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領域的重要性。由於重新平衡了

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的關

係，在強調工人主體性的眾多研究

中，工人的利益、意識、抗爭與合

作、勞資關係都不再是單一經濟維

度的，而可能具備經濟、政治、社

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多種

特質；也不再僅僅取決於宏觀性、

結構性、集體性的因素，而是更多

地形成於日常性、行動性、個體性

的社會互動過程。現有勞動過程理

論中的主體性研究基本分為以下三

種範式：（1）「正統」學派，試圖恢

復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2）「解構

主義」，主張徹底拋棄「結構—行

中國打工妹主體性的多元建構

● 余曉敏

1970年代末，勞動過

程理論家們逐步建構

了主體性在勞工研究

領域的重要性。在有

關研究中，工人的利

益、意識、抗爭與合

作、勞資關係開始具

備 經 濟 、 政 治 、 社

會、文化及意識形態

等方面的多種特質。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London: Duke Univers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潘毅著，任焰譯：《中國女工——

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一　導言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勞動

過程理論家們開始對傳統馬克思

主義及結構主義的研究範式進行批

判1，逐步建構了主體性在勞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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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二元分析；（3）「混合式」立

場，兼容並蓄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和

當代其他學派，如女性主義、後結

構主義2。

潘毅教授的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下引註明英文版及頁碼）

一書，代表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工人

主體性研究的最新成就。此書獲得

了美國社會問題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2005年度的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之後被譯成中文在香港出

版，即《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

級的呼喚》（以下簡稱《中國女工》，

下引註明中文版及頁碼）。該書立

足於一種「混合式」的研究範式，既

具備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批判立

場，又博採後結構主義、女性主

義、文化研究、話語分析等理論流

派之所長，促進了勞動過程理論對

於工人主體性的認識。

作者在1995至1996年通過對深

圳一家電子廠的女工長達半年的人

類學研究，生動呈現出中國轉型時

期特有的無產階級——「打工妹」之

主體性的形成過程與抗爭方式。與

以往的中國「打工妹」主體性研究相

比，該著作具有更為廣闊的理論背

景和分析框架，不僅將打工妹的身

份認同和反抗行為理解為生產領域

中階級關係的產物，而且揭示了其

與「社會和文化話語、消費關係、

社會網絡、家庭關係、性別比喻、

社會抗爭」（英文版，頁13）等非生

產性領域中社會關係和社會過程的

密切聯繫。

圍繞「打工妹」的主體性形成，

全書可以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在開

篇的「導言」部分，作者清晰地勾勒

出三種可能影響打工妹的身份認同

和抗爭行為的結構性力量：（1）全

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資本的流動

性、女性的無產階級化等）；（2）國

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干預（城鄉分割

的戶籍制度、「階級失語症」等）；

（3）家族式的父權制（對於農村女性

的教育、工作與婚姻自由的束

縛）。第一章以深圳一個工業村的

演變過程為縮影，討論全球資本主

義的市場力量和國家干預是如何聯

手將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打造成

為「新工人階級」。第二章探討巨大

的城鄉差異及父權制的束縛如何製

造出一種強烈的「社會欲望」，驅使

年輕的農村女性離開家鄉，成為

「甘願」出賣勞動力的打工者。

作為全書的中心部分，第三至

第五章集中討論了「打工妹」這一社

會身份認同是如何在資本、國家、

父權制的「三重壓迫」下誕生。潘毅

在書中寫道：

身份認同的建構意味 對隱喻藝

術、語言力量以及他者化與差異化

政治技巧的運用⋯⋯〔不僅〕包含了

對於地域、血緣、族群關係的想像

和利用⋯⋯〔而且是一個通過〕日常

語言、地方性實踐、社會話語、制

度化的規範來實現的性別化過程。

（英文版，頁21）

在全書最後的第六和第七章，

作者憑藉其超常的理論造詣，將

「打工妹」的身體疼痛、尖叫、夢魘

構建成一種極具政治意義的「抗爭的

次文體」（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

潘毅寫道：

〔打工妹〕疼痛的身體不是失敗的身

體，而是抗爭的身體⋯⋯尖叫和夢

《中國女工》立足於一

種「混合式」的研究範

式，既具備馬克思主

義階級分析的批判立

場，又博採後結構主

義、女性主義、文化

研究、話語分析等理

論流派之所長，促進

了勞動過程理論對於

工人主體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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魘也是對於自由的追求⋯⋯她們的

