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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認為，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是隨時間不

斷發展的一個過程。但是，這不過道出了階級是運動的、變化的這一事實，卻遠

沒有揭示這些運動和變化的本質，因而也就沒有真正揭示工人與其環境的關係。

本文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旨在揭示那些在湯普森看來形成英國工人階級

的政治的、法的傳統以及宗教的影響，只是以一種肯定的形式論證了工人階級狀

況的合理性，實際上推動了階級狀況向更深入發展；而那些過去的、傳統的習

慣，要麼只是人類意志的規律的表現，要麼依然是遮蔽支配關係的紗幕。要是期

望以此來促成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形成，無異於抱薪救火。

關鍵詞：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　工人階級形成　歷史現象　社會　共同體 

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

包含兩個大前提：一個是關於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歷史過程的判斷；另一

個是關於形成階級的人們的歷史性的判斷。前者是工人階級形成研究的總原

則，後者是理論論述的出發點。這一研究的歷史過程描述和歷史性基礎圍繞

工人所處的「真實的背景」展開。在「真實的背景」中，「工人階級的歷史」同「歷

史上的工人階級」統一起來，形成了湯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基本觀點。湯

普森認為基於歷史現象、歷史過程的判斷，工人階級的內涵是逐漸被創造出

來的，出現在自身的形成中；基於人們的歷史性的判斷，階級是現實的人的

關係，不是範疇，也不是結構。

這種處於創造過程中的、作為關係的工人階級，無法通過凝固的方式和

結構解剖的方式來考察，只能表現在現實的、歷史的「階級經歷」當中；而將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7年8月號　總第一六二期

＊	本文係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國企改制背景下的權力結構調整研究」

（批准號：13CZZ047）階段性成果。

湯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批判
——一項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

● 李錦峰

c162-201511034.indd   79 17年8月1日   下午4:22



80	 學術論文 這種歷史的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就形成「階級意識」。因此，關於工人

階級形成的考察也就是對歷史場景中的工人活動的描述，同時還要將這些工 

人本身的歷史內涵置於這種描述當中。在湯普森看來，這些歷史場景、歷史內 

涵，即潘恩（Thomas Paine）的傳統（理性主義基礎上的自由追求）、法律平等

的觀念、衞斯理宗（Methodism）的教義（人的日常工作和組織生活是神的事

業）、村莊的權利、行業的傳統等等，不但是英國工人活動的環境，同時也是

鑄就工人活動的前提。

但是，說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將階級看作是經歷時間、不斷發展的

過程，還只是道出了階級是運動的、變化的這一簡單事實，卻遠沒有揭示這

些運動和變化的本質，因而也就沒有真正揭示工人與其環境的關係。此外，

將工人階級的形成歸結為歷史過程的文化處理的結果，卻沒有對這些文化前

提進行批判，導致以合理化、抽象化的概括（規定世界的活動的理性表達）替

代了工人的階級狀況本身。本文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旨在揭示那些

在湯普森看來形成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的、法的傳統以及宗教的影響，只是

以一種肯定的形式論證了工人階級狀況的合理性，實際上推動了階級狀況向

更深入發展；而那些過去的、傳統的習慣，要麼只是人類意志的規律的表

現，要麼依然是遮蔽支配關係的紗幕。總之，它們都還無法形成否定工人階

級狀況的革命因素。

一　所謂「歷史」的階級的歷史性

湯普森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試圖擺脫認識論的考察方法，不是把階級看

做一種「結構」，一個「範疇」，也不是把階級看做具有某種先驗規定性的存

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

在自身的形成中。」1工人階級是一股無法切斷的歷史之流，企圖讓它在任何

一個特定的時刻靜止下來並分析它的結構，那是不可能的。在那裏，「他們

〔鼓吹大量概念的社會學家〕只能發現一群擁有不同職業、收入、地位等級的

人群，當然他們是對的，因為階級不是機器的這個部分或那個部分，而是機

器一旦開始後的運轉方式——不是這個利益或那個利益，而是利益之間的摩

擦——是運動本身、熱量和雷鳴般的噪音」2。

從這一起點出發，湯普森構建起他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在他不多的相

關理論論述中提到過這樣幾個要點：階級是生活在自己的生產關係中的男人

和女人的最終產物，這就是說：階級的形成既是被決定的過程，也是自我創

造的過程3。

前一部分指的是不以自身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工人的階級經歷， 

這些經歷是人們關於不同生產關係的經歷。他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 

係，或者在以後被迫進入4。後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伍德（Ellen M. Wood）在

對湯普森的理論梳理中也進行了類似的總結。她說：「湯普森實際上是指出，

階級所以產生或『發生』，是因為人們『處於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係中』，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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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享有一種共同的經歷，認識到他們一致的利益，並以『階級方式』來思考

