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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讨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前提的论

断.我们认为该论断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独特划分基础上的:资
本主义前史与真正的资本主义历史.«资本论»中所做的一些预设其实是资本

主义前史发展的结果,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交代资

本家的欲望来源.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化并非劳动力商品化的必

要条件.文中从理论与经验两方面的分析表明,相比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

化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将半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化的转化看成

是历史必然,这里,他只看到了资本主导的双向运动,而忽略了市场机制与社会

之间的双向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双向运动,我们应当把半无产阶

级化看作这两种双向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为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半无产阶级化　劳动力商品化　合法性危机　农民工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的形成时指出,货币向资本的转换需要在商品市场上

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商品

的雇佣劳动者;二是自由到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商品,他没有别的商品

可以出卖.双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或无产者是资本形成的两大条件.① 对此,
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和乔

万尼阿里吉的观点.

　　沃勒斯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劳动力在不断地被商品

化;然而“令人惊异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之高,而是无产阶级化的程度

之低.”② 他认为“无产者”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个人,而应置于家庭架构之下.
正是在家庭架构之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社会分界开始被强加到工人

阶级之上.非生产性劳动不产生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剩余”.即便以同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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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样工作,无产者家庭条件下的雇佣工人要比半无产者家庭下的雇佣工

人要求更高的货币报酬水准,这种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在起点上的差别源

于生存经济学.因而,雇主都宁愿雇佣工人生活在半无产者家庭而不是生活

在无产者家庭.

　　尽管阿里吉对生产关系取决于其在核心———边缘结构中位置的观点持批

判态度,但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必定依赖于全面的无产阶级化.他

(１９７０)通过南部非洲的经验表明:不论从本质上还是从其自身表现来看,无产

阶级化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

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为自己生产了的部分生存品.不过,
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向于瓦解.”①结合东亚的经验,他进而

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化,如非洲,还是半工

人阶级化,如东亚?
　　以这个争论为线索,本章在第一部分讨论了马克思如何得出“货币转化为

资本”的两大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生产社会化,社会化

生产方式不允许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

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

国的经验材料具有典型性.显然,马克思是在他的资本设定下来谈论资本的

形成,这种理论上的表述使得马克思不用考虑资本家当事人积累欲望来源的

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资本主义前史”.我们的分析表明,«资
本论»中的一些预设其实是“资本主义前史”发展的结果.从历史主义的角度

来看,无产阶级化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半无产阶级化

的阶级结构同样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之一,这是第二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通过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表明,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把半无产阶级化向无产阶级化转化看成历史发展

的必然过程,还有赖于普遍商品化假设.然而,在波兰尼看来,这恰是一个乌

托邦.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双向运动.这里,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导

的双向运动,忽视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没能看到社会主动性的

一面,这是第四部分的内容.事实上,半无产阶级化可以看作这两种双向互动

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为农民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文章的最后,我们

从这个角度初步探讨了农民工问题,并给出了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具体含

义.

一、无产阶级化与英国资本主义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经济史学家对英国工厂劳动的产生和发展的了解

① 乔万尼阿里吉,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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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深入了许多.在英美学界有一个关于英国工业革命中雇佣劳动力的出现的

争论.一部分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经济史家认为,英国的工人是被生活水平

提高的美景拉进工业革命的工厂的,而不是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被剥夺,被推进

工厂的.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化是资本的形成条件的命题尽管在«资本论»第１卷

“第二篇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有明确的表述,但这里的表述过于简单.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的规

定不仅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而且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的货

币.而“唯一能够构成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物和补充物的使用价值,就是劳

动”①,这就要求在市场上出现劳动力商品.劳动者之所以必须以出售劳动力

商品的形式参加社会生产,是因为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因为劳动

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了.这种分离是由社会化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

不允许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那种直接的结合、那种“劳动者对他的

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那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

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

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② 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

发展,它必将被社会化的大生产所取代,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必将被

分离所取代.

