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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對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作出了樂觀的推斷

和期許，該分析建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在經濟上導致商業周期和危機，在政

治上帶來工人階級改變生產關係的鬥爭的必然性。本文回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

義的階級關係和勞工政治以及相應的思想潮流，指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雖然為社

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向哪個方向走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力量和

階級鬥爭。從1930年代、1970年代，再到2008年至今，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多

次重大危機，雖然工人階級展開了不同程度的鬥爭，但是其結果因階級力量和不

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別而出現差異。本文認為，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

方式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但是新的歷史處境需要新的

政治策略。

關鍵詞：經濟危機　馬克思　階級鬥爭　勞工政治　資本主義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假如我們要詮釋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的重

要意義，還不得不提今年也是西方經濟危機（2008）十周年，以及中國改革開

放四十周年。如果說1978年東西方發生的歷史事件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學說在

政治和思想界的衰落，2008年以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又重新引起人們對馬克思

主義的反思。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其時，在 

工業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英國爆發了「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數千名

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工黨政府。在「勞工沒有工作／工黨沒有作為」（Labour i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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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的口號下，英國保守黨從1979年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執政歷程。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W. Reagan）

的上台宣告了新自由主義風潮的到來。在二十世紀70年代後期，社會民主主

義和它的勁敵社會主義同時出現了危機。在中國，作為毛澤東時代「走資派」

領袖的鄧小平在政治動盪中復出，毅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當西方發達國家

走向後工業社會的時候，中國正開始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建設。同時，製造業

從西方國家向後殖民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轉移，這一狀況急劇地改變了當代

國際之間和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並為2008年西方的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2007至2008年，美國的次按危機引發了自1929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 

以來西方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影響持續至今。在中國，舉國上下則慶祝北京

奧運成功舉辦，往後十年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引領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力

量。2008年10月22日，當英國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首次承認英國經濟

步入衰退時，被保守黨黨魁這樣揶揄：「為甚麼不承認，你的人生從沒有終止

繁榮和衰退的交替？」1白高敦在擔任財相十年期間多次表示，在新工黨的領

導下，資本主義經濟慣常的繁榮和衰退結束了。有趣的是，在1927年，英國

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 Keynes）也曾這樣說：「在我們有生之年，將不會再

有跌市。」2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雖然凱恩斯錯

誤估計了形勢，但他主張透過政府的公共政策消滅經濟周期的理論，成為戰

後三十年的政治共識和經濟教條，直到1973至1975年爆發經濟危機和1979年

戴卓爾上台為止。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二十世紀的歷史，並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未來？馬克思

所期許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來臨，人類更將進入威權資本主義的年

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歷史觀，是否仍能為我們理解歷史發展

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在這個自由主義早已聲稱歷史終結、後現代主義徹底

否定宏觀論述的年代，從生產關係的分析出發的危機理論被表面化的風險社

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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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說取代，以階級關係的分析為主軸的歷史觀被繁複瑣碎的文化身份運動

掩蓋。但是假如不從資本累積的邏輯和經濟周期開始說起，我們就無法洞察

社會的複雜變遷，從而摸索出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方式

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只是面對新的歷史處境需要

新的政治策略。本文回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和勞工政治以及

相應的學術思潮，指出經濟危機雖然為社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向哪個

方向走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力量和階級鬥爭。

一　經濟危機的幽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

白高敦和凱恩斯一樣，都曾經努力企圖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商業周期，

而且都天真地以為已經做到了。商業周期即繁榮和衰退相互交替，消滅商業

周期的最終目的當然是要消滅衰退，避免經濟危機的出現。但是，凱恩斯和

白高敦所採取的方式十分不同。凱恩斯主張擴大公共開支，白高敦則承襲戴

卓爾，致力推動私人開支的增長。凱恩斯回應的是1930年代的危機，戴卓爾

和白高敦回應的是1970年代和2008年的危機。就像凱恩斯主義舒緩了1930年

代的危機卻累積和間接引發了1970年代的危機一樣，戴卓爾主義「處理」了

1970年代的危機卻變相埋下了一場在2008年爆發的更大危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和周期性提供了解

釋：玄機在於資本累積本身的矛盾。最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歷史傾向

的學者是恩格斯，他在1843年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在競爭

之下，資本家要不顧市場的限制，不斷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最後出現生產

過剩。生產過剩導致小生產商和弱勢資本家被淘汰，資本的集中化、過多 

和缺乏，過量工作和失業的共存，以及繁榮和衰退的交替。在1845年出版的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也發現就業機會的周期性波動和技術創新帶

來的勞動後備軍的定期增加3。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 

同盟」委託起草《共產黨宣言》。作為1848年歐洲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馬克思

和恩格斯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帶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導致工人

