的变革为起点、 以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为起点的ꎮ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可以被理解为两层含义: 一是数字本身成为劳

动资料ꎬ 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形态的劳动工具ꎻ 二是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ꎬ
如智能机器人对传统机械制造工具的替代等ꎮ 第一个层次是第二个层次的原因ꎬ 第二个层次是第一

个层次的结果ꎮ 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之后也带来了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ꎮ 在这一改造过程

中ꎬ 数字是劳动资料ꎬ 而传统的劳动资料则成为劳动对象ꎬ 智能机器人等便是劳动产品ꎮ 劳动资料

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ꎬ 是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的结果ꎮ 本文所说的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侧重于强调第一个层次上的内涵ꎮ 但是ꎬ 无论是数字本身作为劳动资料ꎬ 还是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

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ꎬ 均可看作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的具体表现ꎮ
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工业化初期的时代ꎬ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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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是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ꎬ 如钢铁、 煤炭和织布机等ꎬ 而是突出体现为非物质的、 数字

技术形态的劳动资料ꎮ 当前ꎬ 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 一体化程度更高ꎬ 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社会

的劳动资料体系发生变革ꎬ 数字技术的生产力将得到全面发挥ꎮ 在这场技术革命中ꎬ 新兴技术和各

领域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ꎬ 数字技术会带动很多行业如制造业、 金融

业、 服务业、 交通业、 医疗业等行业的大变革ꎮ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ꎬ 既是以往活劳动的成果ꎬ 也对

之后的活劳动提出了新要求ꎬ 影响了劳动过程中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具体结合方式ꎮ
马克思认为ꎬ 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看ꎬ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 有目的的活动或

劳动本身ꎬ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ꎮ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 用来把自己的活

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ꎮ 在劳动过程中ꎬ 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

了变化ꎮ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也导致了劳动对象的数字化ꎬ 两者是紧密联系的ꎮ 数字既可以充当劳动

资料ꎬ 又可以充当劳动对象ꎬ 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边界愈发模糊ꎮ 资本主义劳动过

程由两种关系交互作用形成: 一种是生产关系ꎬ 指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权力即以所有制为核

心的社会生产关系ꎻ 另一种是生产中的关系ꎬ 即反映在劳动、 资本和技术的具体组织方式中的人与

人的关系ꎮ 数字革命通过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ꎬ 正在改变着劳动者和资本生

产机构之间具体的互动与协作方式ꎮ

二、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点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旨在从资本权力运作的微观领域来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ꎮ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 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

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产生ꎬ 阐明了劳动过程的发展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ꎮ 以劳

动资料的数字化为显著特征的生产力体系ꎬ 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ꎬ
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二者相结合的载体———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中②ꎮ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ꎬ 使得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出现了有别于以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体样态的新特点ꎮ
１. 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弱化

从整个社会的劳动过程来看ꎬ 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体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ꎮ “云” “管” “端”
被标识为衡量数字设备竞争力的主要指标ꎮ “云” 是对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量和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

的评估ꎬ “管” 包括对出口带宽和连接速度的测量ꎬ “端” 指的是智能设备移动渗透率和可负担性的高

低③ꎮ 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体系成为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一般条件ꎮ
劳动资料原本只是劳动者延伸了的器官ꎬ 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ꎬ 因此ꎬ

掌握劳动资料的能力取决于单个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活劳动ꎮ 但是ꎬ 随着劳动资料数字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ꎬ 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似乎开始代替劳动过程中的单个劳动者而具有了自身的技能和力

量ꎬ 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ꎮ 从生产某一产品的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来看ꎬ 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相

比ꎬ 单个劳动者的活劳动似乎越来越微不足道了ꎮ 劳动者似乎只是被动地依循数字技术所预设的流

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程序化的操作ꎮ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 “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ꎮ”④ 在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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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劳动过程中ꎬ 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ꎮ 在这里ꎬ 物化劳动在劳动

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ꎮ 由于活劳动转变为物化劳动的附件ꎬ 转变为

运用劳动资料的手段ꎬ 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了ꎮ 此时ꎬ
劳动者的活劳动成为以物化劳动和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的劳动资料的 “助手”ꎮ 那么ꎬ “人的东西”
在哪里? 单个劳动者活劳动作用的弱化ꎬ 是社会总体劳动资料作用强化的产物ꎮ 而劳动资料的数字

