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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觀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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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對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專門的研究﹐

所能貢獻給各位的﹐僅僅是一些個人零星的觀察和不成熟的思考﹐

這些肯定都不在學術研究之列﹐惟一的希望是它們能成為學術研

究的資料。本人把它們放入沿時間~歷史的敘述之中。 

                                     
1 本文曾載《領導者》雜誌 2011 年第 12 期﹐作者略改。 



 2

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因此﹐究名實往往是文章的第一

步工作。本文要討論的“工人階級”究竟說的是誰﹐是馬克思意

義上的近代產業工人麼﹖應當說﹐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會人文

領域﹐任何概念的邊界都該相對模糊﹑相對開放才好﹐因為它們

所對應的現實本來如此。我讀中共早期文件時﹐發現他們面對“工

人階級”這個中國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時﹐也是閃爍不定。一方面

是他們要大力發展的﹑能與歐洲工人運動接軌的“鐵路工會”﹑

“冶金工會”﹑“海員工會”。另一方面是從悠悠歷史中走來的﹑

工不工農不農的“手工業工人”。前者雖然條條達標﹐但規模可

憐 — 中國當時的海輪就沒幾艘﹐海員工會又能湊多少人﹖後者

按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雖然缺斤短兩﹐但畢竟人多勢眾。當代的“工

人階級”會讓人產生類似的糾結。2 例如農民工﹐農閑在城裡﹐農

忙回鄉下﹐今天蓋樓﹐明天看門﹐後天流浪﹐對於相對穩定的概

念﹐實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們

算不算“工人”是成問題的。最近中國的“左派”陷於分裂﹐其

中一派特別激進的就認為﹐“工人階級”不應是現代大企業中﹑

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應是在城鄉間頻繁流動的“農民工”﹐

或“流民”﹐甚或“流氓無產者”。3 他們雖不一定明說﹐但確有

這樣一個意思﹕工人階級是毛時代的貴族階級﹐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園裡唱“紅歌”﹐把頭埋進往日的回憶。這樣的觀點雖不

                                     
2 在中文裡﹐“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常常混用﹐為近義詞乃至同義詞﹐但在

某些場合區別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勞工”﹑“職工”也是若即若離。我的

印象中幾十年前工廠的工人才叫“職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學者同事﹐也都叫

“職工”了。如今又有人將“工薪階層”英譯成“working class”﹐實在是渾成。 
3 不久前當歐洲發生騷亂時﹐激進的左翼理論家便馬上指出﹐這正是流氓無產階級的

國際版（〈暴亂﹗﹗﹗德國流氓無產階級打出蘇拉密畫像﹐喊出雷人口號﹕“任何地

方都是倫敦”﹗〉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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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倒也不無道理。因此﹐在討論“中國當代的工人階級”時﹐

需要有道牆﹐只是牆別太高了﹐以方便腿兒長的進進出出。 
 

 

中國古代的商業經濟相對發達﹐有些產業具有相當的規模。例

如鹽業﹐就可以說是個支柱產業﹐鹽政則是社會管理的重要部分。

距今兩千年前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以及會議論文集《鹽

鐵論》成為後來兩千年中華帝國統治的一塊理論基石。到了中華帝

國末期的兩百多年前（1887 年）﹐一名叫弗吉爾‧哈特的美國人

造訪了有著兩千年鹽業史的自貢﹐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慨嘆﹐全世界

哪兒能找到年代如此久遠﹑規模如此宏大的企業。據同時期一位縣

太爺的觀察﹐在鹽場運水的挑夫就數以萬計。不過﹐有點不幸﹐關

於這些工場的工人生活以及階級關係包括勞資關係等等﹐就筆者有

限的閱讀而言﹐歷代似乎並未留下太多的記錄。我們都知道﹐古代

中國文人的書寫工具是毛筆﹑墨和研磨的硯臺。產自端州懸崖峭壁

的端硯最為文人所寶愛。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詩人李賀曾用瑰麗的詩

句讚美製硯工人巧奪天工﹐說他們“磨刀踏天割紫雲”。有趣的是﹐

到了把工人階級奉為“第一階級的”﹑並不憚氣力搜羅勞動者史料

的毛時代﹐這句詩被唐代詩集的編纂者當做詩人同情和熱愛勞動人

民的有力證據。毛時代以後的幾十年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相當繁

榮﹐不過經濟史中工人階級狀況卻不在聚光燈下。吸引學者尤其是

大眾興趣的﹐還是資本家階級的“徽商”﹑“晉商”之流﹐即這個

時代人人都想成為的那類人的鼻祖。 
西方資本主義從 19 世紀開始向中國的擴張﹐不但造就了中國

革命﹐也造就了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與中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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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關係很有意思。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工人階級”基本上就