階級的政治鬥爭這一必然結果4：

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

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

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

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

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彿是一次饑

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彷彿是工業

和商業全被毀滅了⋯⋯

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

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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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

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

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並沒有直接表示經濟危機帶來革命

的機會，但是在1850年寫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

思說道5：

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還談不到甚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

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發生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

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

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英國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克拉克（Simon Clarke）指出，馬克思預期革命終會

來臨，而馬克思在分析中指出，危機和革命需要在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範圍

內展開6。全球資本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往往首先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

國家發生，但是這些國家卻有能力將危機轉移到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區，並在

那裏引發政治革命。以1847年的經濟危機為例，其根源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

式和工人階級組織化最為發達的英國，出現了資本累積的過剩，但其影響卻

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呈現出來。此次危機導致的最關鍵鬥爭，不是在英

國的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在法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即金融和地

主貴族與公務人員（state dependants）之間的鬥爭。透過這樣的機制，生產過剩

的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歐洲的政治危機過後，黃金流入倫敦避險，世界市

場進一步向英國敞開，帶來了維多利亞繁榮期（great Victorian boom），影響及

至歐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危機愈延後爆發就會愈嚴重，愈有可能 

對英國帶來反作用。雖然1848年的革命失敗了，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爆發

下一次危機和革命更加樂觀：歐洲是政治革命的場所，社會革命則將在英國

發生7。

問題是，雖然經濟危機和政治革命不斷，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和

預計的、發生在矛盾重重的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社會革命卻未有出現。例如

1998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根本的原因是來自歐美和日本的全球資本

過剩，但其後果卻是在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出現民主和勞工運動8。同樣地，

2008年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帶如北非等阿拉伯地區引發

了政治革命；在危機的發源地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如英美雖然也出

現了政治上的動盪和兩極化，但是社會革命仍然遙不可及。

二十世紀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有廣泛影響的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在2012年逝世，他在最後一本著述《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

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中評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和影響，並總結說：

「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無論是各自為政或是以組合的方式，都無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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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提供答案。我們再次到了認真思考馬克思的時候了。」9對

於《共產黨宣言》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斷，霍布斯邦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

「可能結果」，「但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結果」bk。

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美國五位左翼政治和社會學者合著了一本題

為《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的書。在書中，

世界體系理論創始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資本主義的當前危

機是結構性的，「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體系由於過度偏離均衡狀態已經無法再

維持下去，也無法再讓資產階級無止境地累積資本了」bl。馬克思主義地理學

家哈維（David Harvey）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一書中重新詮釋了資本在累積和流通過程中的內在

衝突和危機，指出這些危機至少有一部分是致命的，例如對自然和人性的破

壞。和沃勒斯坦一樣，他也認為資本透過地理擴展維持利潤率，已經愈來愈

不可持續bm。

雖然來自不同的學科，但是這些從新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思索人類未

來的著作有很大的共通點：首先，突出對目前政治和經濟危機的焦慮感，認

為資本主義處於空前的危機中，而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還未能挑戰和超越 

資本主義；其次，儘管像哈維談到了勞動市場和勞動過程，霍布斯邦也談到

勞工運動bn，但是這些著作都沒有將當代的勞工運動放在一個核心的位置去

省察。

哈維在研究方法上認為，只有資本累積的矛盾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

的，父權制度和種族區分等社會壓迫是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的，所以他要將

資本的流通和累積視為一個「封閉系統」，與其他事物區隔開來。在社會變革

策略上，他又主張「革命人道主義」，即不同的進步社會運動（宗教、環境、都

市等）在「反資本主義」旗幟下聯合bo，勞工運動僅是眾多運動中的一種，沒有

優先性。霍布斯邦則對新社會運動不表好感，他說：「在左派古老的意識形態

分裂而沒落期間，也興起了某些基進或左翼的思想，但主要是建立在中產階

級的基礎上⋯⋯勞工運動想像的是社會轉型，而他們代表的是抗議而不是願

景。」bp至今工人階級為何無法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許的，形成一種能挑戰

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或者說，它在何種條件下才能成為社會變革更加有效

的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議題，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要回答這個問

題，我們首先要對歷史有所梳理。

二　從「自在」到「自為」：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上述對工業革命的批判性解釋，更早出現在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

況》中bq。霍布斯邦稱，恩格斯的主要貢獻是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背景

下考察工人階級的形成，並將勞工運動視作工人對於剝削進行反抗的必然結

果br。恩格斯在該書1892年版的序言中承認這本書並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

而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bs。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更新了對英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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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階級狀況的描述：「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為了使用它，勞動力被使用的部分是