和形成價值觀。」5

這就形成了後一部分，即階級意識，它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

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制度形式中」。「如果說經

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

的方式出現，但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6。這是因為：階級經歷是由客觀

的生產關係決定的，所以它是可以預先確定的；而階級意識是主觀的因素，

是工人對階級經歷的反應，因此，它是不確定的、不相同的。總之，階級意

識是對階級經歷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是處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環境當中，並以

一定的政治文化面貌出現。所以湯普森形成的概括性觀點是：階級既形成於

經濟中，也形成於文化中，但只有當工人具有了階級意識，才能說工人形成

一個階級。

湯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研究的起點無疑是依循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在對認

識論的批判當中不自覺地又回到了認識論的路向，從而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

基本精神。弄清楚湯普森的研究怎麼會出現這樣微妙的「誤差」，需要我們先

行解釋馬克思和湯普森反對認識論的基本立場，以及湯普森在不經意間研究

的倒退。當馬克思指出工人是一個階級的時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只是形成

階級的客觀條件，也不是說階級經歷和階級意識是由客觀到主觀的轉變過

程。這樣的唯物主義只是把人與自然界區別開來，把人當做唯靈論的存在。

誠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批判的那樣7：

唯物主義的本質不在於一切只是素材這一主張中，而是在於一種形而上

學的規定中，按照此規定講來一切存在者都顯現為勞動的材料。勞動的

新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的形而上學的本質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

已預先被思為無條件的製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過程，這就是通過作為主

觀性來體會的人來把現實的東西對象化的過程〔現實的生活是人的意識的

產物和發展過程〕。

雖然湯普森努力避免這種形而上學的研究陷阱，試圖表明階級形成與階

級意識的共在性，卻還是把意識從工人的具體生活中分離了出去。他指出：

我們不能將階級和階級意識區分為兩個實體，並認為一個緊接着另一個出

現。被決定的階級經歷和以意識的方式對這些經歷的「處理」二者必須被統合

起來。在工人同其他階級的鬥爭中，在一定時期裏，階級形成和階級意識 

趨向於一種結果敞開的相互關係的過程，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主要因素之

一8。但是，一個能動的階級意識，一個促使工人階級形成的主觀的文化因

素，它本身的性質是否經得起推敲？是否經過了批判？湯普森只是想當然地

將其規定為工人的自我意識，而沒有考慮它作為虛假的意識形態的可能。從

這個意義上說，湯普森只是堅持了一半的歷史唯物主義。

當然，人們可以反駁說，湯普森也許不是一個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

沒有完全從那個自我批判的運動的「歷史」出發，但他所說的工人階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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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還是依循唯物主義來研究歷史，是「物質本體論」在歷史研究中的貫徹。這樣

形成的歷史已經擺脫了觀念論的窠臼，不再是觀念設定自己和認識自己的過

程，而是物質實在自身的辯證運動。

但是，這樣的物質實在只是將諸事物作為知識的對象進行處理的結果，

它的運動只是物質形態演變的抽象的歷時性。一方面，這裏的基礎是抽象的

「物質實在」，是將各種事物統一起來的思維的規定性。馬克思批判說：「物性

因此對自我意識說來決不是甚麼獨立的、實質的東西，而只是純粹的創造物， 

是自我意識所設定的東西。」9因此，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同觀念論並沒有甚

麼本質差別。另一方面，物質形態演變的抽象的歷時性不過是把事物形態的

變化當做了「歷史」本身，也就是把度量變化的尺規固定為時間，把時間轉化

為對變化的度量工具。這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描述方式，而

不是自然本身的歷史。當湯普森說「階級本身並不是一個事物（thing），它是 

一個發生過程（happening）」bk，因此是一種「歷史現象」的時候，實際是將時

間的物理用法以階級形成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但正如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學者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說：「對馬克思來說，歷史肯定不是

理性的表現，而正是它的反面」bl，真實的自然界即歷史的自然界，是在人的

生命活動而不是認知活動中出現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作了這樣的解釋：「人們

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他東西。」bm

這就是說，活動着的人們需要基本的活動的物的條件（首先是生活資料，

其次是生產資料）。但這些活動的物的條件不只作為自然的饋贈和人們的活動

的前提（天然自然），還作為人們的活動的結果和生產的對象（人化自然）而存

在。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才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創造出「人的世界」，即

生產出自己的物質生活方式bn。以此來看，物質生產運動其實是整個社會世

界的來源，沒有物質生產運動就沒有社會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現

成地擺在那裏，而是由人們的勞動生產出來的。這些人、這些社會關係是甚

麼樣的，既和他們生產甚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所以說，沒有物

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就沒有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也就沒有人類的歷史。