像蘇聯飛機撒下的一張傳單﹐中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拿著傳單

上的畫像按圖索驥﹐尋找據說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工人階

級”。這個階級中國確實有﹐但由於規模太小﹐在中國近代的大

舞臺上基本上屬於那種沒兩句臺詞的演員。就拿中國經濟比較繁

榮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4 中間的 1933 年為例吧﹐那年的全國

工農業總產值是 249.55 億元﹐其中屬於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

佔了 87.7％﹐剩下的區區 12.3％才歸現代工業﹐5 能容納多少工人

階級呢﹖但既然中國革命選定了蘇俄道路﹐既然蘇俄道路上的

“工人階級”一馬當先走在頭裡﹐中國革命也只好將工人階級奉

為領導階級。中共早期的骨幹或實幹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鄧

中夏﹑張國燾等人於是跑鐵路的跑鐵路﹐下煤礦的下煤礦﹐又是

組織工會﹐又是發動罷工。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中﹐他們領導

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與北伐軍裡應外合﹐解放了這座

遠東最大﹑也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隨後的“四一

二政變”中﹐蔣介石的部隊輕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還砍了許多

共產黨員的腦袋﹐結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敗。挫敗之後﹐一

些中共領袖緊緊攥著那張俄國傳單不放﹐對工業化的城市戀戀不

捨﹐繼續在大城市裡開會﹑串聯﹑撒傳單﹑貼標語﹑組織罷工﹑

發動起義﹐以及 — 東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等則

轉變了思路﹐雖然他們嘴上須臾不離“工人階級”﹐但他們的腳

卻走向了廣闊無際的農村﹐把農民當成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至

                                     
4 據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1912~1949 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

5.6％﹐1928~1936 年則為 8.4％（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1074 頁）。 
5 中央財委編﹕〈1949 年中國經濟簡報〉﹐轉引自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

濟史》上卷﹐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 2010 年﹐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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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蘇聯或共產國際﹐他們似乎把中共的失敗歸因於文弱的書生而

非工人的領導﹐於是指定一位工人當一把手。這個一把手沒當多

久就被捕了﹐被捕沒多久就叛變了﹐叛變沒多久就槍斃了。中共

中央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不久也轉移到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走

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社會基

礎或主要依靠的力量並非工人階級﹐儘管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的

意識形態中一直名列前茅。6 
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

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個革命結束了晚清以來中國實際上的

分裂局面﹐啟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大大擴展了整個工人階級的規

模。7 作為現代化核心內容的工業化的主體﹐工人階級在社會生活

中地位顯赫。顯赫的地位落實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質利益上﹐

國營（全民）企業職工享受了和官僚群體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說﹐

工廠不會倒閉﹐工人不會失業﹐看病有本﹑理髮有票﹐恨不得幾月

份懷孩子都等著廠裡下指標。8 雖然名義上“工農”像連體嬰似的

形影不離﹐農民就享受不到這些 — 原因不光是這些年大家喋喋不

休的“城鄉二元體制”。9 第二﹐在生產關係中﹐工人和管理者收

                                     
6 有一件軼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那是1948年底﹐共產黨經 20年“農村包圍城市”

終於要進入北京﹐毛澤東率領黨中央臨時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澤東患有失眠

症﹐他睡覺的時候周圍一點噪音最好也沒有。但那天離他臥室不遠卻叮叮噹噹響

個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裡幹活。警衛戰士回憶說當時急得不成卻又不敢前去制

止﹐因為幹活的就是如雷貫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國最先進的階級。 
7 據《中國工會統計年鑑 2008》﹐第二產業就業人數 1952 年為 1531 萬﹐1965 年

為 2408 萬﹐1975 年為 5152 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 年﹐第 33 頁）。 
8 其實集體企業尤其是所謂“大集體”也享受同樣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

和今天農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況就大為不如﹐所以文革期間他們曾鬧過一場

小小的風波。 
9 大體以 1958 年頒佈戶口登記條例為標誌。 



 6

入上的差距不能說沒有﹐但跟今天一比﹐幾乎就是沒有。而且﹐由

於企業的國家或集體所有制﹐職工和管理者之間並不存在僱傭與被

僱傭的關係﹐“都是給國家幹”的感覺縮短了二者在等級制中的距

離。10 第三﹐我曾在中國的文化館系統做過一點點調查﹐他們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藝術﹐經

常組織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輔導工人中的文藝愛好者。我們可以想

像﹐當一個工人哼著《卡門》中的詠嘆調換工作服時﹐他對自己在

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個年

代會玩樂器的青年工人為數不少。第四﹐對於親屬子女﹐工人的身

份在入團﹑入黨﹑昇學﹑就業等人生重要關口﹐都意味著更多的機

會。例如入伍這個毛時代社會流動的黃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

女是進不去的。軍工及高科技保密企業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

人群包括工人階級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向工農傾斜。11 最後﹐

符號上﹐毛時代可謂鉤以工人﹑鑿以工人﹐標語﹑口號﹑報刊﹑黨

章﹑小說﹑詩歌﹑音樂﹑繪畫﹑雕塑﹑銀幕等等﹐都給予工人階級

最高的禮遇。符號上的最高禮遇﹐肯定是可以兌換其他實際好處

                                     
10 這種主觀距離以及社會﹑政治距離﹐都不是瞄準收入的基尼係數所能量度的。

說到基尼係數﹐毛時代大體在 0.3 上下﹐如今飆昇到 0.5 左右了。基尼係數並不總

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標﹐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紅五類”﹑“黑五類”的

社會政治排名﹐就比基尼係數要實事求是得多。 
11 前不久見到一位從事音樂劇創作和評論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輩知識分子一樣﹐