化只是结果ꎬ 它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反映了社会总体活劳动所创造的巨大价值ꎮ 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进一步证实ꎬ 而不是否定ꎮ 劳动价值论并不能被所谓的 “信息价值论” “知识价值论”
或 “机器价值论” 所取代ꎮ

２. 劳动和闲暇的时空边界模糊ꎬ 资本逻辑被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

如果沿着布若威的思路来分析ꎬ 我们会发现ꎬ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ꎬ 劳动主体

的 “同意” 和 “反控制” 并行不悖地存在着ꎮ 企业与企业之间、 不同产业部门之间ꎬ 其使用的数字化

劳动资料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呈现更大的趋同性ꎮ 对趋同化的劳动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有助于加强

劳动者之间的彼此认同ꎬ 促进劳动者联合的进一步实现ꎬ 也有助于 “制造” 劳动主体对劳动过程和经

济体系的 “同意”①ꎮ 一般来说ꎬ 数字劳动并没有特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ꎮ 劳动在时间上是分散

的ꎬ 不仅可以是在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之外的空隙时间ꎬ 也可以是在周末或假日ꎻ 劳动在空间上也是

分散的ꎬ 它可以在私人住宅、 图书馆、 咖啡馆甚至是交通工具上等进行ꎮ 这使得劳动和闲暇的边界、
工作和生活的区分越来越模糊ꎬ 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挫折感也与日俱增ꎮ 不限时间和地点的数字

劳动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ꎬ 数字技术带来的 “自由” 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机制ꎬ 劳动者开始越来越

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 “反控制” 的抗议ꎬ 例如 ９９６ ＩＣＵ 活动ꎮ ９９６ ＩＣＵ 的项目在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

网站 Ｇｉｔｈｕｂ 上传开ꎬ 发起人呼吁程序员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 “９９６ 公司名单” 中ꎮ 作为开源代

码库以及版本控制系统ꎬ Ｇｉｔｈｕｂ 拥有超过 ９００ 万开发者用户ꎮ 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转移到云上ꎬ
Ｇｉｔｈｕｂ 已经成为管理软件开发以及发现已有代码的首选方法ꎬ 是程序员最常用的知名代码托管网站ꎮ
发起人将 ９９６ 工作制下最低 ７２ 个工时与 «劳动合同法» 等条文对比ꎬ 并呼吁 “程序员生命为重”ꎮ
９９６ ＩＣＵ 活动表面上是对超长劳动时间的抗议ꎬ 实质上反映出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变得模糊ꎮ 远程式、 散

点式、 移动式的数字劳动的增加使得劳动和闲暇的明显区别消失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数字网络平台是一种生产方式ꎬ 它影响了积累过程ꎬ 这个过程不仅建立在对知

识的开发上ꎬ 而且建立在从关系语言学到情感感觉学的整个人类能力的开发上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

度ꎬ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１９ ４ 亿ꎮ 根据脸书的年度报告ꎬ ２０１６ 年收入为 ２７６ ４ 亿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４％ꎮ 其中ꎬ 广告收入高达 ２６８ ９ 亿美元ꎬ 而且主要来自移动设备ꎮ 脸书利用无与伦

比的个人数据ꎬ 可以高度个性化地进行广告定位ꎬ 从而高效率实现广告投放ꎮ 有学者将脸书的盈利模

式分为七个步骤: 第一ꎬ 脸书的平台为其订阅用户提供大量的无成本技术功能ꎻ 第二ꎬ 用户向脸书提

供各种信息ꎻ 第三ꎬ 广告商可以根据实时拍卖机制从脸书购买广告位ꎻ 第四ꎬ 广告显示在发布商和开

发者的网站或应用上ꎻ 第五ꎬ 广告也显示在脸书平台上ꎻ 第六ꎬ 广告空间可以直接通过脸书广告管理

器购买ꎬ 也可以通过广告代理间接购买ꎻ 第七ꎬ 广告商、 发布商和开发商的费用或收入不依赖于广告

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购买ꎬ 而是取决于广告的用户点击次数②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ꎬ 用户点击网页的过程

成为帮助脸书实现盈利的劳动过程的一部分ꎮ 劳动过程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ꎬ 延伸到包括体力、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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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社会关系和想象力的整个人类的存在ꎮ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通过对不同的基础设施的联合、 通过把

资本逻辑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来生产剩余价值ꎮ
３.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数字革命正在改变个体劳动者和资本生产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方式ꎮ 数字技术使直接劳动在

量的方面降到了微不足道的比例ꎮ 对于许多供应信息商品的新型企业来说ꎬ 其产品的存储、 运输和

复制的边际劳动成本几乎为零ꎬ 不变资本则成为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ꎮ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