馬克思對勞動的考察、對工人的考察，實際是對人的物質生活方式、人的 

社會關係的考察。因為物質生產具有根本的意義，是建立「人的世界」的基礎。

人們從事這些生產的勞動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將自身的勞動固定在某個

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過程。這些勞動生產的對象及其結果構成了勞動的產

品。由於工人一開始就是僱傭工人，從事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因此他們在勞

動過程開始以前就已被規定在資本的社會屬性當中。他們相互之間、同資本所

有者之間展現的並不是人的、倫理的屬性，而是資本的、物的屬性。活勞動

（人們創生世界的活動）由於被併入資本，從勞動過程一開始就作為屬於資本

的活動而出現，所以社會勞動的一切生產力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bo。

工人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不過是資本的

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工資的人格化）bp。所有人們的勞動只有作為社會的勞

動，即在社會裏和通過社會才能成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因為「孤立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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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它的物質條件是具備的）雖能創造使用價值，但它既不能創造財富，也

不能創造文化」bq。社會的勞動也就是人們以某種方式彼此為對方所作的勞

動，即僱傭勞動。在這種勞動當中，勞動的物的條件作為別人的財產、作為

資本的所有物同工人相對立；工人給予對象的生命（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

己的力量獨立於他們。因此，工人的勞動能力表現為絕對的貧困。勞動過程

開展得愈多，工人就愈喪失對象；勞動產品愈多，他們本身的東西就愈少br。

在這裏，「人手的產物」（勞動的產品）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係

並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物。這是「工人從屬於勞動產品，創造價值的力量

從屬於這個價值本身」bs，馬克思主義的鼻祖盧卡奇（Georg Lukács）稱之為「幽

靈般的對象性」bt，這種對象性掩蓋着勞動的本質，掩蓋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

所有痕迹。馬克思本人對此有詳細的解釋，他說ck：

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

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

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商品

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係，是同勞動的物理性質以

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係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

係，但它在人們面前採取了物與物的關係的虛幻形式。

這種人們的社會關係是勞動和物的條件主客觀倒置的結果，是物的屬性

變成人的屬性以及物的屬性人格化的表現。資本家是勞動的物的條件的人格

化，而工人是生產勞動的人格化。只不過工人在這裏一開始就站得比資本家

高，因為資本家的根就扎在這個異化過程中，並且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

自己的絕對滿足。但是工人作為這個過程的犧牲品卻從一開始就處於對立的

關係中，並且深受這種奴役過程的戕害。生產勞動對於工人是一種痛苦，是

一種消耗，而對於資本家則是創造財富和增大財富的實體。事實上，勞動本

身就是以這種實體的形式表現為在生產過程中被併入資本的要素，表現為資

本的活的可變因素cl。馬克思說：「人們購買它〔勞動〕是把它當做生產工具，

就像購買機器一樣。」cm

由此，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是與生活不同的、不受物質制約的某種特殊的

精神，而只是「我對我的環境的關係」cn。它實際也不是某種甚麼特殊的意識， 

而只是工人的自我意識，是被意識到了的工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只不過由於

這種自我意識是通過對商品的認識而達到的，商品的獨特性就規定了這種意

識必然是階級意識。這樣的階級意識並沒有外觀上的獨立性，並不能脫離工

人和工人的階級狀況而存在。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工人的階級意識

一開始反映的就是商品的社會屬性。那是工人之間的物質（感性）的聯繫，「這

種聯繫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的歷史和人的歷史一樣長久；這種聯

繫不斷採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現出『歷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還把人們聯

合起來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存在」co。湯普森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正是

陷入了這種馬克思所說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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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湯普森那裏，被看做階級形成真正基礎的那些東西，恰恰就是「政治的

或宗教的囈語」。他在著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曾經這樣說cp：

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

不是工廠制的自發產物，也不應當想像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

作用於某種難以形容的、混沌的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生產出一種「新

人類」。工業革命過程中變動着的生產關係和勞動條件並非施加在這種原

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上。這些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由

