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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席捲而來，

引起了社會經濟生活的革命性變化。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將分析和預測

互聯網用戶的「未來行為」，進而精準地投放廣告，以實現資本積累的數字 

經濟稱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1。在監控資本主義下，市

場作為「看不見的手」已經被轉化成智能的、跨越邊界的「巨大的他者」（big 

other），它使得一切變得透明可視化、直觀可理解，並不斷通過優化算法來預

測並修正人類認知和行為，作為製造收益和市場控制的手段2；與此同時，

這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狀態和勞動過程。本文使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

權力技術理論來透視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下的勞動過程，試圖勾勒出勞動控 

制的發展與福柯的規範概念之間的緊密關係。本文認為，在勞動控制中存在

着兩種不同的規範：「確立規範」（normation）和「常態規範」（normalization）。

確立規範的存在，基於工人具備主體性繼而產生勞動力的不確定性這一基 

本假設。然而，監控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正在將工人逐漸從主體塑造成客

體，常態規範可能成為當前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勞動控制的新規範；對於勞動

關係的研究者來說，理解常態規範的運作機制有利於拓展對勞動過程理論的

認識。

一　確立規範對主體性的塑造：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

福柯對勞動過程研究的貢獻包含兩方面，首先是在關注的焦點上，他論

述了「肉體的政治解剖學」，強調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

從確立規範到常態規範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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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後者不僅在「做甚麼」方面，而且在「怎麼

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願望。福柯將這種權力技術稱為「規訓」：「這是一種謙

恭而多疑的權力，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方式。」3福柯試圖從這些碎

片化和具體的實踐、技術、機制中總結出一套完整的權力機制，指出控制得

以成立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福柯使得勞動控制的研究轉向了具體實踐。

這是福柯對於勞動過程理論的第一重貢獻。

福柯的第二重貢獻在於強調規範在控制中的作用。規範作為權力與知識

的聯合產物，取代了法律、理論、制度，作為人們被劃分、被塑造的依據，

它與同樣根植於日常的儀式和從個人身上獲得的知識相聯合，使得不遵守規

範者被視為不正常的人，被視為「自然的」異端，必須由細密的權力機制加以

改造。也就是說，在認知的角度上，統治關係與權力行使被自然化。這套機

制一旦產生，反抗的可能就被徹底壓制。規範不允許一絲不確定的事物出現

在其中，福柯將這種規範稱為「確立規範」4。

確立規範的概念對勞動過程研究提供了兩點啟示：第一，具體的實踐是權 

力控制的基礎，它意味着我們僅僅強調價值、意識形態和法律是不夠的，還需 

要關注具體規範及其相關知識、機制和技術。例如，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又譯布洛維）在生產實踐中發現的「趕工遊戲」5，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與資方

達成同意的表徵，意味着工人致力於在枯燥的工作中你追我趕，努力添加遊

戲的成份，從而使得被掏空意義的工作被重新注入意義。通過在遊戲中對工

作環境的直接掌握，獲勝的工人在車間體驗到想像的自由。第二，通過規範

來強調權力與知識的聯合作用。例如，要保證生產場所的權力運轉，不僅需

要規範工人的動作，還需要工人對規範的認同乃至對勞動控制的自然化。勞

動過程研究中探討的諸多「霸權」（hegemony）實際上都涉及到這一點。以下我

們將運用福柯確立規範的概念來重新審視既有的勞動控制研究。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的勞動退化》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書中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是怎樣通過資本控制去除的。

布雷弗曼的回答是以精細化、標準化和數量化為特徵的「泰勒制」（Taylorism）， 

並總結了三個原則：一是使勞動過程和工人的技術分離；二是「概念」與「執

行」的分離；三是利用對知識的壟斷來控制勞動過程的每個步驟及執行方式。

在此過程中，工人發現自己成為「管理者的一個活工具」6。簡言之，工人的

肉體被塑造為適應於特定生產的對象。

雖然在實際論述中布雷弗曼與福柯有頗多相似之處，但兩者深層的假設

完全不同。首先，布雷弗曼所指的泰勒制是懸浮在實踐之上的理論。這種懸

浮首先體現在經驗的脫節上，布雷弗曼提出的對知識的壟斷只是形式上的，

實際上管理者不能、也沒有必要佔有那些知識，正如布若威所言，「作為增加

資本控制的實踐工具，泰勒制是失敗的」7。其次，這種懸浮體現在對工人主

c187-202109024.indd   37c187-202109024.indd   37 6/10/2021   上午10:596/10/2021   上午10:59



