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

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

■潘 毅 卢晖临 张慧鹏

［内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

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

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

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

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关键词］阶级形成 阶级情感 建筑工人

Abstract：Large construction sites are the outgrowth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epitomizes the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giv－

en rise to by thirty years of reform. Being thrown i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ve relations，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fight directly and spontaneously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inflicted on them

and expose to the public eyes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antagonism which have otherwise

been covered up by forces of various kinds. In this way，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a legitimate

class.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hard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under

the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and the painful birth of this emerging working class.

Keywords：formation of class，class feelings，constructio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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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可以暑热严寒

但不能没有工钱

工人不再沉默无语

只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你的付出

改变了城市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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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利一定要争取

团结起来讨工钱

———建筑工人大军改编的《讨薪之歌》

2008 年 6 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①，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着老板发工资，家

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

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

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一星期前，老张代表十多个工人向包工头提出了结清工资的请求，

当时包工头满口应允。眼看约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头却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再

等一等。工人们很生气，但拿不到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再等两天。

最后的期限到了，却不见包工头的影子，工人们来到建筑公司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经

理给包工头打电话，让他赶紧来处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来了老板娘，工人们把她团

团围住，让她结工资。老板娘说工程没有完工，不能给钱，要工人们收完麦子再回来，把活

干完才能给工钱。工人们愤怒了，一个工人把吃饭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

为老板娘是女人的话，工人们恐怕早就动手了。几个工人去买了锤头，扬言要去砸了自己

干的活。还有工人威胁说要去劳动局告老板。老张对老板娘说，必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

题，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 11 点，包工头派人送来 3 万块钱，说是过两天再给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

北京再一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只好把这些钱先发给工人，让他们先回家收麦子，自己

留在工地上等着拿剩下的钱。夜里两点多，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桃源村的这一幕令人心酸和愤怒，却一而再地在全国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常见的情

况是，包工头想方设法把工人打发回家，承诺年底结清工资，甚至给工人打下欠条，而到

年底工人追讨工资时却困难重重，包工头要么以没钱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认

账。几乎每个建筑工人都有过讨工资的经历，可以说，工资拖欠成了建筑行业的顽疾。分

析工资拖欠牵连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放宽视野，直面建筑工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引入阶级这一既老套又新鲜的视角。

一、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20 世纪中期以

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

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

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

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

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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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

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

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

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

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

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

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

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③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

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

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开展阶级行动了。④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

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

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

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

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⑤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

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

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

“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

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

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

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

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

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

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

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

三十年来，这一群体的劳动和生活处境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更成为本土社会学共同

关注的一个宏大课题。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

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

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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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

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

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

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

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

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

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背后的剥削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中国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说法：“判断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国的国情，尤其得弄明白我

们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可是农民工却认为，这总比俺农村强，竟喜欢受剥削。何止农民工

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愿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

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

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

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

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

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

实质性变革。在一篇名为《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文章中，沈原提出了一个理

解农民工问题的阶级视角，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

免地导致劳动剥削。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正在形成的马克

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⑥

吊诡的是，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

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

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

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

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

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两年来，我们对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研究———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感，活生生的劳

动、生活及抗争经验———让我们不由不重拾“不合时宜”的阶级视野。我们注意到阶级结

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从自在到自为是一条充满荆棘、与主流意

识形态不断角力的艰难历程，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取消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

们更进一步体会到阶级视野对于本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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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因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而产生的对立关系概念。对立的两方

中一方是资本家，他们靠榨取劳动剩余获得资本增殖，并通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

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另一方是雇佣工人，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活

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涵义在于它拥有双重意义的自由：“一

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

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⑦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阶级结构上，他强调的是工人阶

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内在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却没有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形成，

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倾向如何影响其集体行动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并没

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阶级形成机制的微观学说，在此，我们引入汤普森和卡兹尼尔森

（I. Katznelson）的论述进行补充。

《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致力解决的正是阶级形成机制问题。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形

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来一样”，他强调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动性，

特别地突出工人劳动和生活经验在阶级意识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强调

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将历史停顿在一个定点上，那么那里是没

有阶级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当多不同经验的个人而已……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