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日益明显ꎮ 由于劳动过程中生产方法的日益革新ꎬ 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

本所能支配的等量劳动力ꎬ 会在同一时间内使用价值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ꎬ 即价值量不断增加的

不变资本ꎮ 我们拿 １９９０ 年的底特律 (当时美国主要的传统产业中心) 和 ２０１４ 年的硅谷作一个比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 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 ３６０ 亿美元、 ２５００ 亿美元和

１２０ 万人ꎮ 相比之下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 １ ０９ 万亿美元ꎬ 其 ２４７０ 亿美元

的总收入与前者不分伯仲ꎬ 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 １ / １０ꎬ 只有 １３ ７ 万人①ꎮ 数字技术的创

新驱使企业用数字资本取代劳动力ꎬ 导致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ꎮ 而且ꎬ 以促进数字技术发展为目的

的投资增长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趋势②ꎮ 这些现象意味着单个劳动力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在增加ꎬ 资本

有机构成在提高ꎮ
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ꎬ 但是相较于以前ꎬ 数字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变少

了ꎮ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技术与就业项目评估显示ꎬ ２１ 世纪初出现在美国的新生行业只接纳了全部

就业人数的 ０ ５％ ꎬ 远远低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新生行业约 ８％和 ４ ５％的比例③ꎮ “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ꎬ 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ꎬ 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ꎬ 会相对减少ꎬ 这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ꎮ”④ 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相比ꎬ 这一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劳动过程中体现得更加突出ꎮ

三、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的新特点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体现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当中ꎬ 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

论最重要的分析角度ꎮ 与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ꎬ 资本

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经历着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 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水平

的斗争ꎬ 以及当前传统雇佣关系转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的演变过程ꎮ 只有以劳资关系为核心展开对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ꎬ 才能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真正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

道上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ꎮ
１. 劳动的一切力量从外观上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ꎬ 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

作用弱化并存ꎮ 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１３ 年ꎬ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欧元区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简称 ＩＣＴ) 资本系数均有大幅度的增加ꎮ 信息通信技术是既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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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产物ꎬ 反映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ꎮ 但是当它参与劳动过程中时ꎬ 却不是以活劳动的形

式呈现出来的ꎬ 而是表现为信息通信技术资本———即物化的固定资本———的形式ꎮ 这一现象反映了

劳动过程中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固定资本的力量ꎬ 反映出既往的活劳动

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ꎮ
马克思指出: “在机器体系中ꎬ 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

动的力量ꎬ 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ꎮ” 这里所说的 “对象化劳动”ꎬ 指的是

劳动者以往的活劳动所凝结成的对象化的劳动成果ꎮ 数字技术作为以往活劳动的成果ꎬ 与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ꎬ 便成为一种对象化劳动ꎮ 但是在劳动过程中ꎬ 数字技术却不再以劳动的形式呈

现出来ꎬ 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出现ꎮ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ꎬ 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ꎬ 就同劳动相对

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ꎬ 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ꎬ 更明确些说ꎬ 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ꎮ”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ꎬ 劳动过程就是借助于劳动工具将劳动者的劳动力运用到劳动对象身上ꎬ 对

劳动对象加以改造从而生产出劳动产品的过程ꎮ 在劳动过程中ꎬ 活劳动是价值增殖的来源ꎬ 增加了

的价值附着在劳动产品之上ꎮ 通过分析脸书的价值创造模型我们发现ꎬ 在这一劳动过程中ꎬ 劳动对

象是个人信息ꎬ 劳动资料是各种数字化程序软件等工具ꎬ 劳动产品是大数据ꎮ 技术人员的活劳动就

是将个人信息转化为大数据的劳动ꎬ 这一活劳动附着在大数据产品上ꎬ 成为脸书盈利的主要来源ꎮ
在脸书的价值创造模型中ꎬ 个人信息的输入和大数据的输出都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密不可分ꎮ 可是ꎬ
从表象上来看ꎬ 这一劳动过程中新加入的活劳动只是表现为按预设好的流程进行程序化操作ꎬ 数字

技术则作为固定资本融入劳动资料当中ꎮ
随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ꎬ 以往的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ꎬ 从而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表现出劳

动资料的属性ꎮ “资本把工资预付给工人ꎬ 工人用工资交换他的消费所必需的产品本人劳动和

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ꎬ 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中介和条件ꎬ 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

中介和条件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ꎬ 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