他對毛時代整體上持否定態度﹐但大學招生政策是個例外。他說要不是“毛主席

的政策好”﹐他根本幹不上這一行。因為公共藝術教育在當年是一種奢侈品﹐音

樂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來承擔﹐這就使得不少有音樂天分卻無家庭背景的孩子被

埋沒﹐無緣進入（中等和高等）音樂院校學習。好在毛時代的音樂學校降低入學

考試的技術門檻﹐取消了多聲部一項﹐因為像他這樣的工人子弟只買得起笛子﹐

見都沒見過鋼琴。他說﹐“等我進了學校﹐有了鋼琴﹐和聲這些我很快就趕上去

了﹐起碼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7

的。不過有個兌換率﹐肯定是以多換少。舉個例子﹐那個年代的女

子嫁人 — 我一直把女性的擇偶標準看做社會實際價值觀的最便

捷指標 — 工人並不是首選﹐而是排在大學生﹑軍人﹑幹部之後。

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時代的報刊﹐聽了毛時代的歌曲﹐便天真

地以為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地位真的那麼高。我常對這些年輕人

說﹕真的比現在高﹐但真的不如你們想得那麼高。 
毛時代是國家主義型社會主義﹐黨國一體。這種體制的長處

是好起來無微不至 — 壞起來也是無孔不入。在這樣的體制中﹐

各個階層和人群都無法形成自為的獨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

臨危難時才會想到抱團行動﹐而毛時代的工人階級實在看不出他

們有結社集會示威遊行的必要﹐他們的生活被國家照看得不能再

好了。文革中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2 

聽著很唬人﹐好像國家大事真由他們說了算。其實在毛時代﹐除

了官僚階級﹐文革前的舊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罷﹐中國

沒有任何別的階級是領導階級。 
 

 

後毛時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當代”﹐在其最初歲月裡﹐

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是相當不錯的﹐企業發獎金是很普遍的事

                                     
12 工人階級曾被一次次推到“領導階級”的位置上。1957 年﹐當官僚集團不能容

忍知識階級的批評而決定反擊時﹐第一個或第二個動作就是在《人民日報》上登

出“工人說話了”的文章。1960 年代末作為文革主力的知識分子“造反”失控時﹐

“工宣隊”被派去恢復秩序。1970 年代中期鎮壓四五運動﹐也是打的“工人民兵”

的旗號。1980 年代反對知識階級的“自由化”時﹐記得當時黨的意識形態負責人

鄧力群就在報紙上催促“工人階級”站出來說話﹐忘了知識分子也剛剛被他們提

拔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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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們的心情也比較輕鬆﹐改革所釋放的自由﹐他們嚐到了甜

頭﹐苦味還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創作過一部表現主義戲劇《我們

走在大路上》﹐描畫了改革開放 30 年裡各類人群命運的起伏昇沉。

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線譜一樣的大路上﹐有這樣一段獨白﹕ 
 

 
 

 
 

 
 

13 
 

當時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讓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讓

任何人更窮﹐讓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讓任何人下去。但社會關係也

是相對的﹐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相對於迅速躥昇的知識階級則在

下跌﹐但跌幅遠遠小於文革期間的中國第一階級即軍人及其子

弟。14 我 1980 年代中結婚﹐妻子在企業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

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問我﹐作為一個東方男人是否感

                                     
13 據說全國總工會 1980 年代初曾搞過一次內部的職工思想調查﹐又據說百分之六

十幾的受訪者被問到“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時選擇了“資本主義好”﹐

理由是“錢包鼓了﹐還可以亂搞”。這個調查的真實性固然可疑﹐但改革開放的

動力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對西方或未來性自由的期待﹐則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

卻又不好意思公開承認的。 
14 中國有位傳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紅軍的兒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無數青年夢

寐以求的解放軍。文革結束後轉業當了一名普通職工﹐失落之餘打架鬥毆判刑坐牢﹐

出獄後便頻頻出沒於外國人光顧的飯店。其英俊的外表終於引起了一位好萊塢老奶

奶的注意﹐老奶奶將他帶回無數青年夢寐以求的美國去同居。十幾年後﹐他攜帶著

老奶奶留給他的鉅額遺產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遺囑附加條款回到中國﹐從此樂善好施﹐

曾被譽為“中國慈善第一人”﹐2006 年出版《懺悔無門》﹐風行一時。 



 9

覺不適。我真的沒感到任何不適﹐因為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我

的經濟地位雖是她的一半﹐社會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當時

的價值匯率﹐一斤後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當時掙錢最多的﹐

多是被人看不起的個體戶即最初的民間資產階級 — 很多人不分

青紅皂白也不嫌說話囉嗦﹐管他們叫“大獄裡放出來的”。在共

產黨的意識形態排行榜上﹐“科學”這時成了“第一生產力”﹐15

據說是因為馬克思說過這話 — 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麼都說過。

知識分子昇格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6 知識分子對這次提昇

又滿意又不滿意﹕共產黨的好意他們當然明白﹐但“工人階級”