中间自己定义出来的，而且在最后，这也是唯一的定义”。因此，“阶级本身并不是一个事

物（thing），它是一个发生的过程（happening）”。⑧汤普森将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理解为阶

级斗争的过程，只有透过长期的冲突，透过斗争中的经验与学习，阶级形成才能够最终完

成。

卡兹尼尔森在对德、法、美等多个国家阶级形成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进一步提

出理解阶级形成的四个层面，即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性情倾向、集体行动。⑨他指出，

在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空下，阶级形成会呈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样式，但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为阶级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它确定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位置，

简言之，它奠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连同社会经济组织，构成了理解阶级形

成的社会经济层面，这两个层面所确立的阶级地图，主要是一个人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

的客观位置，他的劳动、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阶级地图中，尚无法找到意识、文

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这两个层面恰恰弥补了这一重要缺失。性情倾向

是工人在劳动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们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体

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认识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变的判断。卡兹尼尔森

特别提出集体行动层面，是考虑到分享共同性情倾向的工人未必会自动走向共同的集体

行动。工人以运动和组织的形式展开集体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个

不断克服障碍的动员过程和成就。性情倾向与集体行动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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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将其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幅理解阶级形成的更为完整同时

又更为复杂的图景。

三、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前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

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⑩

轰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增

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 2008

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 10%。輥輯訛然而，像老张这样在大工地上

挥洒血汗的建筑工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关注。

2007 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

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

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

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

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

到建筑工地和这些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

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

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

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在两年多时间里，我

们重点探访了北京的 5 个工地，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他们大部分

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

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

所有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我们的研究不

仅仅停留在工地上，我们还利用春节和麦收、秋收的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

家乡。我们先后进行了 3 次下乡调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台共 4 个农村。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根据 2009 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 年

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 3901.1 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借鉴

马克思和西方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

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

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重要特点。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

村联系更为紧密，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

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及作为新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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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与反抗。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而工人

又是如何进行抗争的。建筑工人的抗争具有怎样的特点？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

体验如何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国家和资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兴工人阶级？他们将具有

怎样的阶级身份与主体性？我们将在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四、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既有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似的一面，又有着自身的历史特

殊性。历经三十年，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一个庞大的雇佣劳

动者队伍陷入到“半无产阶级化”的困境中。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

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

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

主义的，他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

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輥輰訛。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改革

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

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

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出现是马克思的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

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的“劳动从属于

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

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

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

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

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视野出发，理解今天的建筑业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

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虽然绝大多数建筑业

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一块田地，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与一个

世纪前列宁分析的俄国的农村无产阶级没有分别，“（他们拥有的） 小块土地的经营规模

微不足道，而且经济完全处于衰落的状态中，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

低下，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輥輱訛

但从身份角度看，中国的农民工则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

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们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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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

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

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和生

产资料相分离，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

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

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恰恰在于它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

国家体制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就已经把他

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在他们进入城市的生产

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处于“半无产阶级化”

的当代中国农民工身份政治的奥秘。这是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

资本所利用，成为更好地控制和剥夺建筑工人的基础。

五、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建筑业改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

发展，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已经通过改制，转变经营方式，其目标从追求社会效益

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其劳动关系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进而，中国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

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

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

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

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

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建筑业是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自 1980 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

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

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

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

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

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輥輲訛

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建筑行业用工体制的变化。按照国家的改革方

案，国营建筑企业一方面大量使用农村劳务承包队，另一方面大量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为

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

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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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

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

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

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六、分包劳动体制与劳动控制

在当前的中国，建筑工人属于典型的雇佣劳动者；而建筑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则

将工人带入到一种劳动关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既有普遍特征，又体

现出中国特色。

在今天的建筑行业里，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

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在这种体制下，数千万的农民

工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这些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

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层层分包是当前中国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

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

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最少的

涉及四层，最多的超过十多层。如图 1 所示，我们以简化的五层承包体制来进一步说明该

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

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

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

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

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

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

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

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

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

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

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

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

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輥輳訛

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

图 1：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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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

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或带工輥輴訛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