换ꎬ 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ꎮ” ②于是ꎬ 按照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划分的劳动资料和活劳动ꎬ
现在全部体现为资本的形式了ꎮ 这样ꎬ 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积累发展来说ꎬ 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生产力

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了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通常被归因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革

新ꎮ 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要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美国仍旧保持这一势头ꎬ 而且也将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扩展到更多的部门ꎬ 实现了由信

息通信技术驱动的服务产业如商业服务和贸易等部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③ꎮ 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 作

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是从何而来的? 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社会智力的积累ꎬ 才是数字化

的劳动资料的最终来源ꎮ 但是ꎬ 对于参与直接劳动过程的劳动者而言ꎬ 劳动资料表现为一种异己的

力量ꎮ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ꎬ 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ꎮ”④ 只要劳动资料变成了固定资

本ꎬ 就失去了原来的活劳动的形态ꎬ 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ꎬ 单个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

失ꎬ 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ꎬ 代表社会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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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ꎮ “于是ꎬ 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ꎮ”① 智力合并于资本变成

支配劳动的权力ꎬ 资本逻辑对劳动过程的主宰越来越体现为资本对一切形式的劳动成果的占有ꎬ 体

现为将劳动的一切力量都从外观上表现为资本的力量ꎮ
２. 网络数字平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

雇佣劳动者为了适应数字化劳动资料的要求ꎬ 在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方面日益趋同化ꎬ 再加上

发达的网络和通信技术ꎬ 这些都使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联合在手段上变得更为丰富和便捷ꎮ 但是ꎬ
越来越多的远程式、 散点式、 移动式的数字劳动使劳动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减少ꎬ 也使得劳动者长

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ꎮ 因此ꎬ 劳动联合的手段虽然日益便捷ꎬ 但其人文关系却日益松散ꎮ
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 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数字资源、 满足经济活动的多样化需求ꎬ
劳动资料数字化带来了众多新型的经济形态ꎬ 优化了连接供需两端的资源配置方式ꎮ 分享经济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ꎬ 也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ꎮ 在智能手机上就可以轻松地使用数字平台将人员、 资产

和数据汇集在一起ꎬ 创造出全新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方式ꎮ 这降低了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门槛ꎬ 也

改变了个人环境和职业环境ꎮ 聚集于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不同于工业化时代中的劳动者ꎬ 他们各自

处于分散的工作地点ꎬ 不用经常见面ꎮ 他们虽然也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流ꎬ 但是这种交流方式与

长期处于同一工作地点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相比ꎬ 其人文关系紧密度是大幅度降低的ꎮ
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规定性的说明我们知道ꎬ 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

属性ꎬ 这使得流动资本中劳动力价值上的差异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劳动者内部的分化ꎮ 网络数

字平台的兴起带来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ꎬ 这虽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ꎬ 但也使得大量劳动者

的就业身份变得不明确ꎬ 其权利保障日渐式微ꎮ 有学者在摩根大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和自己调查估

算的数据的基础上指出ꎬ １２ 个月内退出平台的参与者百分比中位数高达 ５０％ ꎬ 这充分表明了人力云

平台上劳动力的流动性极大②ꎮ 数字革命为劳动力流动带来了新机遇ꎬ 弥补了实体 “移动” 的不足ꎮ
物理、 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会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ꎬ 有助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ꎬ 对劳动

力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所谓的 “平台资本主义” 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剥削模式ꎮ 平台的参与率和技术的有效性、 后果预期

和对平台供应商的信心紧密相关ꎮ 平台供应商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一样扮演雇主的角色ꎬ 但其

实质仍是资本所有者ꎬ 这意味着传统的雇佣关系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的转向ꎮ 这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ꎬ 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③ꎮ 人力云平

台上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流动性极大的自由职业者ꎬ 从目前来看ꎬ 平台供应商无须为他们支付最低工资、
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ꎮ 以网络数字平台供应商的形式出现的资本ꎬ 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挖掘劳动者的最

大价值ꎬ 资本增殖的逻辑始终主导着一切ꎮ 在对相关平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ꎬ 有学者对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平台三个月的滚动月均收益进行的统计显示ꎬ 平台月均收益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④ꎮ

３.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

首先ꎬ 数字经济通过致力于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和谐ꎬ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生产过剩的趋势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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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缓和了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冲突ꎮ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ꎬ 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呢? 这个问题的焦点就

在于: 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 资本在生产中实现的

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 马克思指出ꎬ 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生产的限制ꎬ 这些限制