38	 二十一世紀評論

體性的認識上。布雷弗曼認為資本的管理剝奪了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但

同時他也承認，儘管在科學管理下的工人近乎成為了「管理者的一個活工具」， 

但「他們的批判能力、才力和構想能力，不論如何被降低、如何被削弱，對資

本家來說，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種威脅」8。他在此暗示了工人的主體性會

參與到工作場所權力關係的構建中去。遺憾的是，這種「威脅」並不是布雷弗

曼的分析重點。當資本剝奪勞動者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時，布雷弗曼研究中的

工人卻有時集體喪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是反抗的欲望9。

後繼的布若威對於布雷弗曼觀點的修正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更加深入到

生產實踐之中，去具體探尋泰勒制如何實現權力控制；二是在理論上回答工

人的主體性問題。在福柯的啟發下，布若威將目光投向車間生產實踐中的具

體規範。他發現工作場所中的「趕工遊戲」使得工人自發塑造了對於工作的同

意，這意味着工人的主體性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被塑造。布若威詳細敍述了

「趕工遊戲」得以成立的具體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由「趕工遊戲」自身組織起

來的一大批相關的技倆、知識、規則構成了「車間的文化組織」，產生了與理

論化的泰勒制所不同的、嵌入於實踐與控制末端的規範，以至於車間內的工

人主動地進行超額生產被視為正常而合理bk。然而，這種遊戲的產生不是突

發靈感的創造，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在實踐中的具體延伸。由此可見，權

力體制不但生產了相關的知識，並依靠它們創造了規範。在實踐中，在權力

控制的末端，以「趕工遊戲」為核心組織起來的規範代替了抽象的泰勒制，使

得車間的生產以積極的方式進行，任何違背者都被這套規範和遊戲規則視為

不受歡迎的人（破壞者）與不正常的人（失敗者）。由此可見，在主體性被塑造

這一點上，福柯的規範理論與布若威的「製造同意」具有內在的親和性，即主

體受到這些規範的塑造從而符合某一特殊目的。

此後的勞動控制研究大多繼承了布若威的思路，即不僅關注客觀的生產

過程，更關注主體在生產之中的實踐。可以說，正是借助福柯的視角，布若

威完成了對於布雷弗曼研究的超越，並開創出勞動過程研究的新議程。在評

述布若威之後的研究時，聞翔和周瀟將勞動過程研究的新發展總結為邁向多

樣主體性，即將階級之外的因素，包括性別、公民權、種族等都納入到權力

不斷生成並塑造主體性的過程中去bl。後繼的關於服務業的勞動控制研究

中，對於福柯理論的運用更多。例如，何明潔採取「性別化的年齡」的概念，

表明資方對女工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建立在社會文化傳統對女性年齡的社

會性別建構及其造成的家庭角色和社會責任的基礎上，而且這一建構得到勞

動者自身的認可bm；藍佩嘉使用身體工程學的腳本解釋美妝師的塑造，闡明

了勞動身體既受到性別或身體的話語建構，也被物質性地剝削的過程，資方

的目的在於進一步塑造工人的身體動作、儀態展示和表情姿勢bn。這類研究

都關注勞動者在生產之中的實踐，尋找實踐過程中的規範與相關知識，從而

分析主體是如何被勞動中的各種細緻的規範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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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關於服務業的勞動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的事物，並不是確立規 