的“前進帽”誰還稀罕戴呢﹖17 總之﹐他們是覺得﹐把自己擱工

人階級裡面﹐太讓工人階級佔便宜了。 
到了 1980 年代末﹐部分工人開始嚐到改革的苦澀。紡織行業

最先淪為“夕陽產業”﹐大面積經歷了關﹑停﹑併﹑轉。我在襪

廠工作了 20 年﹑將將 40 歲的大姐也在“下崗”之列。關於她的

下崗﹐我當日的一些觀感還記憶猶新。第一﹐她沒怎麼抱怨﹐因

為很快就被親戚介紹給從前的徒弟﹐在人家開的一個私人小公司

裡做雇員﹐收入比原來要多﹔18 第二﹐成為親戚的徒弟的下屬﹐

這在她多少有點社會地位上的難堪﹐雖然沒說出來﹐但可以感覺

                                     
15 在中國當時的語言體系中﹐“科學”也可掉過來作“學科”﹐從事文史哲學教

學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視同“科學家”。 
16 知識分子可謂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階級﹐他們今天羨慕老闆﹐一口一個“張總”

“李總”﹐而當年的張總李總卻把他們羨慕個不成﹐居然給自己想出“管理教授”

這樣不三不四的名號。 
17 一般叫“鴨舌帽”﹐一度是中國招貼畫上工人的標準佩戴。 
18“受僱”﹑“老闆”之類在當時是很陌生的詞彙﹐毛時代也用﹐但多用於被中國

革命推翻了的“舊社會”。老闆一詞最早在海外中國留學生中開始流行﹐他們給

教授當 research assistant﹐於是愛說 boss 或老闆。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

一種時髦而淺薄的價值取向﹐因為這些留學生在 1980 年代初國內讀本科的時候就

喊出“寧要資本主義的剝削﹐不要社會主義的貧窮”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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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早的下崗工人有相當比例不願到私營部門再就業﹐19 想必

與毛時代的企業職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關係。第三﹐我們家

人﹐具體說也就是我和父親這兩位知識分子﹐當時雖然都為她的

下崗感到難過﹐但同時又覺得這是中國改革需要付出的正當代價。 
1990 年代到 2000 年初﹐新自由主義席捲世界﹐中國改革也進

入“攻堅階段”。在“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企業重組”

的喧囂聲中﹐企業大規模倒閉﹐工人大規模下崗。20 往往一個國

營企業倒閉的同時﹐一個生產同類產品的私營企業便轉世靈童般

誕生﹐而老闆則不是原來的書記廠長就是銷售科長。這種現象非

常普遍。可以說﹐書記變老闆﹐是中國改革的根本機制和主要動

力之一。在書記變老闆的過程中﹐主流知識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

但生動還特別生理的理論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張維迎教授的

“吐痰”理論﹐其靈感來自飯館裡的一種蠻橫的乞討行為﹕好好

一碗飯菜﹐被乞丐來了大吐口痰﹐敗興的客人離席而去﹐乞丐便

成了接收大員﹐津津有味﹐細嚼慢咽。21 國有企業就相當於這樣

一碗大鍋飯﹐書記廠長先要想辦法把它搞得聲譽掃地﹑資不抵債

（這事誰都會）﹐然後政府便依照張教授的另一個“冰棍理論”— 

                                     
19 這在 1990 年代初的媒體上曾有過議論﹐多被解釋為城裡人當慣了“爺”﹐吃不

得苦。 
20 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勞動統計年鑑 2004》﹐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從 1997 年的

七千萬到 2003 年的不到四千萬﹐呈銳減趨勢（轉引自常凱主編﹕《中國勞動關係

報告》﹐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9 年﹐第 81 頁）。關於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初期下崗工人的總數﹐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極大﹐有說兩千萬﹐有說四千萬﹐

還有說六千萬的。這並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義就有分歧﹐是僅僅產業工人

呢﹐還是也包括第三產業的商業職工﹖其次“下崗”的標準也不清晰﹐“待崗”

算不算﹖“內退”怎麼算﹖再者﹐有人登記了下崗﹐有人沒有。 
21 參見筆者 2004 年寫的〈經濟學家與資本家的性關係〉﹐《與精英保持距離》﹐

九州出版社 2009 年﹐第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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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兒也得化﹐還不如送個人情 — 把企業幾

乎白送給書記廠長們去慢慢嘬。 
書記廠長出身的老闆把設備﹑廠房﹑土地嘬進肚裡﹐幾口就

把自己嘬到了中國財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們把工人吐了出來﹐

吐向剛剛開工的社會保障體系 — 理清產權的經濟學術語叫“剝

離”。《我們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時走在黃昏的街頭

喃喃自語﹕ 
 

 
 

 
 —  

 

由於“改革”的合法性當時還是滿滿的﹐沒有誰會質疑它。

最早起來說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掛厚重

的西方左翼理論迷彩服﹐很像 20世紀初躲在租界裡活動的革命家﹐

他們用特別宜於譯成英文的中文講也不知哪國的事﹐別說工人了﹐

一般學人聽著都費勁﹐因此﹐影響範圍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

援的工人階級﹐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幾段《大

路上》的臺詞﹕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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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中央的書記 — 老闆們則在交流搶劫經驗﹐蔫﹑損﹑壞

的天津衛口音充滿了對工人階級的蔑視﹕ 
 

 

 — — 
 —

 