　　英国的农业革命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

英国的例证具有典型性.“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
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生产,实
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③他把英国式的“地主

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三层阶级结构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

大农业看作是现代化农业的典型形态,而把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道路看作

只是一种过渡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像英国这样无情

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

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
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④因

此,“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

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

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做例子.”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９６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８３０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７７４~７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６卷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６３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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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是形

成资本以及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掀起了资本主义变革的序幕.“掠夺教

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

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①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大量的

农民被强制性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

劳动市场,为城市工业造成了必要供给.他认为,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

过推动作用的变革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无疑,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却是

首要的因素,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圈地运动”使得商品市场出现了两极分

化,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需购买别人的劳动力

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总量;另一方面是双重自由的劳动者.一部分农村居民的

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

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消灭了农村副业,建立了国内市场.“只有消灭

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

的范围和稳固性.”②很明显,马克思这里并没有否认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

也可以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只不过它是资本主义前史的范畴.③ 因此,与其说

马克思是从英国的经验材料得出劳动力商品化的两大条件的,不如说英国的

具体实践能够恰当的诠释马克思的理论,为它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有两个从表面上看似乎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另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资本形成的条件.他把原始积累看作资

本主义前史,原始积累的结果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因此真正的“资本关

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

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

离.”④而资本主义关系之所以能够发展还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全面化,无产阶

级的全面化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为其提供了生产要素.威

廉拉佐尼克通过二手资料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研究表明尽管马克

思过于强调１６世纪早期和１９世纪早期的圈地运动造成农民大量流失这个后

①
②
③

④

同上书,８０１
同上书,８１６
“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

那样低得可怕.全家人从自己的小园圃和小块田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由于竞争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
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
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
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
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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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且对工厂劳动力出现的分析并不充分,但是,他关于无土地的无产者产

生的这个基本论点是站得住脚的.① “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和农业部门雇佣

劳动力的出现,是以工厂制度出现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先决条

件.”②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要点在于强调财产关系变革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前

提.就连对马克思的这两大条件持批判态度的阿里吉也承认“资本主义发展

预示着农业生产者从维持他们生活的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的论点,作为

描述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则具有某些合理性.”③因而,无产阶级化

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作为结果的无产阶级

化,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前提;作为条件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

果,推动着“资本主义前史”向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把真正的资本关系设定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这种理论表述易使

我们产生误解.马克思韦伯不无道理的指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其实是一

个“理想模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抓住历史现实,就是因为它以一种真正资

本主义关系的理想的、典型的内部组织形式科学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④

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框架中之所以无产阶级化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
是因为真正的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为前提的,双重自由劳动

者只能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雇佣关系的发展必然会

促进无产阶级的全面化.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理论假设,使得马克思不

用回答资本家当事人为什么要追逐为积累货币而积累货币这个表面看起来非

理性的目标,不用区分劳动力商品化与无产阶级化之间的关系.

二、无产阶级化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吗?

　　马克思将历史过程分为资本主义前史与真正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将资

本设定在一个普遍化的商品经济背景下⑤.在这个设定下“货币是一切权力

的权力”.这样,尽管“积累啊,积累啊! 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是马克思的名

言,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却没有资本家积累欲望形成的位置,也就

是说资本家的积累欲望是给定的.这个给定的行为模式不仅推动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还推动着原始积累.在早先一篇文章中,孟捷教授(２００７)在探讨马克

①

②

③
④
⑤

WilliamLazonick．“KarlMarxandEnclosuresinEngland”,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Ｇ
nomics,vol．６,１９７４,１－３２．

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 徐华、黄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

同上书,８４
同上书,１１
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

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力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资本论[M] 第１
卷１９３(脚注),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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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时就指出,为了揭

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结构,马克思预设了由资本家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行

为和动机.他假定:(１)资本家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２)积累是

资本家特有的行为,积累的源泉仅仅来自剩余价值.① 然而,正如罗伯特布

伦纳(１９８５)所说,世界市场的形成天然没有能力产生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除
非在地方水平上预先存在着适当的社会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生产组织者

必须丧失了再生产他们自身的能力以及在他们市场经济之外原有的阶级地

位,这就要原有的特权阶层放弃特权,让货币成为一切权力的权力.但问题是

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英国的工业革

命,回到原始积累时期,回到资本主义前史.