潘恩傳下或由衞斯理宗鑄成的。工廠工人或織襪工人也繼承着班揚 [John 

Bunyan]的傳統〔通過個人的努力獲得拯救〕，繼承着人們記憶中的村莊的

權利，繼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也繼承着行業的傳統。

湯普森理論的問題不在於它「具有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的傾向」cq，而在

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不是按照某種宗教的、哲學的理念，或者按照某種社會科

學的原則建立起來的cr。對這一問題，馬克思曾做過這樣的解釋：「一定的社

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相

聯。隨着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着生產方式即保證

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cs潘恩的傳

統、法律平等的觀念、衞斯理宗的教義都同樣是歷史的、生產關係的產物，

是在人們的勞動過程當中生產出來的。因此，也就注定了它們必將歷史地存

在着，並以一定的生產方式為基礎。它們既不是生產過程之外的獨立力量，

也不能確證為階級意識的表達。

誠如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指出的那樣，

工人階級研究需要「越過阻礙我們認識現實的幻想濃霧，最後到達唯一的出生

地：歷史，以便在歷史中終於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視下所達到的現實的和科

學的協調」ct。問題是，作為潘恩傳統基本論斷的「生而自由的英國人」並不是

歷史的英國人，英國人的歷史也不是「生而自由」的歷史。但是湯普森這樣論

述的時候，事實上就已經把政治的、法的關係當做不變規律、永恆原理、理

想範疇，並視它們先於人們的生活而存在；而且這些規律、原理、範疇被認

為自古以來就睡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的懷抱裏，「在這一切一成不變的、

停滯不動的永恆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

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dk。這樣一種講法只是把人類的理性從物

質生活中、從歷史中抽象和剝離出來的結果。

正如海涅（Heinrich Heine）指出，當人類的理性被置於上帝的位置，它也

就成了一種絕對的、不朽的力量。過去一切傳統和權威、一切堅固的東西都

被顛覆了，留下來的只是理性這個人類唯一的明燈。它砍下了自然神論的頭

顱，並讓現實世界圍繞着自身旋轉dl。人的自由和人的平等因而就建立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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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前提上：即理性被設想為具有解決一切問題之能力的絕對存在。正像黑

格爾（Georg W. F. Hegel）總結的那樣，「在這個新的時期〔黑格爾所說的思維

理智時期，這一時期的哲學從笛卡爾開始〕，哲學的原則是從自身出發的思

維，是內在性，這種內在性一般地表現在基督教裏，是新教的原則」，而笛卡

爾（René Descartes）命題表現的主體的理性，使得人們相信可以從自身內在推

出世界的真理dm。事實上，路德（Martin Luther）及以後的新教建立在同樣的基

礎上，它讓人們對上帝的信仰不再借助外部的權威，而僅僅依靠自己的良知

和自由的意志。

但是，理性是每一個生產自己物質生活資料的個人的理性，而不是脫離

人的、自我繁衍的抽象。它之所以得到張揚，不是起源於某些偉大人物的沉

思，也不是起源於某個世紀的思想的啟蒙；相反，後者倒是理性張揚在知識

上的確認，是它的理論上的表達。理性，以及理性所達到的真理（科學，包括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關於人與自然以及人的社會關係的學問）都是資本生產

需要的結果，都是人們對自然和社會進行控制和規範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自然科學會成為甚麼樣子呢？甚至這個『純

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

的和獲得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

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dn。

這就是說，工業和商業的進步要求普遍利用自然界和人的屬性來促進資

本的增殖。自然界是使用價值的能量寶庫，它的多樣化屬性的主要功用在於

滿足人們被生產出來的各種需要。工人的價值在於他們是活勞動的提供者，

而活勞動只有作為資本的使用價值才有意義。馬克思指出，工業和商業要成

為統治世界的力量，就「要使生產本身的每一個要素都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

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

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do。於是，人們的活動和

活動的條件在交換價值上被等同起來，不管它們採取怎樣的個人表現形式，

也不管它們的產品具有怎樣的特性，「活動和這種活動的產品都是交換價值，

即一切個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滅的一種一般的東西」dp。

政治的、社會的領域，甚至自然科學的領域並沒有表達甚麼與之不同的

東西，因為它本來就是物質生產方式的結果和確認。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認為，「像算術一樣，整個科學的思維借助某些測量，想

要得到相同」，「科學的等式是一些尺子，真正的客體之間的真正的關係要用

這些尺度來衡量」；只要科學還完全支配着社會現實，只要理性的原則還「從

完全分離的和自為地以理智的方式奮發向上的（隨意的）個人的天然條件出

發，進行部分地確定他們意志的理想的關係和結合」dq，純粹的法律科學（自

然法）就只能等同於幾何學，政治經濟學則同抽象的力學沒有甚麼差別。這就

是黑格爾哲學確認的社會現實——理性的原則通過科學的形式（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彰顯自己，並把人們的生活世界當做自己規範的客體dr。

因此，英國人生活中潘恩的傳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與工人階級

狀況的產生具有同樣的基礎，它們不可能促成工人革命的階級意識；相反，

它們倒是遮蔽階級狀況的迷霧，使對工人的剝削「以最舒服和最自由的方式 

c162-201511034.indd   85 17年8月1日   下午4:22



86	 學術論文 實現」ds，同時讓他們在物質利益和政治需求的滿足中失去對階級狀況的批判

立場dt。當人類的思維墮落為數學公式，它就宣判了世界是以其自身的尺度

存在的。作為主體理性的勝利所表現出來的，作為一切存在物對邏輯形式主

義的從屬所表現出來的，都不過是理性順從直接出現的事物的結果罷了ek。

正像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柯爾施（Karl Korsch）後來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

會是個整體，它包含經濟、政治、法律、藝術、宗教的各種表象，只不過這

些表象以一種觀念上顛倒的方式被當做了獨立自在的本質el。

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所謂的自由不過是資本實現自身增殖的條件：自由的

競爭是資本的自由運動，自由的勞動是資本佔有的自由選擇，自由的政治是資

本的自由統治（包括由誰統治和被誰統治的自由）。這些自由要成為實際的東

西，不能不通過資本的實際過程——這種過程表現為各資本以及其他一切由

資本決定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相互作用。人們在這個實際過程中的自由發

展是以資本的統治為前提的。馬克思因此說，「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

地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於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採