 — 
— 

 — 
 

 

我十幾年前參加過一個座談會﹐會上的主流經濟學家﹑部長﹑

省長們暢談經濟形勢﹐他們對工人階級可能的反抗毫不擔心。我

記得其中一位主流經濟學家說﹐毛澤東當年井岡山造反﹐確實不

容易鎮壓﹐現在高科技時代毛澤東一露頭衛星定位導彈就下去

了。還記得中國東北工業大省的一位省領導介紹他們那裡的社會

保障﹐說那裡的工人下崗﹐每人不到七千塊錢便買斷﹐還說做職

工思想工作就兩條﹐第一條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第二條認命。當

然就全國來說﹐肯定不止這兩條﹐例如當時國家就力推一首流行

歌曲安慰下崗工人﹐歌名是《從頭再來》﹐由後來 2008 年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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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歌的男歌手劉歡演唱。這首歌沒有譴責和憤怒﹐只有“記

憶”﹑“夢”﹑“愛”以及比早市上土豆還便宜的達觀﹐其中“看

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從頭再來”成為電視劇中的調侃語了。作

為新中國“長子”的東北工業垮得最慘﹐那裡的工人心理落差也

最大﹐他們展開大規模的心理自救運動﹕東北二人轉近乎自虐的

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與那裡工業大規模凋敝﹑工

人大規模下崗﹑陷入無助無告的境地有著直接的聯繫。22 人應付

承受不了的環境壓力﹐會走自殺和精神分裂兩條道﹐東北人以及

很多中國人則選擇了第三條道 — 笑。笑在這些年裡已成為中國

最大宗的文化消費品了。 
繼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之後 20 年﹐2001 年資產

階級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階級 — 的先鋒隊。這就是爭訟一時的

“資本家入黨”。平心而論﹐毛時代的共產黨也很難說是“工人

階級的先鋒隊”﹐雖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傾斜。那時黨代會上不乏

身著工裝的工人代表﹑頭裹白毛巾的農民代表。但決定工農命運

的並非這些工農代表﹐而是黨國。到如今黨代會上是清一色的西

裝了 — 代表淨是些大款大官大腕。23 現在倒是應該問問黨和國

家究竟代表誰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於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

上﹐而在於他們已經蓄積了雄厚的社會經濟力量﹐已經到了問鼎

政治﹑讓國家機器一心一意為他們辦事兒的時候了。 

                                     
22 參見本人與祝東力的對談〈笑裡藏著什麼﹖〉《藝術評論》2004 年第 2 期﹔祝

東力﹕〈小丑的夜晚﹕關於東北二人轉的所思所想〉﹐新浪博客 2007 年 5 月 5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3 據已故法學家﹑憲政學者蔡定劍的研究﹐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到了第十屆﹐工農

代表已從第四屆的 51％﹐下降到第十屆的不足 4％（轉引自邋遢道人﹕〈工農代

表佔 51％時不說﹐4％時要改獻策為“謀策”﹖〉烏有之鄉網站 2011 年 9 月 16 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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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階級的這場浩劫面前﹐當代文化表現得異常可恥。中國

的文化精英早已養成了一個良好的習慣﹐就是把自己當年也積極參

與了的罪行通通推給“專制集權”的政治精英去埋單。例如《河殤》

的作者蘇曉康﹐1990 年代初已為流人﹐還在海外獻計獻策﹐讓當

局堅決搬開老工人這塊改革的絆腳石呢。24 等到政治精英照他們的

意思“壯士斷臂”﹑搬開了絆腳石之後﹐他們又轉而呼籲絆腳石們

起來鬧工潮﹐說絆腳石之所以被搬開﹐都是因為沒有民主憲政﹐沒

有獨立工會。除了這些胸有藍圖﹑先轟工人下崗﹑再哄工人上街的

公共知識分子之外﹐一般的學者文學藝術家則對成千上萬工人的淪

落採取裝沒看見的態度。也許﹐他們是真沒看見。他們 1980 年代

三步併作兩步走向戛納走向柏林“走向未來”﹔1990 年代則齊刷

刷鈔票似的從一臺點鈔機直奔另一臺點鈔機 — 即便被方舟子驗

出是假鈔也絕不掉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哪來餘光顧及別的事

情﹖25 少數有良知的藝術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見證﹐包括描寫瀋陽工

業敗落的紀錄片《鐵西區》﹑描寫黑龍江國企工人掙扎的小說《父

恩難辭》﹐描寫深圳南方工人苦難的《那兒》以及最近的電影《鋼

的琴》。《父恩難辭》的作者趙劍斌我認識﹐他的小說出版極其艱

難﹐更不用說搬上銀幕了。感人至深的《鋼的琴》雖然榮獲東京電

影節的獎項﹐但在國內上映時﹐友人祝東力去的那個影院放映廳裡

只坐著他自己﹐與張藝謀﹑陳凱歌導演的那些沒靈魂沒血肉但就是

有錢吆喝的商業電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4 見蘇曉康 1990 年代初發表在《中國之春》上的政論。我在戲劇《切‧格瓦拉》