社會性抗爭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

工人階級的反抗，同時也是面對政

府、資本和父權制，爭取工人的自

由、尊嚴與女權的鬥爭，從而具有

社會衝突和文化建構的意義⋯⋯而

這種抗爭最終可能孕育出一場「寂

靜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a silent

“social revolution” from below）。（英

文版，頁22、19、21）

二　生產與消費：中國
　　「打工妹」主體性的多
　　元建構

中國市場轉型時期及全球化進

程中，工人主體性的問題已經引起

了學界的一些關注。學者們從不同

角度分析了中國工人主體性是如何

在階級、性別、地緣、族群、文化等

不同維度上得以建構3。其中，農

民工的身份認同、階層意識問題成

為研究的熱點4。然而，只有為數

不多的研究開始關注消費革命這一

巨大社會變遷對於農民工主體性的

影響，儘管農民工消費模式的變化

已經引發了一些描述性的研究5。

《中國女工》在一定程度上填補

了這一空白。作者討論了打工妹的

社會身份認同是如何在生產和消費

兩個領域得以建構的，她們又是如

何在生產與消費的交互關係中認知

自我、改變自我。

（一）「打工妹」的生產主體性

隨 年輕的農村女性進入一系

列特定的生產關係，當她們經歷

無產階級化和異化過程的時候，一

套新的自我道德規範被逐步內化，

於是「打工妹」這一身份認同被建

構出來。這種新的身份認同是為

了適應社會和經濟關係的改革，以

及資本的需求而被創造出來的。從

「打工妹」這個濃縮的身份中，我們

可以看到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如

何讓位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而資

本主義的實踐又是如何徹底依賴

一個複雜的管制網絡，以及階級、

城鄉差異、血緣和族群網絡與性

別關係（中文版，頁171-72）。簡而

言之，「打工妹」在生產領域的身份

認同建構是在階級關係、城鄉差

別和性別差異等多個維度上同時

進行的。

首先，與以往國家社會主義

體制下的工人階級不同，「打工」意

味 「為老闆工作」，意味 以勞

動換取工資的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關

係6。然而，農民工往往在洞悉其

「打工」階級內涵的同時，工人階級

的身份認同在她（他）們的意識和話

語中並沒有得到顯著的表現。調查

數據顯示，多數農民工仍然認為自

己是「農民」，而不是「工人」7。何

以如此？這與中國長久以來存在的

城鄉二元分割社會結構有 密切的

聯繫。潘毅基於對深圳出口加工區

打工妹的人類學研究發現，戶籍制

度的存在有助於勞動控制機制的產

生，而戶籍制度下的「農民工」社會

身份模糊了農民身份認同與工人身

份認同之間的界限，從而抑制了這

個打工階級的形成。

不僅如此，資本同時利用「農

民」——社會主流話語認為是「卑

微」、「下等」的社會身份，加劇並

從「打工妹」這個濃縮

的身份中，可以看到

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

如何讓位於全球資本

主義經濟，而資本主

義的實踐又是如何徹

底依賴一個複雜的管

制網絡，以及階級、

城鄉差異、血緣和族

群網絡與性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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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對打工妹的規訓與剝削。潘