勞動本身，是驅使出賣勞動力的人去工作。這裏，勞動和勞動力概念的分離

是分析勞動過程理論的開始。」bt在現代工廠的生產過程中，原料需要通過機

器進行加工；工人的技能被包括在機器生產過程中，因此被去技術化。儘管

機器是勞動過程的輔助者，並且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勞動力，但是資本家還是

在使用機器的成本小於使用勞動力的時候，才會用機器代替勞動力。因此，

資本家也採用另外的策略來減少生產成本，首先是僱用婦女和童工來降低工

資水平；其次是通過提高勞動強度或延長工作時間來增加勞動者的生產任

務。儘管現代工業是專制的，但是馬克思並不認為工人是單方面的受害者。

工人將學會日常的抵抗並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工人階級，最終出現社會主義革

命。然而，與機器做鬥爭和與資本家的生產模式做鬥爭，在意識上還是有一

個明顯區別的。這也就開啟了在「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轉化問題上的爭論， 

這是歷代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一大爭論焦點。

馬克思手稿含義的不確定性和手稿出版的不完整也導致人們對於馬克思著 

作的理解存在很多爭議。爭論的焦點之一便是自覺的「自為階級」與結構性的

「自在階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寫到ck：

經濟狀況已經將人民大眾轉化成了工人。資本家的聯合使得工人有了共

同的處境和利益。工人因此已經成為一個反對資本家的階級，這時候工

人階級還沒有成為一個自為階級。在我們所舉出的一些鬥爭階段中，工

人聯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自為階級，並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階級之

間的鬥爭就是政治鬥爭。

在《資本論》第一卷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都曾預測：通過工人的政

治鬥爭，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根據他的敍述，資本主義生產

的剝削會使得工人為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工資而鬥爭，而在鬥爭中形成

的意識會促成勞工組織的出現，使工人聯合起來為自身的階級利益進行政治

鬥爭cl。可見經濟危機的來臨為革命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機會。然而，在馬克

思逝世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似乎顯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或者社會革

命並不必然在結構上嵌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對於通往社會主義之路的

不同解讀，也使得馬克思的繼承者分化成兩派：一派希望實現以議會為基礎

的社會民主，另一派則希望透過革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持決定論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唯意志論的列寧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中

結構與行動的關係的論辯，是關於這一問題的經典爭論。決定論者認為資本

主義的發展最終會去除工人的虛假意識，並且在政治行動中揭示其客觀的共

同利益。唯意志論者則相信，如果沒有知識份子的教育，工人自身是不可能

自然地發展出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意識的cm。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

中暗示，歷史的經驗會加強工人的政治意識，即「階級主體」。這「需要時間和

經驗來使工人明白反對機器和反對僱用他們的資本家的區別。他們應該反對

的是資本家所採用的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工具」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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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很多勞工研究和勞工運動實踐者所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許的工

人的國際主義精神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就已經達到了頂峰co。

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戰爭，導致了代表國際工人運動的第二國際的分裂

和瓦解。

三　社會民主和納粹：兩種對危機的回應

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僱傭模式、福利制度，以及與之

相對應的階級鬥爭模式，都圍繞着對經濟危機的恐懼這一命題展開。1920年

代，作為現代工業象徵的美國福特汽車工廠（Ford Motor Company）改進生產

技術，以倍數提高工人的工資，希望讓工人有能力購買自己生產的汽車。 

福特（Henry Ford）是資本家，而不是慈善家，後來被稱為福特主義（Fordism）

的這種經營模式就是為了避免結構性的經濟危機。不過，數年以後，經濟大

蕭條就來臨了。如果只有福特車廠和少數工廠提高工資，而其他工廠不願意

或者不可能提高工資，那麼大眾消費就不會存在，福特汽車同樣可能賣不

出。還有，技術改良和工資增加的另一面是人手需求減少，會導致失業率增

加和失業群體消費力下跌。可見，福特想像的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需要其他

社會政治條件的配合。

1929年的大蕭條之後，歐美各地不少銀行、商店、工廠紛紛倒閉，工人

在飢餓的驅使下走上街頭。在倫敦，工人高舉這樣的標語：「不組織起來，就

餓死！」（Organise or Starve!）而在蘇聯，斯大林正大力推動國營經濟的工業化

和機械化，一些美國的技術工人竟然移民到蘇聯去。不用說，不管是甚麼形

式的共產主義思想，都成為在飢餓中的西方工人的另類選擇。面對工人的鬥

爭和共產主義的威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兩種回應：以美國羅斯福新政

（The New Deal）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以德國希特勒（Adolf Hitler）為代表

的納粹主義。新政和納粹都企圖拯救資本主義，儘管有種種不同措施，在宏

觀經濟上卻有相通之處——強調國家和政府的積極干預角色。

事實上，英美的傳統一脈相承，英國作為全球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自由

經濟的信條根深蒂固；德國和意大利在十九世紀後期才立國，建國運動和工

業化一起進行，政府一開始就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積極角色，例如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主張的國家福利，就是現代福利制度的起源。因此，凱恩斯的