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本身而獨

立的物」em。這些巨大的「物的權力」屬於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屬於資本。

在這種社會狀況下，馬克思指出，無論資本家還是僱傭工人，他們都不

再是有個性的個人，因為他們的個性由非常具體的階級關係決定，受階級關

係制約en。不過，由於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所以他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

平等是資本積累的自由和平等，它們起源於資產階級要求廢除封建義務和貿

易限制所從事的鬥爭和取得的勝利。但是對工人來說，他們的自由不過是自

由地出賣自己勞動的自由。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說得非常

清楚，「這種自由的獲得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僱主對於工人的權力，促進了早期

資本主義企業的形成。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成依賴於擁有『正式自由』的工

資勞動者，使僱主可以根據公司的經濟狀況來僱佣或者解僱工人」eo。雖然某

個工人與某個資本家之間可以自由地建立或不建立生產關係，但工人總擺脫

不了被僱佣的命運。

同樣，發生在宗教裏的故事並不脫離物質生產的實踐，它只是關於資本

積累合理化的神聖表達。正像韋伯在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

分析的那樣：「基督新教徒，作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作為多數派和少數

派，都表現出一種發展經濟理性主義的特殊傾向，在天主教徒那裏看不到同

樣程度的傾向，不管他們處於統治還是被統治的地位，也不管他們是多數派

還是少數派。」ep這種經濟理性主義是基督徒勞動的圭臬，在證實自己是上帝

選民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來源於外在宗教權威被消滅之後個體內在的孤

獨和焦慮，以及人是實現上帝意志工具的信仰。實際上，新教反對天主教信

仰的形式化體系的鬥爭，導致的結果只是創造了另一套形式化的體系，而且

它具有更強的壓抑人、奴役人的性質。

因為，宗教改革使每個個人感到內心空前的孤獨，永恆的救贖自此不再

依賴於外部的任何力量。人們只能孤寂地一個人走下去，去面對那亘古以來

早已確定的命運。他們所處的現世的世界只是為了服務於神的榮光，這是它

僅有的、唯一的存在目的，而被揀選的基督徒的現世生活不過同樣是為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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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神的榮光而已。後者代表着這個世界的秩序是合理的秩序，也就是合乎理

性的存在。當新教把人們從天主教信仰的形式化的宗教禮儀中解放出來，從

教會和教士的掌控中解放出來，人們卻發現自己又陷入了不知如何才能確證

是否得救的永恆焦慮之中。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地彰顯自己的能

力，在現世的生活中實現神的戒律，通過社會的事功證明神的意志。

因此，為了現世的生活而從事的職業勞動帶有這種特徵：在總體上表現

為服務社會秩序的理性建構。只有通過計算的方法來操縱對象世界的活動，

通過合理化自己的勞動建立現世的功業，基督徒才能獲得對上帝救贖的確

證。於是，他們要實現資本的積累，或者服務於資本的積累，這不是為了滿

足自身的歡愉或者貪婪，而是為了證明上帝的社會秩序的正確、為了確證自

己在神的王國裏。這樣，世界就不再是與上帝直接相聯着的世界，它與上帝

之間的關係變成是以人的工作為中介的，這就意味着對世界的「祛魅」。而只

有當世界本身被「祛魅」，它才能夠成為人的計算和操縱的對象。馬克思說，

「對於這種社會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

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適當的宗教形式」eq。它們實際並不沿着自

有的邏輯發展，而是現世的經濟、社會變動的結果。

三　階級形成研究的共同體維度

如果說潘恩的傳統、法律平等的觀念、衞斯理宗的教義屬於「政治的或宗

教的囈語」，它們恰恰是合理化階級狀況的知識結構、是沿着資本社會方向前

進的存在物，而在這種為資本積累開闢道路的理性論證中根本不可能找到那

個改變世界的革命因素；那麼湯普森所說的工人繼承的記憶中的「村莊的權

利」、「行業的傳統」則正好處於資本發展相反的方向，它們屬於馬克思筆下那

個被資本社會取代的倫理的、傳統的社會，帶有「溫和的共同體的性質」。在

這種傳統社會當中，「個人或者自然地或歷史地擴大為家庭和氏族（以後是公

社）的個人，直接地從自然界再生產自己，或者他的生產活動和他對生產的參

與依賴於勞動和產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別人的關係也是這樣決定的」er。

在共同體的初始階段，家庭是唯一的社會關係；氏族、部落是家庭的擴

大，是血緣關係作為基礎的、原始的社會關係。這些天然的共同體並不是共

同佔有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它們的前提。當需求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