裡﹐曾把他們想法壓縮成一小段臺詞﹕“工人階級哪兒是什麼先進生產力呀﹐頂

數他們落後﹐垃圾﹗有他們賴在崗上﹐科技就甭想進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5 參見本人的〈3＋X﹕國家﹑西方和市場之間的文藝瑣談〉﹐載於《博覽群書》

2003 年第 11﹑12 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 
id_67251_p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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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當國的胡溫政府﹐對 1990 年代的路線做了某些善後。

社會保障體系有所加強﹐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業退休職工

待遇有所改善。這一代工人階級的問題﹐政府解決了一部分﹐家

庭子女消化或稀釋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給了時間﹕隨著他

們的老去﹐隨著他們逐漸失去行動上的抗議能力﹐他們的問題也

就不成為問題 — 當然還是他們自己和家庭的問題﹐但已不是國

家和社會的問題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

份的企業職工﹐總的說來是一個相當溫順的群體﹐與正統馬列主

義照著 1870 年巴黎﹑1917 年彼得堡﹑1919 年柏林 — 也許還可

以加上 1980 年格旦斯克 — 情形所繪製的反抗﹑鬥爭的工人形象

基本不沾邊。但中共的意識形態繼承了這個孔武有力的工人標準

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動則已”的力量﹐26 以至我們經常聽到

“關鍵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動起來”之類的說法。但回

顧一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工人階級從來也沒真正地“動”

過。這也可以理解﹕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要受益者﹐既沒“動”

的動力﹐也沒“動”的能力。改革開放後﹐他們的地位每況愈下﹐

動力雖然有了﹐但能力還沒有﹐還沒等逼出能力來﹐甚至還沒等

明白怎麼回事﹐他們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 年以來﹐隨著社會

矛盾的積累和發酵﹐“改革”逐漸用盡了它原有的能量﹐質疑和

反抗隨之浮出水面。2006 年創作的《大路上》中有這麼兩句臺詞﹕ 
 

 
110 — 

                                     
26 相形之下﹐官僚階級對讀書人的能量一貫輕視﹐覺得他們只會搖筆桿子﹑耍嘴

皮子﹐成不了氣候﹐大概是到了 1989 年才轉變思想﹐實事求是。後來通過 211 工

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創新工程等等形式對知識分子的大筆投入﹐想必跟這種認識上

的變化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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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的通鋼事件﹐中國國企工人階級終於第一次﹑大概也是

最後一次﹐把一個人所應有的血氣噴濺在了 30 年改革開放的白皮

書上。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階級”是不包括

農民工的。這也不奇怪﹐農民工是一種工農混合身份﹐兩種身份

此消彼長﹐農忙時是農﹐農閑時是工﹐剛“洗腳上田”﹐又脫鞋

下田﹐有的棄農務工﹐但離土不離鄉﹐27 有的離縣離省甚至遠走

深圳北京﹐身份飄忽不定。不過這些年隨著農民工的新老換代﹐

“工”的比例明顯佔了上風。我去過的農村﹐交談過的打工青年

中﹐會做或做過農活的真不多了﹐他們認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

遠遠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這種認同上的變化所形成的張力勢必

對目前的城鄉二元體制發起新一輪的衝擊﹐在推動城市化進程的

同時﹐改變既有的“工人”定義。 
農民工一度也叫“盲流”。這兩個字頗為傳神﹐它描畫出了

一種堅定不移卻又不拘一格的原始衝動﹐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

流。這股集地域流動和社會流動於一身的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人

口遷徙﹐28 很多人喜歡將它追溯到 1979 年代末﹑1980 年代初的

農村改革﹐認為家庭聯產承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了大量

                                     
27 據《中國統計年鑑 2008》﹐鄉鎮企業職工人數 1980 年為三千萬﹐2007 年為 1.5
億（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 年﹐第 111 頁）。 
28 據《2010 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估計﹐總數多達 2.4 億

（〈我國超 2.4 億農民工﹐外出務工農民約 1.5 億人〉﹐三農直通車網站 2011 年 5
月 24 日﹐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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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剩餘人口﹐這個剩餘人口與方興未艾的城市商品經濟所拉動

的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一拍即合。這種經濟學的解釋大致不錯﹐

但也有個小問題﹕以中國的人均耕地水平﹐剩餘勞動力其實不用

等到家庭聯產承包早就是一個事實了。29 是鉅大的城∕鄉﹑工∕

農差距造就了縮短差距的慾望﹐是適時的時代變遷尤其是政策轉

變成就了這個慾望。30 從社會關係的角度看﹐農民打工潮是一場

追求平等的運動 — 當然﹐相對於打工者在鄉間的左鄰右舍﹐它

也是一場追求不平等的運動。31 
農民工的出發點是城鄉二元體制下極為低下的生活水平﹑極

為艱苦的勞動環境。如果忘了這個起點﹐我們就無法理解他們的

真實處境尤其是真實心境。這個起點決定了打工者幾乎無論往哪

兒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會經歷種種痛苦﹐感受種種艱難﹐但

這其中自有一股精氣神﹐與城市工人階級的消沉絕望形成鮮明反

差。我有回在北京一個商店買了兩條便宜褲子﹐店員介紹我去附

近一個省錢的裁縫鋪給褲子牽邊。那個鋪子是一對中年農村夫婦

開的﹐一間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褲子的密林。工

作檯﹑飯桌﹑床三位一體﹐上面堆著幾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動﹐原來是個孩子看小人書看完了。廁所也兼著廚房﹐男主人正