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

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

算。

建筑业的分包劳动体制，对于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抗争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层层分包，谁是老板？

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工人通过老乡的介绍进入工地，跟着包工头干活，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头接触，将包工头当成自己的老板。层层分包、转包之后，大

大小小的包工头横亘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它导致的直接后

果是，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

2009 年 3 月，在北京温泉镇北辰工地上，建筑工人史东东在寒风中爬上了高高的塔

吊，以死相威胁，意在讨回自己的工伤赔偿。史东东来自江苏，2008 年 10 月跟着同乡包工

头李龙发来到北京北辰工地做木工，工程总承包商是北京六建集团，劳务公司是北京鸿

佳建筑工程公司。和其他工人一样，当初史东东只认识自己的包工头，也就是他的老乡李

龙发，至于开发商、承包商、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一概不知。2008 年12

月，史东东在 10 米高空作业时从楼上摔下，医生诊断为腰骨爆裂。想不到遭受工伤之后，

公司的项目经理拒不承认史东东是他们的工人，称史东东是包工头李龙发找来的，应该

由李龙发负责，和公司没有关系。史东东去了两次劳动局，工作人员都以没有劳动合同、

证据不足为理由不予受理。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人身份，

史东东费劲了周折。

（二）化整为零，分化瓦解

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劳动关系，还将整个工人队伍化整为零，分化瓦

解，从而削弱了工人抗争的力量。事实上，以专业分包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方式作为后福特

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众多行业都有体现，但在建筑业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层层分包

的用工体制不但实现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在将工程分解的同时，也导致工人的分化，让资

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层层分包的体制先是将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队，同时在同一个包工队内部也造成分

化。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包工队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分别由不同的带工带领着。虽

然他们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样的活，平时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地

缘网络为纽带，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时候同一宿舍住着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

交流却很少。加上工人们流动频繁，不同地方的人难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难以建立。在桃

源村的工地上，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带工老靳告诉我们，老板通常会选择不同地方的工

人，这样即便一部分工人闹事，其他工人也不会跟着闹，不至于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

（三）乡缘关系的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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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

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

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

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而是拖到工程结束之后

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资。原本是生产领域的矛盾被转移到生产领域之外，削

弱了工人抗争的意识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涉及到直接的经济利益问

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清楚，而回到农村社区之后，所处的环境变了，工人和老板之

间的乡缘、朋友的关系更加凸显，受到乡土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熟人社会，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乡土社会的规范可以约束包工头，同样也对

工人具有约束作用。人们顾及面子，总不好撕破脸皮，把事情做得太绝。在河北尧村，很多

人向我们展示陈年的欠条，而拖欠者大多是同乡包工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告诉我们，

他每到过年的时候都到包工头家去要拖欠的工资，但包工头总是说没有钱，一年年下来，

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现代社会中的乡缘关系，竟然

成为现代社会中资本追逐最大利益加以挪用的资源。

总结起来，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

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

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

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着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

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

遮蔽性作为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早就作出过深刻的分

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是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輥輵訛。然而，建筑行业的遮蔽性却多

了另外一层含义，资本不但要掩盖剩余价值，更要掩盖劳动关系，遮蔽农民工的工人身

份，以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体现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

强度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即工资的按时发放却不是主要

问题。但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却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兑现的。通过

拖欠，资本以最廉价的方式获取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包劳动体制的存在，使得今天的

建筑工人在事实上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他们的劳动关系却被一层一层

地遮蔽，最终陷入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

七、与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为了追

逐利润胆敢犯下任何罪行。輥輶訛而资本的利润最终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

值，资本主义生产从本质上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为了追逐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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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就像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驱使资本

家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当资

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突破工人的底线的时候，就会激起工人的反抗。

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 18 世纪英国工厂的情况，但在 21 世纪的中

国，在建筑行业，我们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房地产业兴起只有十多年的时间，然而

这十多年却是一个财富迅速膨胀的时期，地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在地产资本和

建筑资本一夜暴富的同时，广大的建筑工人陷入了毫无保障可言的境地。建筑行业层层

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

处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忍受着最强烈的压迫。在老板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们却