範可以完全解釋的。霍克希爾德（Arlie R. Hochschild）使用「感覺規則」（feeling 

rules）來描述在特定情境下情感表達的社會規範bo。這意味着勞動者要將私 

人性的感受、情感與規範性期望結合起來，或者調整情感的外在表達，使之

與被期望的情感表現保持一致bp。威廉姆森（Christine L. Williams）和康奈爾

（Catherine Connell）描繪了奢侈品零售行業的管理者依照「看起來好」和「聽起

來對」的方式挑選員工，她們用「管理者尋找已經具備特定慣習的工人」來表示

這個過程，這些「特定慣習」指的是與奢侈品的美學形象一致的人的「審美 

品質」（aesthetic quality）——這成為零售業指導勞動者行為的依據bq。與審美

品質相似的事物也出現在米爾斯（Ashley Mears）關於模特的勞動研究中，模特

工作的核心是「成為一個外形」，而這種「外形」的依據也是「看起來不錯」br。

而在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中，沒有確定內容的「情商」被用來作為評價主播行

為的依據。作為運用情商的主體，主播需要針對不同情境和不同的人迅速作

出正確的反應，所謂「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情商的強調，既給主播

提供了靈活應對的空間，又要求主播增進個人控制、運用情感的能力。儘管

「情商」似乎說不清道不明，但它卻真切地體現在進入行業、直播實踐、退出

行業諸環節中，對主播施以無形的約束bs。

無論是「感覺規則」、「審美品質」，還是「外形」又或是「情商」，在工作的

實踐中都發揮了規範化的作用，但這些發揮着規範作用的事物本身卻不是確

立規範。首先，它沒有一個固定內涵，只是「看起來不錯，聽起來不錯」。儘

管確立規範的內涵也可以隨着權力結構的不斷變化與生成而發生改變，但在

任何一個給定的時刻，確立規範必須是一種確切的事物。其次，它沒有指向

一個確切的作用對象，既可以用作對身體姿勢的要求，也可以對情緒抒發指

手畫腳。而確立規範建立在嚴格全面的分類之上，它針對的是身體運行的特

定部分。這些新的事物毫無疑問是權力控制得以實施的一種具體手段，對於

它們的理解，需要我們結合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特徵來加以探討。

二　從主體到載體：監控資本主義與下載勞動

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到來之前，資本對勞動力的控制是以去除勞動力的

不確定性為核心的，通過確立規範，資本及其管理者想方設法將勞動力擁有

的勞動潛力轉變為實際勞動。這裏的基本假定是資本無論採取何種手段（包括

技術和意識形態），都不能完全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源

於勞動者作為人的主體性。但是，監控資本主義有可能將作為主體的勞動者

徹底變成載體，而且這種塑造不僅在工作場所中，也在所有的社會空間（實體

或虛擬空間）中展開。福柯指出，作為科學話語的醫學語言不只是對病人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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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也是對病人的揭示，它把人們自身建構成科學對象，繼而使其成為被話