　　在英国,１５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

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类:一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

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另一类是少数真正的雇佣工人,甚至这一类,除了工

资,还分得一些耕地.此外,他们也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封建主的

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数量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

农的人数.此时,王权、教会、大封建主之间保持了一种均势.王权就是国王

的政权,或者说,就是以国王为代表的某一政治疆域内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力的

体现.资产阶级与行会的手工业师傅以及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是对立的.
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兴起,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

国内市场的要求.资产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给王权提供货币.在资产

阶级的支持下,国王组成了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官僚政府.最终王权战胜了地

方封建割据势力,为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自身经济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足于王权

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如封建割据状态消灭了、市场统一了,贸易条件改善了等;
而是对王权的专横行为的容忍达到了极限.资产阶级在与王权的斗争中,最
终取得了胜利,使得“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业骑士

排挤掉佩剑骑士,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

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②.封建制度就是以“货币权力”战胜“地产

权力”而告终.③ 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资本家代表的“总资本家”,“现代

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

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
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

①
②
③

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７８３
同上书,１６７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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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①

　　工业资本家的崛起,改变了阶级斗争的格局,使得权力来源发生了变化.
权力大小不再取决于土地规模,也不再取决于领地内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

财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上层建筑上的表现就是将“权力还原为财富”的制度

创造,也就是“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这些将权力还原为财富的制度导引

并强化了工业资本家的行为动机,进而形成了一个正反馈过程.霍布斯注意

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演变,把它表述为“财富就是权力”.这一直白的表述背

后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斯密也在“财富”与“权力”之间建立了联

系,对这一历史分野做了进一步阐述,明确了市民社会的权力与特权阶层的权

力之间的差别.“挣得或继承了大笔财富的人,并不必然挣得或继承任何政治

权力,无论是民事权还是军事权”.财富可能为其持有人带来“获得这两种权

力的手段”,但“并不必然赋予他其中任何一个”.② 这里,斯密把货币只当作

支付手段,而忽视了财富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但它可以迂回的方式

提供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建立的,货
币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权力以及它如何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联系,但“他全部

工作的含义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无休止’的积累是权力的主要来

源”③,“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④ 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

德尔总结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货币财富的体现.”⑤

经济和社会体制是紧密相连的,将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相同的经济措施在

一个国家可能会导致成功而在其他国家可能会导致失败,这取决于一定的社

会政治前提.⑥

　　可见,«资本论»里的一些作为前提或预设出现的命题,其实是资本主义前

史发展的结果.从历史逻辑上看,确切地说在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完成之前,无
产阶级化并不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劳动力商品化只是以获取利润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５３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１５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M] 路爱国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７
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６５０,注
厄内斯特曼德尔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 孟捷、李民骐译 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９
格罗詹纳认为同样是采取进口替代政策,之所以东亚,尤其是日本成功而印度和拉美国家

的失败,要归因于对社会统治阶级的特权消灭程度.日本在对外开放初期,将社会统治阶级的特权以
一种历史性的方式予以剥夺.日本社会特别强调社会的公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企业联合
体、终身雇佣制以及企业共同决策.尽管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政治自由仍受到
压制,他们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促进社会的平衡.印度的官僚主义和南美社会“精英们”起到了相同的
作用:对内限制竞争,对某些经济集团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使这部分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变得更加强大;
而对外消灭竞争则更能够使其获得更有保障的利益.格罗詹纳 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制度的
胜利还是失败[M]宋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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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私人雇佣关系,就英国在圈地运动之前,劳动力商品化显然已经存在,
可以说正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扩散为“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的制度变革奠定

了经济基础,但是这一阶段并不必然存在一个全面的无产阶级.在全面的无

产阶级化之前,半无产阶级化或局部的无产阶级化是先于其与劳动力商品化

相结合的.因此,无产阶级化并不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必要条件①.列宁

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就发现农村中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农村无产阶

级,即具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并指出俄国农村无产阶级的最典型代表是

具有份地的雇农、日工、粗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而不是无产的农民.