不得不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然而即便这点工资，工人们

都很难顺利拿到，有的不得不采取爬塔吊、堵马路等暴力方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8 年 6 月 1 日，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张他们向老板追讨工资的同时，另一群工

人也在追讨工资，他们来自河北邢台，从开春到麦熟已经在工地上干了 3 个月，还没有拿

到一分工钱。

包工头还没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于是就利用老乡的关系，极力安抚工人继续工作，

承诺等工程一结束就发工钱。工人和包工头是老乡，看到包工头如此肯定的态度，碍于老

乡的情面，工人们答应继续干活。

活干完后，工人们又开始催钱，包工头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钱，但公司总是以钱未到帐

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们去找建委，建委的人说没有劳动合同，管不了。

“怎么办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 3 个月，到最后不给钱，让农民怎么过日子？”小芳是

个年轻的女工，显得很焦虑。

“放心，不给钱就跟他拼了，敢不给钱？”

另一名女工王蓉却显得很坚决。在工地上，女

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她们只能做小工，哪怕

和男工干一样的活，工资也比男工低很多。

“前 3 个月时间拼命干活，后 1 个月时间等着

要钱，打工容易吗？干活的时候头头们一个比

一个会抓紧，给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会推，

可恶！”王蓉愤愤难平。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们现

在要钱要理直气壮。”工人们气愤地说。

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他们人数太少，

于是小波联系了在北京昌平干活的同乡，请

他们过来支援。

小波说：“明天咱们的大部队就来了，咱

工人浇灌混泥土后，铺上厚厚的

塑料布（许辉小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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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好好闹一回，让他们知道工人并不是好欺负的。”

6 月 8 日一大早，同乡们赶了过来，这次，他们决定挂着牌子去堵马路，牌子上书写着

“还我们血汗钱，回家去收麦”。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建筑行业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立性的

阶级结构，然而，中国建筑业广泛采用的分包劳动体制，即卡兹尼尔森阶级分析框架中的

社会经济组织，在建筑工人那里发挥了遮蔽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作用。层层分包的劳

动体制，复杂的承包链条，尤其是包工头的存在，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使得工人难以

认清真正的老板。一方面，分包劳动体制利用乡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压抑、缓解和转化劳动

现场中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结构中内在的利益对立

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是从第一天就将矛盾和冲突推延积累，直至最后的爆发。分包劳动体

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使得资本的剥削程度被推到极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身体的

界限，使得工资发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成为问题，最终将工

人推到无法生存的绝境，反而激发了工人的绝地反击。讨工钱这一看似最简单的经济斗

争，让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隐蔽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清晰地呈现在工人眼前。

在汤普森的理解中，阶级意识并不是先于抗争而存在的，阶级意识与抗争是相互交

织、密不可分的，“（工人）经历了剥削，他们认识了对立利益，他们针对这些议题展开斗

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各自发现他们自己是阶级，他们知道了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

识。阶级和阶级意识经常出现在历史过程的最后而不是最初阶段。”輥輷訛

可是，中国建筑行业的社会经济组织，使得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具有它的特殊性

与复杂性。我们看到，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经常让工人产生对老板的不满和怨恨，但这

仍然是一种处于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零碎、模糊、多变，并且时时遭遇工地上的分包劳

动体制的稀释和扼杀。工人与包工头乡缘纽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工人可以承受其他行

业难以想象的劳动条件和剥削程度，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不满和怨恨经常停留在包工头

身上，并随着包工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转化。于是，阶级意识与乡缘意识经常处于纠缠

和错位状态中，使得明晰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困难重重。可是，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总

是将包工头推入到一个无法化解矛盾的境地。工人的不满和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了

辛苦劳动的工资都无法拿到的关头，爆发为行动，乡缘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剥落。

在“还我们血汗钱”等诉求引导的讨工钱的行动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怨恨

在最后的关头爆发，使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讨要工资的抗争行动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怨恨的激发，它也将这些弥散的怨恨引导到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使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复杂纠结，模糊的阶级意识逐渐尖锐化、明

朗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他们认清了老板的真实面目，也认清了工

人和老板之间的区别，这种经历为以后的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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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人行动的政治化