係，人口增多又產生了新的需求的時候，血緣關係便再不能規定社會的結

構，家庭由此成為從屬的關係，即在血緣關係基礎上形成的家庭聯繫的性質

受到了生產關係的影響。如馬克思所說：「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

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es那時

候，普遍存在的、佔主要形式的交換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也就是以人的

勞動換取自然的產品。後者作為財富，作為勞動的目的和對象，個體化為一

種特殊物品，同個人的特殊需要發生特殊關係。

馬克思概括說：「個人在自己的某個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品中，他對物品

的佔有同時就表現為他的個性的一定的發展；擁有羊群這種財富使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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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式的自然財富，都以個人對物的本質關係為前提。人們佔有他們生活的

物質條件，同時也佔有再生產這些生活並使之物化的活動的條件。這些條件

是他們自身的無機存在，是他們力量的實驗場，是他們意志所支配的領域。

人們以自然為對象，使用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進行勞動，就意味着他們的活動 

受自然條件的支配。獲取這些自然條件也就獲取了生活的基礎，獲取了勞動的 

對象和勞動的工具。因此，地產的屬性也表現為直接的、自然產生的統治。

當共同體失去了它的獨立性，不再是歷史的關係的獨立的方面，地產的

屬性便成為最高的權力，存在於戰爭、法庭裁判等一切社會活動中。那些個

人之間天然的聯繫、原初的共同體的形式轉變為地產所有者統治非所有者的

工具。新的社會關係被生產出來，自然關係被社會關係取代，父權制代替了

母權制。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共同體的一個肢體或成員，才能把自己

看成所有者或佔有者。而且在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那個總和的共同體表現

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它本身能夠表現為一種凌駕於單個共同體

之上的特殊東西，表現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因此，對勞動條件

（活的個人、土地）的個人佔有，在這裏僅僅是間接的、偶然的、暫時的佔有。

在這些共同體中，或者採取公有制的形式，或者公有制同私人所有制並

列，或者公有制僅僅是私人所有制的補充。在第一種情況下，單個的人只是

佔有者，絕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在第二種情況下，私人所有為國家所有制

約，因而只有國家公民才是並且必定是私有者；在第三種情況下，共同體只

是存在於其成員的集會和他們為了公共目的的聯合中。在不同形式的傳統共

同體中，地產和農業都構成經濟制度的基礎。勞動條件和對勞動條件的佔有

都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它們像勞動者的皮膚、感官一

樣，作為勞動者身體的延伸而存在。經濟的目的是生產使用價值，從而在個

人對共同體的一定關係中把個人（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再生產出來fk。

在這裏，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不能想像會有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因為