　　“这里应该添加道:在我国的文献中,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理解这个理论

原理,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土地工人.这个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指

示着基本的趋势,可是资本主义之渗入农业却特别迟慢,并且以极端多样化的

形式.农场工人之被分予土地,常常是有利于农村经营主,所以具有份地的农

村工人这一类型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这个

类型采取着各种不同的形式:英国的草屋者(cottager)不是法国或莱茵省的零

细农民,而后者也不是普鲁士的贫农或农奴它的一小块土地所有权之法

律基础,对于这种资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②

　　显然,列宁已经不把无产阶级化看作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半无产阶

级化如英国的草屋者、法国的零细农民、普鲁士的贫农或农奴也可以与劳动力

商品化相结合.尽管俄国的实际历史情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命题不一致,
但列宁并没有否认马克思的观点,因为“它指示着基本的趋势”.

三、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还是结果?

　　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化看作资本形成的前提,是出于真正的资本关系的视

角,而不是从历史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的.从历史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无产

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哈里布雷弗曼从资本本性的

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家庭的作用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是主要的.尽管资本主义准备破坏这种作用,但它还

没有渗入家庭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阶段,食品加工一方面是农村家

庭内部的份内事情,另一方面也是一家人的份内事情.随后资本主义发展的

结果是,产业资本挤进了农村和家庭,夺走了这两者的所有加工职务,使得食

品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成为商品.食品和家庭其他基本用品的工业化只是过

①

②

这里应当指出,无产者应当以“户”或家庭为单位.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会造成社会以原子式的
个人为单位,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已经退化,但是家庭作为消费单位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仍然
保留下来.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３３~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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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完全依赖于市

场.对以前由农民家庭或其他各种家庭进行的劳动过程的这种征服,扩大了

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受资本剥削的“劳动力”数量,使得农村家庭进一步无

产阶级化.这种新增加的工人,是从这些劳动过程以前的所在地(农村和家

庭)招来的,大部分是妇女.他还注意到了一种马克思所不曾观测到的情况,
新兴部门(这里指服务行业)中的大部分工人的工资水平处于工人阶级的低薪

阶层.①

　　沃勒斯坦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角度给出了解

释.他认为半无产者家庭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适宜的土壤,只不过资本主义

的发展促使无产阶级的全面化.因为,市场经济下多数交易是在商品链的中

间生产者之间进行的,“中间市场”上的价格争斗,反映了买主力图从卖主手中

夺取商品链上由先前总劳动过程所实现的一部分利润.这种争斗不仅取决于

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供求关系,还要考虑到垂直一体化与“水平”垄断.资本家

为获取商品链上更有利可图的连接点的竞争,会导致生产过剩.之所以出现

生产过剩,是由于某些产品缺乏足够有效的世界范围的需求.解决问题的唯

一方法向来是调整生产关系,增加劳动力实际收入.其中最有效和最直接的

方式之一就是使自己的劳动力进一步商品化.这样,劳动力的利益与少数企

业主的利益相吻合,他们在生产和政治领域联合起来,在某些地区深化了无产

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得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

应的调整,后果就是全面的无产阶级化②

　　然而,我们知道,法国的路线是广泛的小土地私有制,它不同于普鲁士道

路———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大农场;后者也不同于美国路线———中小型农场植

根于市场,但它们毫不例外地都踏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从发展的角度,从
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来看,即使它们最终都实现了

全面的无产阶级化,难道不更应当把它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从东亚的经验材料来看,相比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化更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前提,尽管随着经济发展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加强了.日本在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年进行了彻底的全面的土地改革.通过土改,佃农在农户总数占的比重从

４８％下降到１２％,而自耕农所占比重达到８８％.正是在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的

基础上,日本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进入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在日本,按照

农民从事职业的情况分成三类:一是专业农户全部家庭劳动从事农业,不在农

业以外的部门兼业;二是农业为主,兼搞他业的,称为第一种兼业农户;三是他

业为主,以农业为副业的,称为第二种兼业农户.１９７９年,兼业农户已占总农

①
②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２３９~２５０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丁浩金译 历史资本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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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８７．５％.而且,第二种兼业农户激增,占总农户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１％
增至１９７９年的７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３０年来,工业发展已经把大约一半

以上的农民变成保留一点土地的工人,换句话说,已经显示出无产阶级全面化

的趋势.