以往的工人阶级研究，经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工人的抗争到底是经济性

还是政治性的，把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争取提高工资等抗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

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置于简单对立的状态，并赋予工人的阶级行动内在的目的论，即

阶级行动最终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终极

目标。

现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拖欠而展开的经济领

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都可以将它们称作

经济斗争。但是，在工人讨要工资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工人行动总是处于一种不

断政治化的过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人行动，都涉及到将单个的工人团结起来进

行集体抗争的复杂过程；第二，工人在抗争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发生关系，他们要么

直接求助于政府并与相关部门交锋，要么援引相关法律和政策对抗资本，无论是哪一种

方式，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于国家和制度的认识。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背景下，

国家与资本密切交织，工人行动的政治化更是无法避免。

当工人受到工伤无法获得赔偿，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找政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然而，在抗争过程中，

工人目睹政府部门在劳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经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反差之后，对于政

府的看法和认识总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008 年春节过后，河北石家庄的 8 名工人来到北京马连洼亿城工地打工。按照当初

他们和包工头的约定，每人每天 85 元。后来，他们的包工头跑了，公司项目部的管理人员

要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并承诺一定发工资。工程完工时，公司发给每人 500 元路费让他们

回家，却不给工资。

工人们不同意，说如果不能拿到工资，就要去劳动局告状。公司扬言：“爱到哪告到哪

告，告到劳动局也不怕。”于是工人们来到街道办事处的劳动科，工作人员首先向他们索

要劳动合同，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劳动合同。工作人员说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

准，分别按每人每天 35 元、45 元和 65 元不等的标准结算工资，并扣除每天10 元钱的伙

食费。工人不答应，坚持按照当初的约定结算工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工人的要求：

你想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没有这个可能。我知道，这活儿没法干，这个人（包工

头）走了，找不着了，这是个事实吧。找不着怎么办？这要找他们上一级机关单位对不对

……工资不能都给你们，因为这个问题啊，也有咱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直接老板（指

包工头）走了，找不着了，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处理。輦輮訛

街道劳动科的答复让工人们很不满意。工人代表刘小兵不明白，为什么劳动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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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可以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刘小兵不明白国家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又总是说

要维护农民工权益，为什么建筑工地上一点都不按法律办事：“现在国家法律很明确了，8

小时工作制，什么双休日工资翻倍啊，在工地上面还是这样，一天还是十几个小时，吃的

也还是这个饭，住的也是最破的……”

和刘小兵他们一起讨工资的还有河南林州的工人马斌，他孤单一个人，更没有办法

争取自己的工资，共同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从劳动科出来，他们都感到很气愤。马斌

感慨道：“不知道这些执法者啊到底是帮工人呢还是帮老板呢？”刘小兵说的更直白：“我

觉得啊，官儿和有钱人近，官帮有钱人，谁有钱帮谁，是吧。”

街道劳动科的人不管，他们又找到上一级———海淀区劳动局。工作人员依然坚持在

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结算工资。

马斌气愤到了极点：“最起码我是特种作业吧，我说你打听一下子，我这特种作业，低

压电工一天给多少钱？”“你别跟我说市场价，市场价 30 块钱我还能找到人干活呢……”

工作人员如此回答。马斌无语。

资本的嚣张和国家的不作为，把工人逼上绝境。次日，工人们将行动升级，把工地仓

库和项目部的大门锁上，不让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想以此迫使公司发工资。

项目经理报了警，一位警察很快赶过来，了解情况后对刘小兵等人说：“要钱归要钱，

要钱很正常，不过你这个手段不应该影响人家正常生产。”警察把刘小兵和另一名工人带

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连哄带吓，劝工人们接受劳动部门给的条件，赶紧拿钱走人，否则就

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刑事拘留。工人不同意，警察就把工人关在派出所，从上午 11 点

一直关到下午两点半，直到项目经理过来，才放他们回去。公司只答应给每个人按每天

65 元结算工资，工人不同意，见工人态度坚决，公司不想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工人提出

的要求。当晚，所有工人拿到了所有的工钱。

这次行动让工人们对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

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建筑工地上的讨工资事件，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国家卷入其中，在此，工人行动