語塑造的存在bt。循此邏輯，監控資本主義也可以依託「巨大的他者」來創造

外賣騎手、網絡主播等作為載體的勞動者。這是通過對人們所處的「現實」的

塑造來實現的，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有關身體行為、思想、事物的數據都

成為實時動態的監控目標，進而產生了修改人和物的行為以獲取利潤和控制

的可能性。簡言之，「現實」被商品化和貨幣化並再生產為人的「行為」ck。

首先，在技術層面上，監控資本主義使得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基本消失，

勞動者徹底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所依賴的勞動潛力的「隱

藏」幾乎不可能，強大的技術平台和被技術主導的管理使勞動者的任何不配合

行為都無所遁形。簡言之，監控資本主義借助技術將工人從主體徹底塑造成

為載體。工人的生產工具——電腦和人工智能這些看起來幫助工人更有效工

作的工具，其實已經成為監控工人的工具。這徹底改變了人（資本家和管理

者）與技術的關係：以前是技術協作管理，現在是技術（算法）主導管理。在大

數據時代的平台經濟中，前所未有的技術可以用來測量、跟蹤、分析和執行

工作，這在泰勒制的時代難以做到。新的跟蹤和監測技術允許管理人員通過

積累和使用以前無法獲得的關於工人的數據，例如快遞員的工作軌迹、主播

的語言表情、話務員的語氣聲調等，從而在更加強化的水平上控制工作。如

果以前技術可以促進資本對工人的監控，那麼現在技術主導了整個監控過

程，工人的勞動更容易被看透。他們的勞動愈來愈容易被榨取，因為新方法

的湧現使得以前看不見的勞動變得清晰可見，這就在技術層面徹底消滅了勞

動力的不確定性。在勞資關係中，圍繞勞動力的不確定性的鬥爭，其實也是

關於隱私與監視的鬥爭——工人要保留自己控制的勞動力，而資本則致力於

將勞動力全部置於監視之下。一旦監視走到極致，就是工人徹底從主體性上

放棄了對自己擁有的勞動力的控制。質言之，算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老

闆」。電子績效監控、人員分析、界面管理和大數據採集提升了工人的工作強

度和工作壓力，剝奪了他們的內在生活和自我意識，他們會變得沮喪，感到

無力、被拋棄，進而徹底壓制自我。正在這個意義上，人不再是主體，而是

變成了載體。

其次，在規範層面上，監控資本主義通過移動互聯設備中的應用軟件（應

用程式或軟體，APP）塑造人們的心智。表面上，人們下載並使用的是智能手

機中的APP，但實際上通過使用條款和算法調控內嵌了權力關係、等級制度

和霸權，包含着一套被人們所自然化的「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動模式。監控

技術不僅與社會控制緊密關聯，也與勞動控制緊密關聯。目前，快遞員、外

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家政工等大量平台勞動者都必須依靠手機APP開展工

作，對於這些勞動者而言，APP不僅是技術載體，也是社會載體，內嵌了各

種社會關係和規範。在這個意義上，APP所帶來的不僅是技術控制，也是規

範控制。它試圖通過控制工人潛在的經驗、思想和感覺來引導他們做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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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要求的努力。在規範的控制下，工人的行為符合平台公司的最大利益，

不是因為他們受到實際的強迫，也不是純粹出於對經濟獎勵和制裁的工具性

關注，也不僅僅是他們的行為和活動被指定、評估、獎勵或懲罰；相反，他

們是由內在承諾、對公司目標的強烈認同，以及對工作的內在滿足感所驅動

的cl。從福柯的角度來看，通過監視施加有效控制的前提是，它被置於更廣

泛的統治結構當中。隨着計算機網絡系統的普及，人們已經發現他們的日常

活動愈來愈多地由數字化的系統來作為表達的中介。總體而言，個人往往在

許多活動中感到被暴露在連接到計算機監控系統的網絡環境中。監視成為了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一種日常規範，這強化了人們對於監視的

積極態度，渴望被數字網絡構成的「硅籠」（silicon cage）保護；APP也成為了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強化了工人在工作中對APP的積極態度。當

手機APP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愈加普遍的時候，工人可能會愈來愈認同在工作

中使用APP，而不會顧及隨之帶來的監控和隱私暴露，也不會考慮算法對工

作自主性的直接干預。因為在APP徹底席捲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時候，工作世

界概莫能外。

由此可見，有效的數據管理系統支持的先進技術的普及，提供了一種更

廣泛、更模糊，但看起來侵入性更小和更強大的監視手段。在這種情況下，

勞動控制的模式傾向於虛假的自我控制（pseudo self-control），這在很大程度上

依賴於外部機構或裝置的威懾效果。特別是在一個高度透明的社會中，大多

數活動都被在線數據監控網絡「捕獲」，侵犯隱私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認為「監控的生活方式」理所當然的態度盛行cm。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只

能選擇與不斷增強的監視技術共存。

馬克思把工人勞動看成活勞動，把機器和技術看成是死勞動。死勞動不

創造價值，它隨着生產過程發生磨損並轉移到商品中去，活勞動才能創造商

品的價值。這裏的核心是，死勞動需要活勞動激發乃至主導才可以發揮作

用。但是隨着技術的發展，這種關係可能顛倒過來，工人的勞動變成了技術

（或者人工智能）控制的勞動，死勞動主導了活勞動，或者說死勞動變得鮮活

起來。基於監控資本主義下活勞動與死勞動關係的反轉，我們嘗試提出「下載

勞動」的概念。下載勞動是指互聯網平台作為巨大的具備反思能力的實體，將

一套精密且動態調整的勞動控制模式「下載」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

工人固有的主體性。它具有如下四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從工作空間來看，

工人的工作空間源於虛擬空間的下載，只有當虛擬空間植入現實空間，工人

才真正獲得勞動場所。例如，只有當外賣騎手被外送平台指定了送達地點並

安排了最優路線，他們才得以確定現實中的工作路徑和地點。第二，從時間

來看，由於APP與工人之間的高度捆綁，工人隨時處在「下載」和「上傳」的狀

態中，他們的勞動時間既是線下的工作時間，也是在線的時間。第三，從人

機關係來看，手機等智能終端使得工人全面接入了人工智能體系，對工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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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載即監控，行為即數據。人機的無縫匹配，使得最先進的人工智能可