經濟學說未在英美流行之前，先在有保守傳統的德意兩國受到重視。就像新

政受美國工人所歡迎一樣，納粹及其聲稱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傳統工人

階級中也得到支持。但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民主和種族主義的納粹有根本性的

不同，彼此的競爭最終演變成世界大戰，最後由社會民主主義取得了勝利。

1930年代工人走上街頭鬥爭，1940年代男性在前線為國家奮戰，女性被

動員到兵工廠為國家效力——資本和國家需要他們的合作。這個年代的勞工

運動距離馬克思想像的「國際工人聯合起來」還很遙遠。事實上，很多官僚主

義的工會和工人的經濟鬥爭目光很狹窄，只看自身利益，充滿種族主義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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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協。

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左翼的知識份子不是屈從於蘇聯的斯大林主義

而過份強調工人階級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急於為蘇聯社會主義中出現的腐敗

問題和為甚麼革命沒有如馬克思著作中所期望的那樣席捲全球，提供哲學性

的解釋cp。對後來影響深遠的包括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

文化霸權理論，他指出階級統治並不僅僅是靠強制性的政治社會（國家機

器），還需要公民社會以軟性的手段形成文化霸權，令工人自願地接受統治階

級的意識形態cq。

四　三十年的黃金時期（1945-1975）：社會民主的勝利

凱恩斯主義全面壟斷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福特的構想得到落實是

二戰結束以後的事。戰爭的創傷和蘇聯勢力在戰後擴展帶來的威脅，為國家

內部和國際之間的妥協提供了政治條件；在經濟上，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累

積了大量財富的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資助歐洲重建，為新的

經濟繁榮創造了物質條件。因此，在1945年後的歐美日，社會民主的政策路

線成為左右翼之間的政治共識。政府增加公共開支，福利國家制度確立，以

集體談判為基礎的勞工權益被鞏固，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大眾消費。資本主義

隨之步入大約三十年的黃金時期，一直到1973至1975年為止。

凱恩斯主義的精髓在於「需求管理」。在經濟衰退時，政府透過舉債，擴

大公共開支，增加就業機會；在經濟過熱時，通過加稅和減少公共開支來壓

抑通脹。在這段時期，西方國家的工會組織率增加，組織化的工人透過集體

談判和罷工抗爭取得穩定的工資增長；貧富懸殊在減少，工資在國民生產總

值（GDP）中所佔的比例有所提高。凡此種種，作為戰後三十多年西方資本主

義累積模式的基本特徵，反映和強化了西方組織化的工人的鬥爭，但是這種

新的資本累積策略沒有為社會帶來長治久安。就像凱恩斯的很多批評者提出

的那樣，政府在經濟衰退時增加開支容易，在經濟過熱時減少開支困難——

經濟制度不能脫離政治現實。從1960年代中開始，歐美工人的罷工浪潮和工

資水平不斷提高，令通脹高企，資本的利潤率下跌。1973年，石油價格上升

引發股災，經濟衰退加劇，導致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出現政治危機，階級

衝突加深，凱恩斯主義三十年的經濟神話由此結束。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資本

累積的政治安排出現了危機，其中一個主要的動力來自組織化的工人階級要

求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水平的鬥爭。左翼知識份子曾經有推動社會民主主義

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的希冀，但是隨着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黨提出的替代性方

案的失敗cr和組織化的工人在政治鬥爭中的失利，代表資本利益的新自由主

義方案取得了勝利。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展望，或許

是低估了資本和國家轉嫁危機、管理危機和改變資本累積策略的能力，包括

二戰之後福特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廣泛推行；而凱恩斯及其政策支持者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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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主義，其問題在於他們沒有將經濟問題放進階級鬥爭的脈絡中，看不到

國家公共政策既影響階級鬥爭，又受階級鬥爭所限制cs。

在這段時期，高等教育的普及、學生運動的興起和工人的抗爭浪潮令馬

克思主義在主流學術中產生了影響，引發了研究工人階級政治的廣泛興趣。

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在1963年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的

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不同於

傳統工人階級研究專注於工會和工人政黨的角色，他將注意力投向了工人的

文化、社會生活和抗爭歷史在工人階級形成方面的作用。他不同意階級是由

生產方式中的地位所決定的結構或分類，認為階級是受傳統、價值系統、信

念和組織模式影響的歷史現象，表現為具體情境下的階級鬥爭。對湯普森來

說，階級是有「主體性」或「階級意識」的「自為階級」，而不是剛性結構中的「自

在階級」ct。霍布斯邦借鑒了湯普森的方法論，也同樣以「工人階級的形成」為

名研究英國的階級形成。但是他更重視工人階級組織的作用，不同意湯普森

關於在1930年代已經形成了工人階級的論斷，而認為「自為階級」要到十九世

紀晚期工業無產階級組織建立起來後才得以形成dk。

1974年，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出版了《勞動與壟 

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引發了學術圈很長時間的爭論。馬克

思在《資本論》中對於現代工廠體制的勞動過程進行過分析，布雷弗曼將這種

分析擴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他認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導致工人去技術化