　　无独有偶,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半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
在日本占领期间,为了扫清兼并土地的障碍,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台湾传统的土

地占有制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大租户”享有的特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

从表面上看,是允许农民购买土地,但实际上是为日本殖民者兼并土地大开方

便之门,如 １９３９ 年日本 ６ 家制糖企业就占有了台湾当时耕地总面积的

１３．４％.这使得台湾的佃户占到总农户的４０％左右.与之相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经过第一次土地改革,佃户无产者的数量大幅减少,在１９５９年,自耕农

就占农户的５８．５３％,如果加上半自耕农则高达８０．７６％.然而,这却正是台湾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尽管经济的发展也暴露了这种小土地所有制上的弊

端,并促使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使更多农民摆脱土地束缚,实现较大规

模的农业生产,使劳动力转到其他行业,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①不难看出

列宁所说的“基本趋势”在这里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和中

国台湾都是在未剥夺农民工土地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应该也会迫使我们)修
订有关‘原始积累’的目的论假设:通过原始积累,剥夺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

必然产物.”②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英国的经验材料,事实上,无产者在发达国家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马克思所描述得那么直接.比如,拉佐尼

克所注意到的,马克思虽然将工场手工业时期提升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

一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却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证明这一点③;历史研究表明,

１８世纪最后几十年工厂制度出现之前最重要的生产组织是建立在外包制基

础上的家庭工业,而不是工场手工业.家庭工业使人们可以继续维持传统的

农村生产方式,而劳动过程控制权也就相应地留在家庭之中④.又如,卡尔
波兰尼曾指出,１７９５年出台的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Law)“不是致

力于建立劳动力市场,而是倾向于大力强化劳动组织的家长制度”⑤,它起到

①
②

③

④

⑤

何虎生、王成俊主编蒋介石初上台湾岛[M]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８２
GillianHart．DisablingGlobalization:PlacesofPowerinPostApartheidSouthAfrica,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２,２０１．
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曾经指出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出现之前,手工工场确实没

有占过主要地位.“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地出现,绝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
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展的时候”.马克思机
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１９９

威廉拉佐尼克著车间的竞争优势[M]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７~６１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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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半工人阶级化相类似的作用:严重地压低了工人的工资,阻碍了自由劳动

力市场的建立.尽管随之所产生的大众的非人化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开始失去

活力①,并严重地束缚了工业自身的能量,使得它在１８３４年被废除,但１８０１~
１８３１年间也恰好是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时期②.在论及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影响

时,他强调“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诞生之日”③.

　　以上分析表明,相比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化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

提;把无产阶级化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比看作前提要更确切.这样我们

就可以回答阿里吉的问题: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基础是半无产阶级

化,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有无产阶级全面化的趋势.

四、合法性危机与半无产阶级化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的形成建立在无产阶级

化的基础上,还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列
宁称之为“基本趋势”,布雷弗曼把它看作“无所不在的市场”,沃勒斯坦称作

“万物商品化”.马克思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认为英国的例子具有典型性.
与之相对,波兰尼认为,尽管资本主义要让社会运转从属于市场,使得社会关

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但是这个目标不曾也不可

能实现.波兰尼反复强调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

邦,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波兰尼指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普遍化的商

品经济,意味着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

和自然环境的毁灭.这项论证的根本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的和虚拟的商品

之间所作的区分.在他看来,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

的市场”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导
引下之有计划的干预活动,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即土地、劳动力和货

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之中,把它们变成“虚拟商品”.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

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的“市场社会”,称
之为“大转变”———人类基本生计模式(livelihood)的根本转变.市场社会是

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

由此引发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这两种运动是共生共存

①
②

③

同上书,８２、７０
在１８０１~１８３１年间 GNP增长率为３．１％,而之前的１７８０~１８０１年间与之后的１８３１~１８６０

年间分别为２．１％、２．２％.详见,P．M．DeaneandW．A．ColeBritishEconomicGrowth１６８８~１９５９,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２,７８,１６６,１７０．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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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市场越