包括: “ (１) 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ꎻ (２)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

界限ꎻ (３) 货币是生产的界限ꎻ (４) 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ꎮ”① 当资本忘记这些限制

或者不顾这些限制时ꎬ 就会产生生产过剩ꎬ 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ꎮ
传统制造业以电力为主要能源ꎬ 以自动化设备的流水线生产为主要特征ꎬ 以自身的产能为出发

点ꎬ 容易造成对消费者需求的忽视ꎬ 从而导致生产过剩ꎮ 过去在大部分企业内部ꎬ 企业资源计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简称 ＥＲＰ) 与制造执行系统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简称

ＭＥＳ) 都是两套系统ꎬ 各自为政ꎮ 产能情况、 订单进度和生产库存对企业资源计划来说只是 “黑箱

作业”ꎮ 数字技术使企业内部实现了企业资源计划、 制造执行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简称 ＣＲＭ) 的集成协同ꎬ 并与电商大数据相对接ꎬ 包括实时订单数据和需求

预测数据等ꎮ 当产业链所有系统都全面集成之后ꎬ 一条连接市场最终客户、 制造业内部各部门、 上

下游各方的实时协同供应链就形成了ꎬ 就可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ꎮ 数字技术使得设备之间、
工序之间ꎬ 甚至工厂之间、 市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网轻而易举ꎬ 市场需求、 生产、 物流数据可以非常

便捷地在市场主体之间流动ꎮ 这使得制造业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ꎬ 而是以用户端价值

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ꎬ 改变了以往的工业价值链从生产端向消费端、 上游向下游推动的模式ꎬ
从客户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ꎬ 并以此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目标ꎬ 使整个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ꎮ
“数字制造” 以用户端价值即交换价值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ꎬ 将企业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交换价

值统一起来ꎮ 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确保劳动过程直接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ꎬ 有助于剩余价值的顺利

实现ꎬ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生产过剩的趋势ꎮ 传统制造的目的是提高产能ꎬ “数字制造” 则致力于

实现 “产消和谐”ꎮ “产消和谐” 的实现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ꎬ 企业生产经营效益能增进劳资双方的

共同利益ꎬ 使得资本利润和劳动者工资都有所提高ꎬ 从而有助于缓和劳动过程中劳资之间的冲突ꎮ
其次ꎬ 数字经济通过加强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合作与劳动协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ꎮ 数

字经济时代较为普遍的组织形式是 “云端制”ꎬ 即 “大平台＋小前端” 的形式ꎮ “大平台＋小前端” 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商业组织的 “原型结构”ꎬ 如苹果平台 (海量 ＡＰＰ＋海量用户)、 谷歌平台 (海量网

站和广告主＋海量用户)、 优步平台 (海量司机＋海量乘客) 等ꎮ 在单个企业内部也是如此ꎬ 企业平

台化、 员工创客化、 用户个性化的要求使得小微公司成为大型企业的基本单元ꎮ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倒逼商业组织向着 “大平台＋小前端” 的方向演化ꎮ 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小的自主型前端ꎬ 在被赋

予自主权的同时ꎬ 也承担全部或部分盈亏ꎮ 大规模支撑平台建立标准且简洁易用的界面ꎬ 使每个职

能模块化ꎬ 形成资源池ꎬ 便于资源共享ꎮ 就目前而言ꎬ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带来了社会化、 规

模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ꎬ 这一体系所带来的专业化效率ꎬ 全面突破了工业时代的限制ꎮ “巨平台＋海
量小前端” 则成为这一新型分工形态的全新载体与重要依托ꎮ 这种社会化、 规模化的分工与协作体

系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ꎬ 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较强的将劳资矛盾整合

为劳资双方进行合作的能力ꎮ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减少各种文案工作并提升工作效率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ꎬ 通过企业资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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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协调不同生产单位的活动也使得管理层级日益扁平化ꎮ 马克思曾指出: “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ꎬ
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ꎮ”①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进一步加强了劳动

过程中的劳动协作ꎬ 横跨多个领域的数字技术要求将多种技能的工人组成协作团队ꎬ 扁平化的管理

层级通过改善工人协作团队的活动ꎬ 促进了工艺过程的持续改进和创新ꎬ 实现了产品质量的提高ꎮ
这也改善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ꎬ 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和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ꎮ

４.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ꎬ 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差距

扩大ꎬ 给资本主义社会内生的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有学者在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和

个人计算的基础上ꎬ 用五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 １９５０ 年以来美国的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