的影響，已經從製造業波及到新的職位，比如文員和零售業從業者dl。這種

結構性和簡單化的去技術化觀點受到了很多批評，其中最有力的批評來自葛

蘭西學派的英國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他認為布雷弗曼忽略了

工人的「主體性」：如果不考察工作中的主觀成份，可以說就沒有辦法理解資

本主義的勞動控制。布洛維提出了「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的概念

來解釋管理者和工人的和平共處是建立在「認同」的基礎之上dm；在比較不同

政體中的勞動過程後，他也引入了「生產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

概念來說明國家在形塑工作場所的關係中所起的作用dn。

五　全球化下的三十年（1979-2008）：新自由主義的霸權

資本累積的邏輯注定了它是一個地理上不斷擴展的過程，它要不斷降低

成本，就要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去尋找更便宜的土地、原料和勞動力；此

外，要完成利潤的攝取，就要不斷去尋找和創造市場。《共產黨宣言》做了這

樣的描述和預測do：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

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

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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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

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

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

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

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從1979到2008年，又是另外一個三十年，這段時期被稱為全球化的時

代。回到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累積的邏輯，全球化並不是新現象，而是一個

未完成的歷史過程。不過，比起之前的任何年代，資本主義在這段時期滲透

到更加廣泛的地理空間。但是，這一地理上的表徵還無法恰當地說明生產和

消費模式，以及僱傭模式在這段時期的內在變化。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之下，

資本累積呈現出兩個新特徵：

第一，生產和消費核心的地理分化。在這三十年間，世界工業生產的主

要基地轉移到了低工資、缺乏組織化的工人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消

費活動的核心卻依然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是說，只有西方的工人階級有能

力消費，資本累積的過程才得以完成。但這裏出現了第一個矛盾：西方的工

人階級或消費者如何有經濟能力消費？絕大部分的跨國企業來自歐美日，它

們在全球生產鏈的運作中賺取巨額利潤，也聘用了大量的運輸、物流、零

售、廣告、行政、文職等從業人員。此外，金融市場和地產市場成為新的投

資亮點。英國是受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在三十年間，英國龐大

的地理變遷之一是倫敦金融城的高度繁榮和重工業基地伯明翰的衰落，以及

以大學為核心的城鎮地產業的蓬勃發展dp。金融業的繁榮對英國來說非常重

要，它產生了一支以佣金為收入的專業隊伍，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投資工

具，令證券市場成為一個和生產沒有必然關係的賭場。除了金融業外，教育、 

地產和旅遊業也成為英國主要的經濟支柱，並透過經濟學理論所謂的漏斗效

應，創造更多不穩定的就業機會。儘管一般工人的薪金水平不高，但是來自

中國等地的消費品價格也相對便宜，工資上升的壓力相對減少。

第二，僱傭模式和工資制度的變化。在這三十年間，長工變成合約工、

臨時工、外判工；集體合同變成個人合同；以集體談判調整工資，變成按個人 

工作表現調整工資，成為一種世界性趨勢。勞動力市場彈性化，工人集體被

瓦解，勞動成本減少，但也產生了第二個矛盾：工作的不穩定意味着工人消

費信心和消費能力的下降，對完成資本累積帶來困難。比如說，繁榮的股市

對倫敦金融城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很重要，但對一般工人家庭並不一定有意 

義。戴卓爾政府在1980年代從出售公屋開始，推動房屋的私營化和市場化；

新工黨在1997年執政後繼續推行高樓價政策，十年間樓市上升了至少五倍。

雖然工人家庭不一定有能力支付昂貴的樓價，銀行卻很樂意批出貸款（信用卡

在鼓勵消費中也起了同樣的作用），政府也在背後大力鼓勵。儘管人們的工作

並不十分穩定，但是透過借貸，消費市場仍然很活躍，經濟長期繁榮的「風光」 

也滿足了貝理雅（Tony Blair）、白高敦等新工黨領袖維持執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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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資本累積模式為處於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英美帶來了三十年的表