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的趋势就越是

强固.在波兰尼看来,从１７９５年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到１８３０年以后陆续出台

的各种“济贫法案”,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

和罗斯福“新政”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但是,若这种努力不能奏效,其结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他写道:

　　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

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
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①

　　这两种张力导致市场社会存有两种危机倾向———营利性危机和合法性危

机.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确保一个足够的利润率水平的同时,又能

够做出一个对工资的预先承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是劳工力量的增

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资本陷入劳工反抗运动的漩涡之中.对劳工运动的

妥协,会使得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营利性危机;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资本为了获得一个足够的利润率水平,必然要打破现有的社会合约,增强劳动

力商品的使用效率,这样就会产生劳动的抵抗,诱发合法性危机.因而,合法

性危机只能通过劳动力一定程度“去商品化”或者维持现有社会合约来消

解②.半无产阶级意味着劳动者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分离,这使得劳

动者在面临劳动力是否商品化的问题上,不再只能被动的选择,而具有了真正

的选择权.尽管,只要这些生产资料不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生产资

料的所有权就是“虚假的”③,但是半无产阶级化却可以承担劳动力“去商品

化”的职能,是社会为反抗市场、劳动力商品化而采取的行动,即“社会的自我

保护运动”,在市场社会未建立或者未完善之前起着必不可少的过渡作用.从

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仅仅将半无产阶级化看作由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以及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产物,还应该看到它的合理性.

　　尽管经常把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相类比,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劳

动力商品的虚拟性质,认为要想使劳动力变成商品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只不

过马克思把这些条件归结为无产阶级化.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波兰尼都认为劳

动力是一种虚拟商品,但与波兰尼从正面论述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性不同,马克

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性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深的隐秘”.在马克思看

①

②

③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３

BeverlyJ．Silver,Workers’MovementsandGlobalizationSince１８７０,Cambridge,CamＧ
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柯亨认为无产者具有拒绝为任何特定的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right),也有具有拒绝为一切
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但事实上无产者没有与第二种权利相配对的权力(power).尽管半无产者拥
有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工作的权力,但是只要出卖劳动力,实际上半无产者并不具它(GA 柯亨著,岳
龄译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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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其使用价值能够生产出超过劳动

力商品价值的价值量.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采取各

种手段剥削雇佣劳动者,这样在生产过程中“冲突”就成了劳资关系的基调.
在«资本论»第１卷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双向运动———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对

剥削的反抗以及资本家对这种反抗的克服,只不过这种双向运动是资本主导

的.而对波兰尼来说,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性,在劳动力市场创立或者运行之际

就已清晰可见.在市场制度的扩张和深化试图将劳动力和其他虚构商品全都

卷入价格机制的调节范围的同时,会产生“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如通过社会

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和工会等一系列的机制,保护劳动力,试图使劳动力一

定程度地“去商品化”①.市场社会中的这两种张力使得普遍的商品化不可能

完成.② 波兰尼描述了这一转变在生产过程之外受到的阻力,表现为市场机

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在马克思的框架中没有“合法性”空间,从这个意

义上说,马克思绝对化了商品化的普遍性,过于强调了这个“基本趋势”.

　　因此,仅从资本和劳动这个双向运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化

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主动性的一面,从社会和市

场这个双向运动来看,半无产阶级化是社会“大转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确保社会形态间的平稳过渡.这样,半无产阶级化一方面可以与劳动力

商品化相搭配,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劳动力一定

程度地“去商品化”相结合,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所以,我们应当将半无

产阶级化看作资本与劳动以及市场与社会这两种双向运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半无产阶级化向无产阶级化转变不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结果,而是需要一定

的条件,如市场社会体系的构建.