行了统计ꎮ
尽管每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呈现出细微的差别ꎬ 但总体上均显示最近 ２０ 年来美国的劳动收入比重

经历了显著的下降ꎮ 这份报告列出了导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四个主要因素: 一是企业市场力

量的扩张ꎬ 二是工人市场力量的下降ꎬ 三是技术投资的快速增长ꎬ 四是生产过程中技术的广泛使用ꎮ
后两个因素是导致前两个因素的重要原因②ꎮ 还有学者运用六种不同的模型对 １５１ 个经济体进行分

析之后得出结论: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 １５１ 个经济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ꎬ 特别是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愈益明显③ꎮ 与此同时ꎬ 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收益份额却在不断上升ꎮ
技术部门在标普 ５００ 指数股息总额中的占比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 ６％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④ꎮ 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和劳动过程数字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数字资本和智力的提供者———投资人和创新者ꎮ
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不仅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ꎬ 而且由于它造成了从事复

杂技术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分化ꎬ 也导致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和资本主义

社会阶级格局的变动ꎮ 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使得旨在产出创新型智力成果的劳动生产的不确

定性增加ꎬ 效率导向使得劳动投入的回报面临更大的风险ꎮ 对劳动创新性的要求在提高ꎬ 劳动者之

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ꎮ 这会使得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渐分化为低技能的低薪工作和高技能的高薪工作ꎮ
这也导致很多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ꎬ 预计自己一生的实际收入不会有起色ꎬ 而且

对他们子女未来的生活也忧心忡忡ꎮ 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ꎬ 所造成的

长期效果可能是逐渐破坏劳动者的集体力量ꎮ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这一变化ꎬ 对拥有高技能、 具有

创新性、 掌握了核心数字技术的智力劳动者群体具有吸引力ꎬ 从而阻碍了全部劳动者形成一个统一

的集体ꎬ 这也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产生了影响ꎮ

四、 结　 语

马克思指出: “劳动过程ꎬ 就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 抽象的要素来说ꎬ 是制造使用价值

的有目的的活动ꎬ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ꎬ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ꎬ

４４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５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４３ 页ꎮ
Ｄｒａｇｏ Ｂｅｒｇｈｏｌｔꎬ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ｕｒｌａｎｅｔｔｏ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ò Ｍａｆｆｅｉ Ｆａｃｃｉｏｌｉ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Ｉｓｓｕｅ １８ꎬ ２０１９.
Ｍａｒｔａ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ｏꎬ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９２０ꎬ Ｔｏｋｙｏ: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ｒｒｉｅ Ｄｒｉｅｂｕｓ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ｕａｎｇꎬ “Ｔｅｃ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Ｎｅｗ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ꎬ ２０１６.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ꎬ 因此ꎬ 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ꎬ 倒不如说ꎬ 它为人类生

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ꎮ” 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用以消费他购买

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ꎬ 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 (包括劳动力商品) 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ꎬ 更是作为资

本的物化劳动通过对活劳动的统治来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ꎮ 劳动过程的内部分工以及体现在劳动过

程中的技术变化ꎬ 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ꎮ “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

式ꎬ 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ꎮ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

会被抛弃ꎬ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ꎮ”②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某一具体历史样态的出现ꎬ 必定是因为它

比其他形式具有更高的资本增殖能力ꎮ 但是ꎬ “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ꎬ 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

种形式的缺点ꎬ 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③ꎮ 在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劳动资料数字

化的背后ꎬ 掩盖的是新的生产条件和组织形式下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本质ꎬ 掩盖的是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根本上的对抗性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ꎬ 只是量变ꎬ 不是质变: 变的是

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技术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等具体手段ꎬ 不变的是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实质ꎮ
时至今日ꎬ 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来看ꎬ 资本的新样态———数字资本已经出现ꎮ 虽然作为生产

要素的资本的具体运行形式发生过也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ꎬ 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ꎬ 作为社会关

系的资本的本质并未改变ꎬ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ꎮ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的理论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阐释力ꎮ 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 技术与劳动资料发展的

关系、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活劳动和固定资本 (对象化劳动) 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ꎬ 对于研究数字

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资本不是

物ꎬ 而是一定的、 社会的、 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ꎬ 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ꎬ 并赋予这个

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ꎮ”④ 同时ꎬ 我们也应看到ꎬ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具体样态在不断变化ꎬ 其

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ꎬ 劳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ꎮ 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运行样态和发展进程、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ꎬ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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