毅在深圳工廠的研究發現：

在車間 ，我每天都能聽到很多針

對工人〔打工妹〕的充滿歧視的話

語。⋯⋯例如⋯⋯「鄉下妹就是鄉

下妹，粗手粗腳！」或者「鄉下妹根

本沒法教，又蠢又笨！」⋯⋯這些

日常對話中所暗含的喻意是，身體

與空間形成了強烈對比：不合時宜

的鄉下妹蹩腳地生存在現代工業的

世界中。一方面是缺乏教養、笨手

笨腳、不講文明、土 土氣的農村

女性，她們的勞動力是廉價的；另

一方面則是工廠的現代技術，其產

品出口到國際市場，是值錢的。

（中文版，頁183-84）

與此同時，「打工妹」的主體性

具有明確的性別內涵。「妹」意味

單身、未婚的年輕女孩兒，「打工

妹」則代表了一種嵌入資本主義勞

動關係與性別關係中的「次等勞動

身份認同」，這種身份的建構與中

國農村社會的父權制文化傳統和資

本主義的現代性別觀念有 密切的

聯繫（中文版，頁173）。年輕的農

村女孩進城打工的主要動機之一，

就是對父權制家庭生活的背叛，轉

而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女性的身份

價值——工作、身體、愛情、婚姻

上的自由和獨立。然而，當經歷了

資本主義勞動關係中工廠訓誡權力

的殘酷之後，當工廠勞動令打工妹

感到厭倦、疲憊和煎熬的時候，她

們就渴望結婚、渴望回家（中文版，

頁213）。打工，或者資本主義的勞

動關係並沒有為農村女孩徹底擺脫

父權制婚姻家庭理念的束縛提供出

路，相反，資本在利用現代女性解

放思想獲得「自由」勞動力的同時，

又利用父權制文化中對未婚年輕女

性的壓抑、貶低作用，加固對打工

妹的剝削與控制。潘毅在深圳工廠

的研究生動地反映了資本對打工妹

的性別化規訓：

在管理者們眼中，女工們的女性身

份比她們的勞動者身份更加重要。

當勞動控制一出現問題，性別規範

就會被提出來。工人們經常被人

提醒她們的女性身份——「你是個

女孩子」。在女孩子變成女人的過

程中，她的行為應該符合文化的要

求：恭順、服從、勤勞、溫柔等。

以上話語的潛在含義是：「你是個

女孩子，你應該服從你的上級，按

照他的吩咐做事。⋯⋯不應該大聲

說話來頂撞你的上級。⋯⋯你將來

要嫁人、侍侯〔候〕人，所以最好訓

練自己該如何行為得體。⋯⋯好好

對待工作⋯⋯」（中文版，頁228）

綜上所述，透過工人「多元主

體性的交叉分析」，我們看到了在

中國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的過程

中，「打工妹」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

身份在階級、性別、城鄉二元結構

上的多維互動建構過程。在國家、

資本、社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

「打工妹」被塑造成一種受制度歧視

的、受資本剝削的、受男性統馭

的、受社會優勢人群（市民）排斥的

「社會分類」。面臨消費革命帶來的

巨大社會變遷，「打工妹」的社會身

份認同在「生產＋消費」的雙重社會

空間中又產生了甚麼樣的新變化？

消費是否能夠為打工妹追求更自

透過工人「多元主體

性的交叉分析」，作

者讓我們看到在中國

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

過程中，「打工妹」作

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身

份在階級、性別、城

鄉二元結構上的多維

互動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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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更平等、更有尊嚴的社會身份