五、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商品化与中国农民工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不用多言.对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量

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著述,近年来已有一些综述性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

括.③ 但是这些研究鲜有涉及工厂中农民工是如何出现的,由农民到农民工

①

②

③

比如国家干预的两种形式打破了工人对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依赖,也即打破了劳动力再生产
与生产活动之间的连带关系:一是社会保险立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在最低层次上不再依赖于参加生
产活动.二是国家直接限制管理统治的方法,如强制的工会承认、申诉机构和集体谈判都起到了保护
工人免受任意的解雇、罚款和减薪的作用,进而增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自主性,使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
过程的统一发生了明确的分离.

BeverlyJ．Silver,Workers’MovementsandGlobalizationSince１８７０,Cambridge,CamＧ
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１６~２０．

如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
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涉及了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研究、
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社区的研究等.可参见谭深农民工流动研究[J] 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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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流动”或者说“推拉”问题①,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关系到生计模

式的“大转变”.拉佐尼克对英国经验材料的分析就表明由农业劳动到雇佣劳

动的转变,机械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家庭工业的实际

“寿命”比马克思描述的要长久的多.即便在中国,家庭工业在“大转变”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吴承明研究员在研究工场手工业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时,就发现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劳动或外包制颇为流行.② 农民工

是中国这次“大转变”过程的一个伴生物,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意涵丰富的词语③.农民工可以指拥有农业户口但

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即从职业身份上说,农民工是工

人,但从户籍身份上说,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农民工又可以从劳动力使用方式

的角度来理解,这时“工”指的是私人雇佣关系下劳动力使用方式,也就是劳动

力商品化,“农民”则指的是传统经济下劳动力使用方式,与私人雇佣关系相

对.传统经济不仅限于农业,还包括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之所以强调“农
民”特征,是因为当事人拥有土地,尽管只是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视角来看,
农民工一方面指的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出卖劳动力,但却拥有退出而从事传统

经济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指的是由传统经济下劳动力使用方式向劳动力商

品化的过渡.我们把农民工的这种境遇称为半无产阶级化.因此,中国农民

工的半无产阶级化特殊性就在于半无产阶级化一方面与一定程度地“去商品

化”结合,另一方面它又与劳动力商品化结合,但这两种结合的结果并不是富

有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商品化,反而是缺乏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商品化.在文章

最后结合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们探讨了半工人阶级化的具体表现,把它作为

对本文的总结.

　　我们认为,农民工问题应在政府政策背景下来看待.为了越过劳动力商

品化阶段,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计划而不是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为

了实现政府推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农村通过“三套马车”制度为工业提供积

累资金: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随着前两项制度

的废除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中原有的“去商品化”制度结构开始逐步瓦解

了,农民工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逐步变成由许

多互相联系的活动结成的紧密网络,人们就愈加原子化了.农民工在与资本

①

②

③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下,人
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是移民生活条件改善
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

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市场近代史经济史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６１~
１８５

对该词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见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些农民
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
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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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半无产阶级化条件下的劳动力商品化是一种缺乏

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商品.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带着土地”进城、进工厂.半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结合的第一个

表现就是“带着土地”进城,进工厂.在改革前,我们为了规避劳动者被剥削的

资本主义阶段,走的是劳动力“去商品化”道路,通过计划而不是市场来发展经

济.农村实行的是社队生产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尽管存在着大量剩余劳

动力,但是,制度性障碍束缚了农户多样化的生产能力,如出售农产品、手工产

品或者出卖劳动力以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为农

民工劳动力市场供给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使得农户生计多样化的能力由潜在

的变成了现实的.国家权力推动的中国式“积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

业,与民营经济一起构成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国内需求方.从国际市场上

看,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克服营利性危机,资本一方面通过分

包的形式将低附加值的业务层层下包;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外逃”来削弱劳工

的权力,比如“逃逸工厂”和“并行工厂”,促使国际分工“垂直化”.它构成了农

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国外需求方.国内需求方与国外需求方的出现为这种能力

提供了实现途径.当自愿出卖劳动力的雇工与需要购买劳动力的雇主同时出

现在市场上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带着土地”进工厂的农民工是劳

动力使用方式改变的结果,而且这种改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由于农村人口增

长,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使得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另一方面,涉及生产

关系的改变,由自我雇佣到出卖劳动力.随着集体所有企业的改制,越来越多

的农民工由“在乡”变成了“进城”.