                                     
29 1960﹑1970 年代還集體化的時代﹐“冬閑”時節﹐公社一般會組織農民修水庫

什麼的﹐其實也是一種為剩餘勞動力創造需求的凱恩斯主義﹐用民間幽默的說法

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供~需以及所謂勞動力的“剩餘”﹐其實

也有辯證﹑相對的一面。 
30 鄉鎮企業 1980 年人數為三千萬﹔1984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農民自

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1985 年人數接近七千萬（數據來源﹕《中國

統計年鑑 2008》第 111 頁﹔陳良軍等﹕〈中國農民工 30 年遷徙史〉﹐《南方都市

報》2011 年 7 月 7 日）。 
31 關於平等與不平等運動既對立又同一的辯證關係﹐筆者在〈高高低低話平等〉

中有更詳盡的討論﹐參見《與精英保持距離》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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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馬桶邊淘米洗菜。門隨時被推開﹐不是顧客來取衣服﹐就是

鄰居大媽來搞自助 —“還兒你的烙鐵好使﹗”女主人應對裕如﹐

很會來事兒。如果不是配備了這樣一種上坡心態﹐數億農民工如

牛似馬的打工生涯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廉價﹑耐苦﹑樂觀和規

模所合成的“比較優勢”﹐在過去幾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

不僅深刻改變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了

真真切切的影響。32 
就像前面說過的﹐農民工整體上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當他們從中國社會階梯的最底層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觀時﹐

“心”也會隨之改變。新一代農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遠高於老一

代農民工﹐33 他們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們的“空手出門﹐抱財

回家”了﹐34 他們的心態應該更接近城市的邊緣群體或發達國家

的二代移民。構成他們人生參照的﹐已越來越不是老家的左鄰右

舍﹐也不是同學親戚﹐而是城裡的紅男綠女了 — 一些倒飭得跟

出口轉內銷似的農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當保姆﹑彈棉花的看

著已全然兩樣了。他們正在從小池塘裡的大魚中魚﹐變成大池塘

                                     
32 城市裡的很多行業﹐如餐飲﹑快遞﹑建築裝修﹐甚至製造業的一些部門﹐就算

城裡人想幹﹐恐怕也拿不起來了。發達國家的一些低中端產業也遭遇了同樣的衝

擊﹐氣得那裡的人民直燒中國的褲子。無論是中國的城市﹐還是世界的城市﹐他

們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時﹐喪失了生產它們的能力和機會 — 誰也不可能哪頭都

合適。 
33 據調查顯示﹐92.4％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過職

業技能培訓﹐這個比例遠高於他們的父輩（〈農民工對城市滿意度﹕二代不如一

代〉﹐《新華日報》2010 年 8 月 10 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 
00014AED.html）。 
34 這一時期農民農工最突出的問題是欠薪﹐結果是空手離家﹐空手回家。農民工

討薪的艱難測量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野蠻程度。參見筆者前不久寫的〈農民工

討薪六法〉﹐《鳳凰週刊》2011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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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小魚。小魚對苦難會更敏感﹐對公平會更期待﹐對大池塘的

現狀會更不滿﹐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小魚在情感上已不屬於小池

塘了。35 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連跳”令整個社會驚駭莫名﹐36 

公眾忽然間發現﹐此農民工已非彼農民工。一個企業如此短時間

內如此密集的自殺行為﹐當然可以有更複雜的﹑包括精神衛生方

面的解釋﹐但這個事件無疑標誌著中國的發展已進入一個歷史轉

折期﹕37 向勞動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潤的野蠻資本主義﹐已遇

到來自新的底線 — 讀過小說﹑寫過詩歌﹑沒事就泡網的新一代

農民工 — 的以死抗爭。 
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對農民工的境遇表現出難

得的同情﹐他們不但興致勃勃地教他們跳舞﹐同他們唱歌﹐把他們

拉進“行為”或“裝置”藝術﹐還紅著眼圈看他們表演自己的故

事。很難想像這些慈愛的面孔頭些年會對城市工人階級冷若冰霜。

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農民工還是農民﹐在社會光譜上

離知識分子足夠遠。有的東西要近了才可親﹐有的東西得遠點才可

                                     
35 忘了是《天涯》2000 年具體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組在珠三角血汗工廠打工﹑後

在火災中喪生的農村女孩日記﹐她們悲慘的境遇讓人動容。日記中提到﹐城市再

難﹐也絕不回去了﹐因為“那不是人過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決心上﹐男

女間會有一些差別﹐因為性別文化通過婚姻為二者提供的機會是不大一樣的。這

一點跟 1980﹑1990 年代中國在西歐北美的留學生境況仿佛。 
36 在維也納這次會議上﹐來自西方的與會者聽到有關“十三連跳”的介紹都稱

“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說﹐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還像一代農民工那樣無

動於衷﹐那對西方才真可怕呢。 
37 十年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就在談論“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似乎