這樣的發展是同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原始關係相矛盾的。傳統共同體確實在一

定程度上實現了人的內在本質的發揮，實現了人的片面的目的，因而顯得比

資本社會較為崇高。資本社會為了某種純粹的外在的目的犧牲了這種目的性

本身，戕害了人的內在本質的呈現。但傳統共同體的意義也僅限於此，表現

的只是片面的人的發展，偶然的本質的佔有，而且這種意義的實現籠罩在自

然的、神授的帷幕中。湯普森所謂的「村莊的權利」歸根結底只是土地的單純

的附屬物，是土地佔有關係的共同體表達。對單個的人來說，土地的佔有關

係是共同體佔有關係的結果，在共同體中被宣布為法律，並由共同體保證fl。

至於在手工業的發展過程中，生產勞動以及進行勞動的工具（勞動資料）

仍然掌握在勞動者手中。正因為勞動者的這種所有者表現，手工業的所有形

式是與地產並存，並且存在於地產之外的獨立形式。馬克思稱之為「勞動者對

他的工具的所有制」fm：「那種使他實際上佔有工具並把工具作為勞動資料來

使用的技藝，表現為勞動者的特殊技能，這種特殊技能使他成為工具所有

者」。借助於勞動者對勞動工具的所有權，原料和生活資料才成為他們的財

產；而在「把勞動的生產條件看做財產的地方，工具在實際的勞動中僅僅表現

c162-201511034.indd   88 17年8月1日   下午4:22



	湯普森工人階級	 89	

	形成理論的批判	

為個人勞動的手段」，僅僅是土地的附屬品，包括在土地的所有權當中fn。 

這裏最重要的區別是：生產工具而不是土地（原料）被看做歸勞動者所有。

同這種勞動形式相聯繫的是行會同業公會制度，即湯普森所說的「行業的

傳統」。因為工具本身已經是勞動的產物，也就是說，構成財產的要素已經是

由勞動生產的要素，所以，共同體本身已經是被勞動者創造出來、生產出來

的共同體，而不再以自然的形式出現。在這裏，勞動還是勞動者自己的勞

動，他們片面的才能得到了一定的自足的發展。不過，馬克思、恩格斯同時

還指出，「每一行業中的幫工和學徒都組織得最適合於師傅的利益。他們和師

傅之間的宗法關係使師傅具有兩重力量：第一，師傅對幫工的全部生活有直

接的影響；第二，同一師傅手下的那些幫工的工作成了真正的紐帶，它使這

些幫工聯合起來反對其他師傅手下的幫工，並使他們與後者相隔絕；最後，

幫工由於自己也想成為師傅而與現存制度結合在一起了」fo。

事實上，勞動和勞動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基礎或起點fp。 

它意味着「生產中人的（歷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賴關係的解體」fq，首先是勞動

者同他天然的「實驗場」（土地）相脫離，以及同作為勞動產物的工具相脫離。

自由工人得以出現，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他們的勞動能力，以及把勞動能力同

現有價值交換的可能性；所有勞動的物的條件作為他人的財產同工人相對

立，作為價值是可以進行交換的對象。通過這種交換，貨幣在自身的再生產

中增加了它的價值；自由勞動不是作為用於享受的使用價值，而是作為獲取

貨幣的使用價值而存在。這就是說，貨幣表現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換

只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而服務fr；工人的勞動必須是僱傭勞動，是直接生產

交換價值的勞動。

因此，勞動的目的不再是生產同個人的特殊需要發生特殊關係的產品，

不再是特定形式的財富。僱傭勞動具有怎樣的特殊性都無所謂，它採取可以

達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同時排斥與實現這個目的無關的任何個性。工人的無

休止的、沒有盡頭的普遍勤勞，需要終其一生從事的僱傭勞動，也就是他們

無法擺脫的、如命運般的階級奴役就產生於這樣一個過程。他們不過作為生

產工具之一同現有的生產工具並列在一起fs。支配他們的不是自然界，而是

他們的生產勞動，特別是由這種勞動積累起來的資本。人的依賴關係從屬於

這樣一種關係：活動以及活動的結果轉化為交換價值才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條

件，而不是這些活動及其結果自身構成人的生活世界本質ft。

隨着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共產黨宣言》所謂的「那些使

人依附於『天然的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gk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着

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人們之間的關係被歸結為單純的買和賣的關係， 

即「單純的生產關係」、「純粹的經濟關係」gl。「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佔有社會

權力。如果你從物那裏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你就必須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

種權力」gm。由於這個物的形式是資本的社會屬性，不是自然的規定性，即不

是土地的、封建的、行業的規定性，因此單個的資本家或者單個的工人，既

不對支配性質的關係負責，也不對被支配性質的地位負責。一方的資本和另

一方的僱傭勞動，都不過是發達的交換價值和作為交換化身的貨幣的另一些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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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地產、地租等並沒有失去它們本質的屬性，它們與資本的不同只是歷史

的差別。這種差別是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歷史地形成和產生的一個固定環節。

作為土地的土地，作為地租的地租，失去的是它們傳統的、直接的「等級」形

態，被迫轉入增殖的邏輯，成為以資本和利息面目出現的統治力量。湯普森

所謂「村莊的權利」、「行業的傳統」是鑄造工人階級的文化因素，不過是在用

小農的、小資產階級的尺度來衡量和批評資產階級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說， 

這種努力「不是力謀恢復舊的生產和交換資料，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

的社會，就是力謀重新把現代的生產和交換資料硬塞進已被這些資料突破而

且必然要突破的那種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裏去。在前後兩種場合，它都既

是反動的，又是空想的」gn。

因此，如果說共同體下具有村莊的權利、行業的傳統，那也只是共同體

的權利和傳統，並不是成員個人的權利和傳統。這些個人只有作為共同體的

成員才成其為個人，並具有共同體的特徵。無論如何，這裏都生長着父親般

的幽靈、都存在家長制的統治形式。這個共同體內部的分工和各個成員的勞

動時間，是由性別和年齡上的差異以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的自然條件來調

節的。在這裏，用時間來計量的個人勞動力的耗費，表現為勞動本身的社會

規定，因為個人勞動力本來就只是作為共同體共同勞動力的器官發揮作用。

因而，期望這種共同體的回歸或求助其權利觀念鑄造工人階級，都不過是要

恢復與貴族、師傅相聯繫的父權的、神聖的統治。

村莊的權利、行業的傳統在失去其存在條件的前提下，的確就只剩下文

化的維繫了。但是這種維繫必然失去直接實踐的意義，變成一種情感的象

徵，變成純粹的意志。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思考，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形