面繁榮，而日本和歐洲的情況則稍有不同，因為它們的資本累積策略也有一

定差異，例如德國重工業的比例和工資談判機制都要比英美重要。然而，英

美的資本累積策略在2007至2008年出現了局限，和三十年前一樣隨着通脹和

石油價格的上升而凸顯出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累積策略的內在矛

盾。為了壓抑通脹，就必須加息，這也必然增加住房的按揭供款。這樣，到

了一般工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住房的按揭供款）時，次

按危機出現了，銀行的財政問題接踵而來；股市下跌，銀行金融業最先出現

裁員。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一旦動搖，消費和投資的意欲自然減少，同時也帶

來商店和工廠倒閉潮。這就是經濟危機的簡單邏輯。

克拉克採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表示意識形態是生產模式和階級鬥爭狀

況這些社會結構的反映，作為一種潮流的理論轉向，從來都不是知識份子的

單方面想像，而是植根於具體的物質和政治背景之中dq。這段時期西方勞工

運動的危機也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1979年以來的勞工研究文獻中，

隨處可見「工作場所的集體主義和工人階級身份認同正在衰退」的論斷dr； 

種族、民族、性別和宗教都成了分化工人階級、阻礙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因

素ds。受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影響的學者分別攻擊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

中心論。前者在研究勞動過程時認為「主體性」是和權力相聯繫的概念，批評

馬克思主義將結構與行動對立起來進行社會分析，並拒絕「階級」，將「身份認

同」作為建構「主體性」的基礎dt。後者在勞工歷史的領域，主張文化、意識形

態和政治在工業化國家階級政治的產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英國歷史

學家鍾斯（Gareth S. Jones）認為工人在英國憲章運動中的激進行動不是對社會

和經濟不滿的結果，而是政治話語的產物ek；另一英國歷史學家喬伊斯

（Patrick Joyce）持同樣的視角，挑戰了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並認為是「人民」

而不是「階級」在推動着英國工人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行動el。簡言之，語

言和話語，或者說文化和意識形態，代替了生產中的社會關係，成為分析勞

工政治的出發點。

在這樣的氛圍下，法國左翼知識份子高茲（André Gorz）宣布「告別工人階

級」。他認為世界已經從根本上進入了一個「後工業社會」，產生工人階級的 

社會基礎也消失了em。政治理論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慕芙（Chantal 

Mouffe）進一步認為，尋找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en。 

簡言之，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相對於其他身份認同的中心性和優先性；階級

政治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並被身份認同政治所取代。

六　2008年至今：威權資本主義中國的崛起

面對西方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漸趨低落，1990年代開始，新興工

業化國家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勞工研究的新題材。在英國，社會學者開始了「新

國際勞工研究」，將研究視角投向發展中國家的新工人階級及其鬥爭經驗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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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翼觀點，作為「新國際勞工研究」這一概念的首位宣導者，南非裔英國社

會學家科恩（Robin Cohen）將農民工和城市工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並認為無

產階級化的過程已經延伸到鄉村，工人階級的規模正在擴大ep。和科恩一樣

受世界體系理論影響並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美國學者西爾弗（Beverly J. Silver），

在其力作《勞工的力量：1870年後的工人運動和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中指出：「當勞工的力量隨着

資本的遷移而被削弱，新的工人階級也在資本青睞的地區（in the favored new 

sites of investment）誕生並壯大起來。」eq

相對於韓國、巴西、南非等國家，新國際勞工研究學者對中國的重視始

於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這與國際和中國內部的社會經濟轉變有關。儘管在

1949到1978年這三十年間，城市工人被視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前鋒隊，但是在

改革開放之後，階級的話語迅速消失er。與此同時，由數量眾多的農民工組

成的新工人階級正處於孕育誕生的原始階段es。2008年西方的經濟危機為中

國帶來了影響，中國在2009年的出口總額比2008年減少了16%。首先在沿海

地區出現的工廠倒閉潮，導致很多工人被迫回鄉，圍繞欠薪和賠償問題的勞

資衝突層出不窮。政府很快作出回應，例如在東莞和深圳等地出現少有的現

象：地方政府直接向抗議的工人支付部分賠償。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採 

納了類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大幅增加公共開支。時任總理溫家寶在

2008年11月宣布投入4兆人民幣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工業升級、社會福

利、農村發展、環境、教育和文化等。這些措施抵消了出口減少對中國經濟

的影響，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為8.7%，比政府設定的目標8%更高；2010年