以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進而使得資本對勞動的榨取變得愈

來愈無遠弗屆。第四，從人際關係來看，無論是工人與管理者、工人與消費

者，還是工人之間的關係，都需要經過「上傳」和「下載」的過程，在互聯網平

台這個巨大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他者」的調控下，進行行為修正與行為學習，

並進行自我管理。

下載勞動是資本家的心智（mind）和勞動者的身體（body）的組合。下載勞

動意味着工人的主體性是一個具身的結構，他們得以像計算機一樣思考，同

時最大限度地冒着最大風險運用他們的身體來勞動，服從於整個資本主義體

系。下載勞動的核心就是結構嵌入在身心當中，每個個體都是主導性結構 

的具體表達。比如，工人按照社會定義的理想自我（如月入過萬元人民幣的自

由騎手、未來的小老闆），按照算法設定的一切來努力工作。下載勞動使得 

人成為支援APP的「硬件」。經過「下載」，工人可以隨時被植入系統，並按系

統邏輯和指令運作。在這一過程中，系統試圖抽離工人的自我，通過植入預

製的主導意識形態和行為模式，驅使工人按照預設並不斷優化的模式思考和

行事。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被定義為哲學的、本體論的和歷史的範疇，因為

它是人類起源的原則，沒有它我們甚至無法設想人類生活的基本輪廓。在資

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服從於資本積累，它被當成像買賣的商品，工人被異

化，但由於工人主體性的存在，也因此產生工人階級的持續抗爭。但是，監

控資本主義將工人從主體塑造成載體。下載勞動的存在使得勞動與人性完全

分離，勞動得以徹底從勞動者身上剝離出來，變成了技術支配的勞動，這構

成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危機。

三　常態規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

確立規範是在有限監控的條件下成立的勞動控制規範，正是因為主體性

的存在，才使得具體的行為約束成為必要。如前所述，監控資本主義催生了

下載勞動，工人的主體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工人處在幾乎無限的監控

之下，從主體變成了載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新的規範來認識監控資

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基於福柯的「生命權力」概念，我們認為，除了勞動

過程研究者熟悉的確立規範之外，勞動過程中可能還存在另一種需要認識的

規範。福柯認為，就生命權力而言，人們不再尋求一個最優模式，而是「對常

態的不同曲線進行測定，而規範化的操作將調整這些常態的不同分布，使最

不利的轉變為最有利的。⋯⋯規範是不同的常態中的一個作用。規範性居於

首位，而規範是從它推導出來的，或者正是從對常態的研究出發，規範得以

c187-202109024.indd   42c187-202109024.indd   42 6/10/2021   上午10:596/10/2021   上午10:59



二十一世紀評論	 43

確定下來並完成其操作性功能。⋯⋯這裏不是確定〔立〕規範（normation）的問

題，而是規範化（normalisation）的問題」cn。本文將這種規範稱作「常態規範」。 

在這裏，規範意味着最有利的常態。首先，常態規範建立在對於不同常態的

分析之上，它指向整體的良好運行，通過調整、排除的手段，使危及整體的

不確定性消除，維持良好的常態，在勞動中發揮規範化的作用；其次，常態

規範沒有確定的內涵，規範的對象從個人身體的運行變成了處於不斷流動狀

態的載體所構成的群體，比如街頭巷尾到處穿行的受到算法直接指揮的外賣

騎手。

常態規範允許個人的「自由」處置，這一點與確立規範尤為不同。在特定

的範圍內，確立規範無所不包，所有人都被吸納到這個權力體系中。但是，

常態規範是沒有確定內涵的規範，它驅使作為載體的勞動者基於被預製的思

考和行為模式在具體的情境中行事，並不指向一個確切的動作和行為。常態

規範不再尋找一個完美的資本主義生產者的模型；相反，它將所有能夠觀察

的勞動者納入分析之中，使他們身上的特質轉化為集體層面的分布，再提取

對資本剝削和掩蓋剩餘價值的最佳常態，進而加諸個人。以網絡主播為例，

作為常態規範的情商具有如下作用：一是情商來源於對主播整體的觀察分

析；二是情商在實踐中是一個可變的概念，隨着適用場景的變化而變化；三

是情商作為一種行業內公認的規範，參與了對於主播主體性的干預co。在這

個意義上，勞動的作用是幫助構建和維持平台的基礎設施，以及為數據中心

和算法的優化提供數據。這裏的數據不是客觀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數據

街頭巷尾到處穿行着受到算法直接指揮的外賣騎手。（圖片由陳龍提供）

c187-202109024.indd   43c187-202109024.indd   43 6/10/2021   上午10:596/10/2021   上午10:59