的政治性非常明显，正如列宁一个世纪前评论的一样：

工人群体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

能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是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

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

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问题。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

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輦輯訛

考察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冲突，不能忽视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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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结构性作用，汤普森、卡兹尼尔森补充了阶级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布洛

威则提醒我们注意影响劳动关系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家为规范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

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治理手段輦輰訛。简言之，对劳动控制与抗争的探究，不但需要我们了

解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微观运作，更需要我们了解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

作。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中国，其国家性质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

多，它既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遗产，同时又成为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导航者，这使得它的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在面对频繁的劳资冲突时，它

必须以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形象出现，甚至经常出台一些较西方超前的法律法规；另一方

面，在实际处理劳动纠纷时，地方政府又因其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漠视劳动者的权

利，致使相关的法律法规落空，暴露出国家阶级属性亲资本的一面。

2003 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下发文件，

要求相关部门整治建筑工程非法转包、保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切实解决建筑工人

的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建立专用账户，到发放形式、发放

工作的整个操作流程，无所不包，细致入微，但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被架空。輦輱訛国家给

了工人美好的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求助政府部门的时候，却又一次次失

望而归。

国家角色的内在紧张，令工人行动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现激进化的倾向。

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更

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

到权益侵害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的方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

体行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行政渠道是用来调和劳资矛盾、规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制度

设计，当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其实也暗含着类似的考虑；吊诡的

是，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

推向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

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

九、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

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

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

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

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輦輲訛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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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 / 受控的力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

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輦輳訛，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

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

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

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輦輴訛，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力量”而言，

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建筑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

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

动能力；其二，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

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

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建筑工地上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

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

2009 年 8 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北辰工地上，来自河北的 7 名工人与来自河南的 8 名

工人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跟着一个来自江苏的老板干活。他们都是木工，从开春到 8 月

底，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虽然有乡音、地域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但在朝夕相处中他们

还是建立起了信任关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出来打工的，都是给同一个老板干

活，平时都相互照顾，也不分谁是哪个地方的。”

8 月底，工程完工了，河北工人决定不再干下去，就去找老板结清工资。和其他工地

上的情况一样，老板百般推脱，说是要年底才能结清工资。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担心

人数太少，斗不过老板，于是就动员河南工人加入。他们一起来到劳动局信访办投诉。

两天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员来到北辰工地，找到包工头以及劳务公司和建筑公司

的项目经理，要求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工资。大小老板们都叫苦连天，推脱没有钱，要工人

们等一等。工人不答应，一个工人扬言要爬塔吊，被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制止了。工人和老

板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担保，每人先领 1000 元，剩下的由包工头打下

欠条，等到 31 日当场结清。

有劳动局的承诺，工人们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

南的工人决定继续呆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资。河南的工人在北京南郊找到了新的工程，邀

请河北工人一起干。

31 日上午，河北和河南的 15 名工人从南郊赶往北辰工地，为壮大力量，河北工人还

叫来了之前跟着同一个老板干活而中途没有拿到工资的 5 名工人，让他们从老家河北定

兴赶过来。这样，人数增加到 20 人，大家很齐心，表示拿不到工资誓不罢休。

在他们即将到达工地的时候，接到包工头的短信，说当天钱不够，要第二天才能给

钱。工人们一下子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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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跟他们干，不能太软了，劳动局得给个说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让他写个条子，

说我管不了。”

“我们去要钱，又不犯法，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劳动局不给解

决就去静坐去。”

在对老板的愤恨情绪中，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下午两点钟，劳动局的人赶来了，公司却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在工人们激愤的抗议声

中，公司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劳动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兑现承诺。僵持了很长时

间，公司答应给每个人 150 元作为路费和住宿费之后，工人才答应再宽限一天，并且要公

司当众承诺，如果第二天还不能给钱，就给每个工人多加 1000 元。第二天，工人们顺利地

拿到了工钱。

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在夹缝

中生存，如何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

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

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包工制度建立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在工人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一方面，乡缘意识一