更恢復到10.3%et。

自2004年以來，中國各地不斷升級的罷工事件也令各級政府採取了措施， 

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保障。首先是落實和提高最低工資，以深圳為例（特區外）， 

2004年的最低工資是每月480元（人民幣），2011年提高到1,100元，2018年則

為2,130元；其次是推出多部保障勞工權利的法律，例如2008年生效的《勞動

合同法》和2011年生效的《社會保險法》。2010年6月發生在廣東佛山南海本田

汽車零件廠的罷工事件，引起了學術界和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該工廠的

工人不但要求大幅加薪800元，更要求民主改選工會，最後取得成功，也帶動

全國各地多家汽車工廠的工人提出類似要求，新聞記者、勞工學者和勞工非

政府組織（勞工NGO）也為工人提供了幫助和作出聲援fk。

西爾弗在《勞工的力量》一書中指出，面對工人的抗爭和勞動成本的增加

帶來的危機，資本會採取幾個策略：一是空間上調整，將生產工序轉移到勞

動力更為廉價的國家或地區；二是技術／組織上的調整，改變生產組織和引進

能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技術；三是產品上調整，投放資源爭取進入具有更高附

加價值的生產領域；四是金融上調整，資本從生產和流通的領域轉移出來，

進入金融和投機的領域。西爾弗的分析在2010年以來的中國得到很大程度上

的驗證，例如電子業的巨頭企業富士康面對深圳等沿海城市工資上升的壓力， 

先是在鄭州、成都等地建立新的工廠，後又宣布要用機械人代替勞動力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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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廣東省和各市政府大力推動產業升級，有計

劃地將低端工廠轉移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較低的地區；深圳和廣州等大型都

市則集中發展金融、地產、技術研發、專業服務等高端產業。在中央層面，

政府提出要從工業大國轉化為工業強國的宏大計劃；在國際層面，東南亞成

為全球工廠新的生產基地，非洲加快成為中國的能源基地和市場，而中國政

府的「一帶一路」計劃，積極地為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剩餘資本提供新的出路。

和1970年代一樣，也如《勞工的力量》和《共產黨宣言》所描述，全球資本仍然

透過地理擴張和降低勞動成本來化解當前的經濟危機。

假如我們採納前述湯普森的觀點，將階級形成理解為圍繞階級關係的歷

史過程，那麼一個數目最為龐大的新工人階級在全球化下的中國則處於再形

成的過程之中fm；而且如上所述，工人的抗爭也有效地改善了工資和工作條

件。然而到了2012年，情況有所轉變：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

來，國家採取了新的策略，回應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和日益緊張的勞資關

係。例如最低工資在部分地區的增速放緩，但更明顯的是政治壓力的增加，

如對工人的罷工抗議採取高壓手段，包括刑事拘留罷工領袖等；到了2015年

12月，更有七名勞工NGO的工作人員被突然拘捕，其中五人其後被刑事檢

控。他們之中很多是工人出身的積極份子，透過成立或者參與NGO，協助其

他工人組織多次重要的罷工和抗議事件fn。此後，珠三角地區的勞工運動進

入了低潮。另一方面，透過成立社區和企業工會，共青團、黨委支部和人民

調解委員會等黨政機構愈來愈深入地介入到勞資關係中。

省察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狀況，還遠遠未能形成一種可以稱為「自為階

級」的政治力量，這和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因素息息相關，可以從以下 

三個方面觀察：

第一，國家與勞工之間的關係。路徑依賴理論認為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轉

型依賴國家和社會結構、歷史背景和文化習俗，由路徑依賴理論發展而來的

新制度分析，將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視為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互動的過程；研究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路徑受到各自的

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傳統所影響fo。美國社會學家斯塔克（David C. Stark）

和倪志偉這樣說：「國家社會主義代表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並且有其自身的

邏輯和發展動態。」fp相似地，在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模型的研究中，美國

政治學者哈格德（Stephan M. Haggard）認為台灣和韓國等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

的威權主義遺產和「國家與企業」（state-business）聯盟，阻止了當地勞工和學

生像拉丁美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那樣成為反對勢力fq。中國既是後社會主義

國家，又是東亞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有着深厚的政治威權主義傳統；強大的

國家機器在壓制工人抗爭和組織化的努力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經濟增長和工人階級的主觀經驗。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急劇變

化，並對中國的生產體制帶來影響，中國新工人階級在這背景下的策略與回

應也在不斷變化，並形塑着他們建立主體性的過程。有一點很重要，雖然經

濟和工資的增長已經有所放緩，但目前失業率偏低，且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

和工資增長較快的地區。由於中國的新工人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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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建設，大力在農村扶貧，從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改善了部分工人的處

境。政府打壓事件令勞工運動活躍份子的不滿和社會意識都在加強，但是工

人很大程度上還是「認同」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因此很多新工人都分享了改

革開放以來生活品質不斷有改善這一感受。

第三，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關係。雖然也有部分學者、學生和律師近

年來參與支援勞工權益的運動，但是勞工NGO自1990年代以來在工人的教育

和組織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勞工NGO存在一些缺陷，它在南中國興

起的原因是得益於西方消費者運動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大部分機構都十分

依賴海外的基金支援。一方面，這些基金會帶着不同的目的支援不同的勞工

項目；另一方面，不同的機構因爭取資源而出現彼此間的競爭，並帶來不利

工人團結的後果fr。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透過控制這些機構的資金來源從

而收窄它們的生存空間，例如2017年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訂立的，旨在限制勞工NGO和境外支持者之間