提供可能？

（二）「打工妹」的消費主體性

討論「打工妹」消費主體性的形

成，必須從其特殊的消費偏好開

始。現有研究發現，打工妹對於有助

於改變其外表與身體形象的消費品

（例如衣服和化妝品）格外重視8。

潘毅在深圳工廠的田野研究筆記如

實地反映了打工妹的消費偏好：

我和工友們最常去的地方是東方市

場，在那 服裝、鞋、帽子、手提

包、首飾，以及化妝品等一應俱

全。對於女工們來說，東方市場是

購物天堂，是一個她們可以找到適

合自己又物美價廉的商品的地方。

（中文版，頁250-51）

為甚麼打工妹會對衣服和化妝

品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除了年輕

女孩子對於美的追求以外，還有沒

有其他的社會性含義和動機？打工

妹對於服裝和化妝品的強烈消費喜

好恰恰反映了她們改變自我、追求

新的身份認同的渴望。潘毅發現，

女工們希望通過購買和消費各種時

裝、化妝品和飾品來改造自己的外

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打工

妹」被認為是廉價、卑微、次等的

主體性，從而建構一種獲得更多自

由、平等、尊重的社會身份。

然而，這種通過消費實現的

「自我轉型」顯然不僅僅取決於女工

們的「行動的實踐」，而是更多地受

制於其有限的消費能力和「他者」的

態度。首先，女工們菲薄的收入，

無法讓她們進入城 人、中產階級

光顧的購物場所，從而最終成為消

費大眾中的「次等公民」。其次，儘

管她們可能已經在傾其所有地奮力

追趕城市時尚的腳步，在城 人、

中產階級看來，她們的「品位」依然

是對城市風尚廉價而笨拙的模仿。

即便是在消費的過程中，打工妹也

無法像城 人和有錢人一樣，享受

消費者理應受到的尊重；相反，她

們感受更多的還是被歧視。

潘毅對於深圳打工妹休閒生活

的研究，反映出「打工妹」作為消費

主體面臨 的社會排斥和社會歧

視。世界之窗是深圳打工妹夢寐以

求的旅遊景點，因為具有埃菲爾鐵

塔、倫敦大橋、埃及金字塔等世界

著名歷史名勝古 的微縮景觀而著

稱，是城市休閒生活的典型代表。

作為一種「異質性」的空間，置身其

中的打工妹可以滿足於一種對於大

都會休閒生活的想像。潘毅曾經與

三個打工妹結伴共遊世界之窗，不

僅感受到她們遊覽拍照時的投入與

興奮，同時也感受到其他遊客對於

打工妹的強烈排斥9：

打工妹們被這 迪士尼一般的虛擬

世界所吸引，每到一個景點她們總

是興高采烈的拍照片，看起來就和

其他外地遊客一樣。然而打工妹的

興奮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是周末，

公園的遊客眾多，⋯⋯其中許多是

大城市來的，看起來很富有，相比

之下，三個打工妹的牛仔褲和T恤

衫顯得有些土氣。當打工妹們盡情

的拍照時，她們沒有察覺到身後還

有許多遊客也正在排隊等待拍照。

正在這時，一個中年男子突然嚷

女工們希望通過購買

和消費各種時裝、化

妝品和飾品來改造自

己的外表，從而在一

定程度上擺脫「打工

妹」被認為是廉價、

卑 微 、 次 等 的 主 體

性，從而建構一種獲

得更多自由、平等、

尊重的社會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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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讓開、讓開，打工妹！不在

工廠 做事到處閒逛甚麼？」男子

的呵斥表明，在他看來打工妹就是

打工妹，就應該呆在工廠工作而不

應該來到不屬於她們的城市生活空

間遊蕩。可見，階級的邊界不是輕

而易舉可以跨越的。商業化的旅遊

景點儘管是一個憑票消費、看似平

等的消費空間，但在這樣的消費空

間中打工妹還是無法成為一般性的

遊客，享有平等的權利，相反她們

作為打工妹的社會身份烙印依然清

晰不變。

可見，女工們希望通過消費實

現自我轉型的願望終究是難以實現

的。不僅打工妹的消費本身受到其

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的局限，其有

限消費帶來的外表變化最終也無法

顯著改變她們在生產領域被資本、

國家和社會賦予的次等社會身份。

正如潘毅所總結的：「打工妹們的

種種夢想——渴望消費欲望滿足、

向現代自我轉變，以及追求現代女

性美來掩飾自己農村身份——最終

只能強化她們的階級及性別差異。」

（中文版，頁258）

三　結語

《中國女工》採擷馬克思主義、

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

究、話語分析等多種理論流派的精

華，並借助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優

勢，深入研究了中國「打工妹」的主

體化過程。其分析視角由生產領域

延伸至消費領域，重點討論了「打

工妹」的社會身份認同在生產與消

費空間的雙重建構，不僅反映出中

國打工妹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真

實處境，而且折射出中國市場經濟

改革和消費社會形成過程中的階

級、性別和社會不平等。筆者相

信，潘毅兼容並蓄的理論視角、扎

根現實的人類學方法、推陳出新的

理論建樹，對於該領域的後續研究

將會具有顯著的啟示作用。

筆者同時認為，《中國女工》關

於「打工妹」抗爭意義的解析是全書

極具理論創造力的部分，但同時也

存在一些令人質疑的問題。如果將

「打工妹」以身體疼痛、尖叫和夢魘

這種個體化的、潛意識的、非組織

性的反抗行為理解成「社會革命」的

開始，那麼，這種反抗多大程度

上能夠挑戰或改造「打工妹」面臨

的「三重壓迫」——即不斷對其施加

「社會暴力」的政治、經濟、文化體

制？又如何處理「打工妹」主體性構

造和反抗行為中階級、社會、文化

性因素的不同政治意義？未來以

「打工妹」為主體的勞工運動將回歸

「馬克思的模式」bk還是尋找「新社會

運動」的出路？筆者相信這些問題

將為未來的中國工人主體性研究提

供嶄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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