　　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离.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条件和需

求条件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即农民

工劳动力使用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的分离.农民工的工资只是相当于部分劳动

力商品价值,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还需要农业收入或是其他劳动收入来弥补.
即便在他们能够在城市和东部新兴工业地带找到工作的最好的情形下,他们

的工资收入也多半只是包括了他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马克思在批判

工资铁律时就指出,所谓工资铁律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制度使得

雇佣劳动者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工资.只不过,半无产阶级化

和劳动力商品化的搭配使得农民工的工资还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且

还是农村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吉莉安哈特在«去全球化»一书里比较了南非

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

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

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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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① 在农民工的收入中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
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上述这些

原本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应有的重要内容,被农民工的雇主剔除出来,交给

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家乡来承担.对此,潘毅、任焰(２００８)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

概括:

　　我们从“农民工”这个语词的构成便可以看到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

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错位.而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过程

的独特之处.“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

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这一

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

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

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

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

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

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

表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一群体在城

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只能长期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

态之下.

　　劳动关系经济上与法律上的分离.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市场

社会中不仅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双向运动,还有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

动.社会为了保护劳动者权利,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比如最低收入标准,社会

保险等.雇主为了规避社会对资本的制约,当然希望劳动合同仅仅是虚构的.
工人单独行动的权力与工人集团集体行动的权力是不同的,“老板不听一个家

伙的诉苦,但必须听工会的谈话.”但是,工人集体地进行交易,就使得保留劳

动力的抽象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威胁.罢工是从某些资本家那里收回劳动力而

又不供给别的资本家.罢工就是一种现实的威胁,集体行动能使工人的地位

获得极大地改善.② 但目前中国很少有农民工组成的工会,单个农民工不具

备和雇主博弈的权力.在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失衡的

权力格局,它使得雇主可以与农民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不形成法律上的

劳动关系.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指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相当于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资本家实际看重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因为劳动力

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具有生产超出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的潜质,所以作为劳

①

②

GillianHart,DisablingGlobalization:PlacesofPowerinPostApartheidSouthAfrica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２．

GA柯亨著卡尔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 岳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１９８９２５７~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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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商品等价物的工资是可变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劳动者和雇主所

签订的合约是不完全契约.但很多农民工却没能与雇主签订任何受法律保护

的劳动合同.这样,“拖薪”、“欠薪”本是偶然性事件,现在却成了常发性事件,
甚至出现了“开胸验肺”,同时也增加了“讨薪”的难度.

　　周期性失业.尽管半无产阶级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结合能够降低工业化

成本,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上述积累方式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进而依赖于国

外市场.因此,需要一套积累体制来支撑这种增长方式,比如偏向资方的政策

导向以及充分竞争的国内外市场等.自改革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促进

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相比雇主的利益,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一方面国家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法律去维护工

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对干部的考核转向以地方经济表现为基础,使得地方政

府在实践中表现了明显的亲资本立场,默许资方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潘毅、
卢晖临、张慧鹏,２０１０).而竞争性的国内外市场使得农民工的这种低工资成

本与高劳动力素质优势可以充分发挥.这样,尽管低工资水平①是我国内需

不足一个重要因素,而不利于资本积累,但外部的国际市场弥补了消费不足的

影响,使得这种结合促进了资本积累.在国家强调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这种

资本积累方式得到了加强.这些政策与竞争性的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形成了

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强化了原有的户籍制度和农村耕地集体所有

制.它们一起支撑了这种积累方式,并将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定格”在
半工人阶级化上,使他们不能转变成真正的工人,只能处于农民和工人这两种

职业之间的尴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农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了,也
不能说城市化结束了,无产阶级化过程完成了.在这种积累的社会结构下,由
于内需不足,致使资本积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国际市场的景气波动,很容易

就传导到农民工所在劳动力市场.当处于经济周期的萧条时期或经济危机期

间,大批农民工就会失业,他们将返回农村,又变成农民,形成周期性失业.这

种风吹草动,使得农民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览无余,可以说目前所发生的

民工荒恰是周期性失业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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