說的早了一點。不過就長期趨勢而言﹐這個轉變遲早要到來。但考慮到中國鉅大

的農村人口以及東﹑中﹑西部的地區差異﹐這個“點”會是一個相對漫長而模糊

的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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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農民屬於後一種情況﹐他們更像書中人或畫中人。38 城市工人

可惜就沒這麼抽象。其次﹐在利益上﹐農民工對以文化產業及創意

產業為生的知識分子群體構不成威脅﹐他們衝擊的﹐是處於經濟低

端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農民工以廉價勞動攻克

城市工人階級鐵飯碗的同時﹐拉低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這讓包括

知識分子在內的城市中產階級受益匪淺。再次﹐在傳統階級鬥爭理

論中﹐並沒有“農民工”的說法﹐這樣一個陌生的概念﹐不會勾起

知識分子的傷心往事。此外﹐同情農民容易整合知識分子對毛時代

的憎惡﹐因為他們已經論證出來了﹐是毛時代開始實施的城鄉二元

體制造成了農民的絕對貧困。最後﹐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實踐把一部

分知識分子一遍又一遍從虛擬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馬路上﹐這

讓其中一些感覺敏銳者覺得自己跟農民工也差不離﹐甚至還不如

呢﹐同情他們就是同情自己。39 總之﹐知識分子整體對農民工的態

度﹐比起 1980﹑1990 年代對農民的鄙視和對工人的無視﹐有了歷

史性的進步。 
其實他們跟農民工群體多些往來﹐回報未必小於付出。2010

年底 2011 年初著名搖滾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裡》﹐就

是因兩位農民工旭日﹑陽剛的演唱而家喻戶曉﹐紅極一時。那首

歌講的是﹕如今已經是中分背頭要什麼有什麼的藝術家﹐無限懷

念留著長髮揹著吉他有席夢思不睡非睡橋洞的少年時代即“春天

裡”。這種近乎無病呻吟的小情小調﹐缺少搖滾所要求的﹑有充

                                     
38 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這些年“三農”同環保綠色一道幾乎成為城市中產階

級的口香糖了﹐成全並維護著他們的愛心和高尚感。 
39 有位女詩人將自己的漂泊潦倒經歷稍做移情﹐創作了一組悲憤而有力的現代詩

《弱勢群體之歌》﹐其中失意知識分子和農民工光影交疊﹐都分不清彼此了（參

見筆者所著〈世路上行走的詩行〉﹐《與精英保持距離》第 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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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會根據的衝擊力。而兩位鬍子拉碴青頭楞臉的原生態農民工﹐

一手拉著億萬農民工幾十年衝寒冒暑的浩蕩奔走﹐一手拉著藝術

家的個人主義抒情懷舊﹐真不啻為一筆小生意拉來鉅額投資。作

為中間人﹐這二位農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

各自都配備上經紀人了。 
 

 

最後﹐談談對未來的看法。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進行

了數百年的今天﹐中國與世界密不可分﹐中國的問題與世界的問

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況只能越發這樣。中國工人階

級的未來﹐也取決於世界未來的走向。 
中國自 19 世紀以來﹐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逼上了一條上氣不

接下氣的跑道。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死地求生﹑

後來居上。以社會主義的平等互助為價值﹑目標乃至手段的中國

革命﹐也許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實現了這個任務。

毛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運行了 30 年﹐逐漸耗盡了它的體制和文化

的能量﹐最後為資本主義市場路線所取代。這後一條路線﹐在把

中國推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之後﹐似乎也到了強弩之末。

天差地別的兩極分化使社會乾柴遍佈﹑危機四伏﹑瀕臨分裂。中

國用於“維穩”的經費﹐據說規模逼近軍費了。40“重慶模式”從

                                     
40 這條消息在媒體上聳動一時﹐不過﹐在政府財政預算中並無“維穩”一項﹐有

的是“公共安全”﹐其 2011 年預算為 6244 億﹐超過了國防預算。正像有論者指

出的﹐這個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預算有可能誇大了實際的“維穩”經費。但

定義更含糊的“維穩”﹐其實際花銷也有可能比 6244 億還大。在“穩定壓倒一切”

的形勢下﹐有些在財政預算中會落在非“公共安全”的開支下﹐如近年藏﹑疆兩

地開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維穩直接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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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十足的官僚體制中橫空出世﹐也說明中國到了非改弦易轍不

可的時候。 
很難說﹐中國今天不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受益者﹐因

為它在這條道上走得夠順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國模式”﹐

這讓許多左翼理論家的預言落空。但問題是﹐剛準備終結歷史就

被歷史一腿絆倒在 2008 年的世界資本主義﹐看著又是一副窮途末

路的樣子。這個已經領導了人類發展數百年﹑把人類領進技術和

物質奇境的體制﹐如今把又把人類領到了馬上就要見底的油箱前﹐

領到了照出人類四分五裂的鏡子前。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

階級的分裂﹐其中有我說到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分裂﹐也有我沒說

到的世界工人階級的分裂。已經走到坑蒙拐騙地步的現行資本主

義體系﹐不可能縮小更別說消除這些分裂了。我在 2008 年底寫了

篇文章﹐題目是〈火燒樓跨﹐又到了想像未來時候〉。世界以及

中國還有工人階級﹐現在需要他們的理論家和思想家想像另一個

世界﹑另一種未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