的聯繫。此外，和1920年代的上海和1980年代的韓國不同，知識份子的左翼

傳統沒有形成氣候fs。當然這和政治空間有關，但是在知識份子中，親西方

的自由民主派和崇拜毛澤東的左派之間的分化和爭議，也削弱了本來就微弱

的力量。

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中國的階級和勞工政治狀況來代表迅速崛起的其他新

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但是以中國為例，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國家內部，政

治、經濟、歷史和文化因素互相形塑工人鬥爭的不同過程和結果：中國威權

主義下強大國家機器的存在、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生活改善，以及民主左翼

力量的缺乏等不同因素互相配合，或許能幫助解釋為何2008年以來中國的國

有資本和部分民營資本迅速崛起，作為政治力量的勞工運動卻沒有形成。在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國家，特別是2008年經濟危機的發源地英國和美國，在新

自由主義敗退的背景下，階級鬥爭激化，在政治上催生了兩種新的方案：一

種是以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脫歐運動為代表的右翼民粹

主義；另一種是以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國工

黨黨魁柯賓（Jeremy B. Corbyn）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以右翼民粹主義取

得了暫時的勝利。

七　總結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前後的著作，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模

式導致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以及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

推斷和期許。然而，從1929、1973年再到2008年，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

核心國家出現了多次經濟危機，雖然工人階級展開了不同程度的鬥爭，但是

其結果因階級力量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別而出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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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歐美國家催生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納粹主義兩種對經濟危機和

勞工運動的回應。這兩種方案雖有極大的不同，但也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對

國家角色的重新重視。二戰之後，社會民主主義取得了勝利，但資本主義下

的社會民主主義只帶來大約三十年的繁榮和穩定；1970年代之後，新的經濟

危機和新的社會鬥爭催生了新的處理方案。社會民主主義曾經是左翼政黨的

一種方案，卻無法取得政治上的勝利；戴卓爾和列根引領的新自由主義方案

獲得成功，標誌着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失敗。同樣地，新自由主義方案也只

有三十年的壟斷地位，其惡果不斷彰顯，並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破產。在

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西方工人階級的力量被削弱，加上1980年代以來，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受到文化中心主義思想流派的衝擊，令民主社

會主義未能成為一種政治上的主流選項；儘管在法國、希臘、西班牙、意大

利等國家，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的左翼群眾運動已經開始，並且取得了很

大的進展。

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特別是威

權主義傳統和強大國家機器的存在，以及經濟較快增長的客觀條件，都令工

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沒有形成。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右翼民

粹主義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威權資本主義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這兩

個方案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並且正在加強競爭。從1960年代開始

興起的以身份認同政治為標誌的社會運動，包括近年興起的各種本土運動，

相信需要回到全球政治經濟的大框架中，才能找到坐標和出路。

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經濟危機為社會的變革帶來了機遇，但是他

們所期許的、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發生的社會革命，至

今未有成功實現。經濟危機之後向哪個方向走是一個政治問題，取決於階級

力量和階級鬥爭。作為《共產黨宣言》起草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該年代的勞工運動提供了政治經濟分析和策略方案。顯

然，馬克思所示範的分析方式和揭示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啟示作

用，例如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和必然性、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擴張傾向、階級

鬥爭對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形塑，與及反過來，政治及意識形態對階級鬥爭的

限制。但是新的歷史處境需要新的政治策略，這是馬克思的文本無法直接告

訴我們的。在歐美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能否發展為取代新自由主義並對

抗右翼民粹主義和威權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治運動？這是馬克思誕辰二百

周年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有批評指出，歐美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有很強的民粹主義傾向，其政

策主張仍然離不開1970年代已經失敗的社會民主方案。霍布斯邦在評論《共產

黨宣言》時指出，雖然社會主義並不一定會來臨，但《共產黨宣言》在資本主義

如旭日東升時提出了其必將終結的遠景，已經是重要的力量ft。同樣地，當

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在於，在威權資本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強勢崛起

時，它展示了改造資本主義的想像和途徑。但它在組織模式和政治路線上的

缺陷，也帶着這個年代的特徵，即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積弱和左翼運動的衰

敗。當然，事態仍在發展中，例如英美兩國最近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教師大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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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工，以爭取作為勞動者的權益；而這兩個國家的年輕一代，則較大比例地形

成了左傾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工人階級，不是一種身份認同，而

是包括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作為資本對立面的一切勞動者，以教師為代

表的中產勞動者正是當代工人階級政治的核心部分。假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能

夠復興並帶領其他社會運動，那麼哈維（主張不同的社會運動聯合起來反對資

本主義）和霍布斯邦（質疑中產階級帶領的新社會運動推動社會轉型的可能性）

的歧見或許就能得到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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