44	 二十一世紀評論

的創建不是中立或自然的，而是有框架和有背景的。工人利用平台的漏洞在

工作過程中摸索的「技巧」也是平台優化的數據基礎。例如，外賣騎手試圖通

過合作跑單等方式來實現自身的技術控制權和自主空間，但實際上卻被更深

地捲入到自己積極創造出來的更苛刻、競爭更激烈的勞動規則之中cp。

在上述過程中，一切與最佳常態的相關知識的生產都是在整體的層面上

進行的，它指向的是最佳常態在整體層面上穩定出現的概率；通過這個概

率，常態規範劃定了甚麼情況是好的，甚麼狀態是需要警惕的。當規範的干

預下降到個體層次，在調整、排除、篩選的過程中，個人面對總體上的龐大

架構，面對以維護整體安全為理由的權力技術，主體性被徹底塑造，表現出

對這個龐大的規範架構的屈服。常態規範的出現，使得勞動控制的重點不再

是具體的勞動者如何行為，而在於形成一種去除工人主體性的「超有機體」，

即每個工人既是直接接受指令的終端，也是按照事先預製並「下載」到工人身

心中的運作邏輯行事的個體。這使得每個工人的工作都能與勞動總量相聯

繫，而不需要在工人之間形成直接聯繫。儘管實際上工人的勞動是相互協作

的，但這種協作不是基於工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配合，而是工人被徹底原子

化以後基於技術操縱所形成的配合。質言之，過去的工人是生產系統的一部

分，是現代化的大型裝配線的一部分，工人與機器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替代的

關係。但現在經過「下載」，工人可以隨時被植入系統，並按系統邏輯和指令

運作，已經幾乎不存在工人替代機器（技術）的可能性。

基於常態規範和確立規範的對比，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既有的勞動控制研

究。如前所述，確立規範因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而生。資本家要充分發揮

工人的潛力，就必須擁有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控制是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問

題cq。控制的根本目的在於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因為資本家購買的勞動

力與勞動力的實現是有區別的，推動勞動力實現的過程充滿了緊張和衝突cr。 

這實際上表明了如下三點：第一，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是內嵌在資本主義生產

中的必然屬性；第二，資本必須設法控制這種不確定性以保證勞動力能夠有

效發揮，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剩餘價值的生產；第三，這種爭奪控制權的過

程充滿反抗。因此，工作實踐中出現的各類確立規範，一方面要規訓勞動

力，去除不確定性，使得它能夠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還要維持與再生產這種

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在這種控制思路中，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源自工人的主

體性，它可以被認識、被預計從而最終極大地服從於資本家的利益。布雷 

弗曼對這種確立規範有着非常細緻的刻畫：「這個人的各項工作細節都有規

定，鏟子的大小，鏟子插入生鐵堆的深度，一鏟生鐵的重量，走路的距離，

搖擺的弧度和施密特每次休息時間的長短等都有規定。」cs這一思路實際上是

把權力技術機制視為對工人而言的異己力量，因此緊張的衝突和激烈的反抗

是不可避免和普遍的，所有的控制本身就會激起衝突，但又設法徹底消減這

種衝突。

c187-202109024.indd   44c187-202109024.indd   44 6/10/2021   上午10:596/10/2021   上午10:59