而上學的思考：共同體維繫的基礎是「實踐理性」的要求，是真正人類意志的

規律的表現。依此形成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的，「一種與封建土地所有制

相對立的積極的東西」go，是「把『受命於天』的非凡的權利變成以文件做根據

的平凡的權利，把貴族血統的統治變成一紙公文的統治，把王國的太陽變成

資產階級的星燈」gp。它們並沒有改變勞動者的處境，而只是撕破了統治關係

的溫情脈脈的紗幕、抹去了其莊嚴的光彩，用純粹的經濟關係取代了共同體

掩蔽着的剝削。

四　結語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一切「歷史」的前提是生活的生產，包括自

己的生活以及他人的生活gq。湯普森確實堅持了這一前提，並把工人階級的

形成看做「歷史」的產物。但是，一旦他涉及工人階級形成這個命題本身，就

脫出了歷史真實的那一維度。因為他把「形成」理解為「過程」，但過程並不是

本質。他重視階級之間的鬥爭，卻沒有為作為鬥爭條件的支配關係留出多少

筆墨。他強調了作為生活生產結果的階級意識，把它作為階級形成的主觀部

分看待，但他對已有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做深入的批判，而且將工人階級的階

級意識同土地貴族、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混為一談。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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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辯稱，湯普森只是說它們是塑造工人階級的條件，但是，說「茶、水泡

在一起」和說「以水泡茶」又有多少不同呢。

「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理論的虛構，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前提。

這種潘恩的傳統伴隨自由勞動的追求而產生，是排除一切阻礙進行資本生產

的統治階級意志。除了方便推進僱傭勞動之外，並沒有太多其他意義。衞斯

理宗的教義不過是努力於職業勞動、服務社會秩序的現世功業的宗教表達。

上帝的榮光並不體現在天國，而是普及在為自己以及為他人的生產中。村莊

的權利在被稱為「權利」的時候，就表明它已經告別了自己的時代；作為地產

屬性的表現，它內在包含着父權制的影子，包含着超越特殊性的抽象的外部

統一，這同工廠將人們的活動併入資本中是一樣的。行業的傳統是未完成的

無產化現象，生產工具僅僅表現為可攜帶的勞動手段，是徹底轉變為外在勞

動條件以前的最後形態。

可見，這些文化因素並不主觀，其能動性也是虛言。只有對這些前提進

行仔細澄清，對這些界限進行謹慎劃分，我們才能像胡塞爾（Edmund Husserl）

所說的「回到事情本身去」gr，認清工人被「物的權力」貶損和奴役的現實。階

級意識是有關這樣一種現實的社會性存在，與階級經歷是同一種東西，而不

是對它作文化的處理。在這裏，工人的階級意識既不是脫離工人現實生活的

抽象觀念，也不是規範一個群體的普遍意識形態；更不能把影子認作本尊，

從一種已有的甚麼其他意識出發，來探討或推斷階級的現實（分裂、聚合還是

其他），或者認為它與直接現實存在甚麼斷裂。工人的階級意識只能是生產關

係自我批判的主觀性表現，是反對支配關係的否定性活動本身。

本文通過分析湯普森的工人階級形成理論，提醒我們「回到馬克思」；對

湯普森的批判則讓我們將馬克思的遺產帶回到生活的現實。我們今日所處之

世界，是一個被馬克思學說深深地鐫刻了印痕的世界，在一種不可估量的深

度上仍然保留着這份遺產的標記gs。但是，在勞工研究如火如荼、文獻資料

浩如煙海的同時，勞動本身的性質變成了默默無聞的命題。人們關心的只是

工人對勞動的適應程度、工人對工作的反應，而不是工作本身。研究者和管

理者根據實驗和資料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建立集

體談判制度、允許成立工人集體組織等）來平息工人的不滿，以保證生產活動

的順利開展，保證工作效率的持續提高。這些被關注的對象是資本積累要求

的對象，這些方法是推動資本積累的方法。

事實上，實現工人勞動能力的物的條件，在工人面前表現為獨立的、異

己的社會力量——不是生產資料從屬於工人，而是工人從屬於生產資料；不

是工人使用它，而是它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它當做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

素來消費，而是它把工人當做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在這一前提下，工人

要麼處於被迫的、作為手段的勞動當中，要麼處於被行業規定了的、「自由

的」消費當中，要麼就無聊地消磨時光、被動地「無事忙」gt。這些處於支配 

關係中的工人，在其生命表現的完整意義上並不是一個人，而是非人（non-

person），他們只是純粹「抽象」活動的物質主體（肉身）hk。所有工人的具體勞

動的內容都被掏空了，所有工人的生命活動的現實都被抽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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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這就是說，當工人因為資本的天命而被迫進入一個階級時從事着這樣一

種勞動——「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

磨、精神遭摧殘」hl，如何改變這種非人的階級狀況以及如何消除人與人之間

的支配關係，是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的事業。正像韋伯所說的那樣hm：

當我們超越我們自己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時，激動我們的問題並不是未

來的人類將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甚麼樣的人，正是這個問

題才是政治經濟學全部工作的基石。⋯⋯但許多政治經濟學家們天真地

認定以致頂禮膜拜的價值標準卻或是商品生產的技術性經濟問題，或是

其分配問題（社會正義）。

只是沿着馬克思和韋伯的這條道路，才能到達真正的「社會主義」。在這

條道路上，關於自然的、技術的研究和關於人的、社會的研究將成為同一種

東西；工人的生存狀態將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而是關於人的

生命的貶損、現實的扭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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