二十一世紀評論	 45

常態規範表明了另外一種控制思路，它將接受控制視為工人內在的心

智，不關心單個的勞動力具體如何，而着力保證整體的安全，並使用調整和

排除的手段，在流動的基礎上使得作為勞動人口的整體能夠以一種最有利於

資本盈利的狀態運行。因而，衝突與反抗不被視作一個內在不可克服的問

題，而只是一種不好的狀態，可以通過調整、排除等間接的手段使得狀態自

行好轉。只要形成一種兼具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常態即可。在歷時的層面，常

態是過去既有的系統運行狀態的總結提煉；在共時的層面，常態又是一種正

在進行的實時調整的狀態。常態來自於勞動力本身的參與和構建，某種程度

上，這就徹底去除了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和勞動者的反抗。例如，模特的外形

規範本身是「浮動的」ct，關於外形的規範既沒有特定的內涵，也沒有固定的

指向。然而，經紀人關於外形的模糊規範確實發揮着作用，模糊規範將那些

看起來不好的姑娘淘汰掉，留下適應模特工作的人。這種外形的規範本身「恰

恰超出她們的視野範圍」，它的形成總是與成功的時尚雜誌的照片相聯繫dk，

這意味着規範本身是變化的，是管理者在市場喜好的基礎上，通過對於成功

者的總結而得出的，是一種對於最佳常態的追求。類似地，在奢侈品零售行

業中，管理者依據審美品質尋找合適的員工，而審美品質沒有確切的內容，

卻同時指向勞動者多種行為。在審美品質的作用下，管理者一方面招募員

工，另一方面大量解僱員工。零售業的不穩定就業形式，使得常態規範能在

勞動者大量流動的基礎上淘汰危及整體安全的個人dl。

確立規範和常態規範分別對應着福柯所論述的規訓權力和生命權力。福

柯在論述兩種規範代表的不同權力技術時，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增

大肉體的規訓和人口的調節，讓它們變得更加有用和馴服。它還要求能夠增

強各種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權力手段，而〔同時〕不至於使得它們變得更

加難以馴服」dm。就此而言，兩種權力技術在勞動中不是單獨運行，也不是一

個替代另一個的關係，而是交織在一起的；規訓本身會激起顯而易見的衝

突，這時就需要生命權力的技術使得整體人口馴服。這意味着勞動過程不僅

應該深入生產實踐之中，探尋微觀的確立規範，也應該觸及工作現場的範圍

之外、但切實在發揮作用的常態規範。

無論是布若威還是布雷弗曼，工作場所都是他們分析勞動控制的核心。

布雷弗曼將工作場所視為權力體系和階級對抗的場所，布若威更進一步認為

是車間裏產生的文化、組織因素主導工人的勞動過程dn。借助對生產中確立

規範的分析，既往研究將塑造主體的因素娓娓道來。但這種分析必須建立在

穩定的工作場所和工作中普遍的確立規範的基礎上。然而隨着監控資本主義

的發展，就業形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諸如彈性工作、靈活就業、非正規就

業等形式層出不窮，工作場所更是遍及所有的社會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穩

定的工作場所不復存在。尤其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下，社會生活中的勞動不

像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顯而易見，只有當工人以自己的身體為形式，成

c187-202109024.indd   45c187-202109024.indd   45 6/10/2021   上午10:596/10/2021   上午10:59



46	 二十一世紀評論

為用戶和平台之間的接口處時，勞動才會顯現。例如，當外賣員騎着電動車

將食物送到消費者手上時，而在其他時候，工人感受到的是一種相對不受控

制的「自由」處置。這也意味着穩定的勞動關係以及由此形成的各類社會關係

隨之削弱。隨着勞動者趨於原子化，管理者很難在生產實踐中提取出工人共

享的具體規範。

在這個意義上，下載勞動是一種「高監管和低反抗」的勞動。通常狀態

下，高度的監管可能引發勞動者較為激烈的反抗行為。但是，監控資本主義

通過對「現實」的塑造，成功地實現了「高監管和低反抗」的並存。因為這種高

強度的監管體系所確定的規則對工人是「自然」給定的、常規化的，勞資之間

沒有任何協商談判的餘地。儘管平台勞工也會採取各種手段來抵抗規則，例

如利用系統漏洞來爭取權益，構建社會關係網絡來化解矛盾，但是，這種反

抗只是有利於平台彌補漏洞，不斷優化算法，而不能給勞動者本身帶來利益。

四　結語

如果說過去的勞動過程研究意味着對於特定工作場所的勞動控制與反抗

的分析，那麼，在勞動日趨碎片化的情況下，這種分析只能愈來愈趨於分散

的、個體化的解釋。往往在一個行業的不同個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發現多

條並行不悖的勞動控制策略，並且難以分清哪種手法佔據主導位置，這導致

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碎片化的境地。對於各類控制策略、各類規範的概括分

析愈來愈缺少普遍性，甚至使得勞動過程研究轉變為對於繁瑣技倆的總結。

因此，如果說確立規範是一種中心化的規範，要求每個勞動者都按照它的模

式行動，那麼常態規範則是一種去中心化的規範，它的運行基於將個體作為

整體的元素處置，從而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考察勞動控制，避免研究出現碎

片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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