定程度上维系了包工队内部的团结，与包工头之间的乡缘纽带更是建筑行业拖欠工资得

以可能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乡缘意识也造成建筑工地上不同包工队工人之间的

分隔，来自不同地域的工人甚至在日常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时常产生纠纷。但是，一旦进入

讨要工资的环节，包工头难以满足工人要求，资本从幕后走上前台，真正的老板出现，劳

资双方正面碰撞时，乡缘意识就不再是资本利用包工制度约束工人阶级意识的枷锁，反

而成为工人迅速团结的社会基础。正如裴宜理曾经指出的，乡缘、技术、性别等造成工人

分裂的因素，同样可以推动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輦輵訛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讨要工资的抗争

中，工人经常从附近工地甚至老家调来同乡工友壮大声势，在缺乏工会等组织的支持下，

乡缘关系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最重要的组织依托。在本节的个案中，面临共同的工资拖欠，

来自河北、河南的工人一方面各自在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又超越乡缘

意识实现了更大的联合。资本的残酷剥削，共同的利益，加上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累的共

同不满和怨恨，使这种联合成为可能。

由于农民工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的分离，没有办法形成工人社区来承载、累积斗争

力量，也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组织基础，现阶段建筑工人难以以城市为基地开展长久的、大

规模的、组织化的抗争，集体行动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式的特征，达到直接的目

标之后即告终结，一场典型的讨工资的抗争往往维持不过几天，参与人数通常不超过百

人。由于讨工资通常发生在建筑工程行将或已经竣工的时候，工人要么已经脱离生产领

域，要么难以对生产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工人的集体行动往往不是采取罢工的方式，

而是选择多种多样“闹”的方式，这些集体行动虽然规模小，但往往采取极端化甚至充满

暴力的手段，或者冲击项目部围堵具体的管理人员，或者转而围堵售楼部，或者爬吊塔、

2010/05 开 放 时 代



□
23

专 题

堵马路，呈现出与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

十、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

老张、小波、史东东、刘小兵……这些来自河北、河南、江苏的普通农民，当他们最初

离开家乡走入城市工地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改换一种谋生方式，在土地之外讨生活而已。

吃苦、受累，甚至受委屈，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准备之中，但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现时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注定要将他们推入一个阶级主体锻造的历程中。

在建筑工人走入城市之前，城乡分割的历史遗产连同国家的发展主义战略，已经将

他们打造成为残缺不全的劳动主体，这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利意识、生活期望以及可用

资源，反过来，这为地产及建筑资本控制及剥夺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就连建筑工人唯一

可以凭籍的乡缘关系，当遭遇强大而贪婪的资本时，也在分包劳动体制之下沦为资本追

逐利润的利器。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造成了哪怕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

难得一见的严重而又普遍的工资拖欠现象和残酷剥削。

在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

剥削和压迫，体会到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建筑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

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他们的情感本质上正是一种阶

级情感。然而在当今的中国，阶级语言早已经被打上极左的标签，成为整个社会的禁忌，

阶级主体也因此患上了失语症輦輶訛。现代性的话语喧嚣湮没了底层的声音，建筑工人没有

办法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合法的语言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

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因此更多地以对于包工头、管理人员的不满和怨恨

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们至多是一种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模糊、零碎，并且经常因与乡缘

意识的纠结而变得复杂多变，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之路充满荆棘。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本文开篇引用的这首《讨薪之歌》所揭

示的，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承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

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

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着，但并没有

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

量。当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当工人受工伤却没人管的时候，包工头与

工人老乡关系的温情面纱瞬间滑落，隐于幕后的资本被迫走上前台，乡缘关系再也难以

掩盖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正是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

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

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在中国农民工群体中，建筑工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很多人连初中的学堂

都没有迈进过，更谈不上去读马克思列宁的鸿篇巨著，也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



来自外部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打工生活，尤其

是与资本持续不断的抗争，就如同一个熔炉，终将它们模糊、零散的不满和怨恨锻造成为

阶级对立的意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利益对立，以及资本残酷的剥削，使得建

筑工人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能够突破诸多结构性障碍和压制，摆脱社会经济组织（分

包劳动体制）、主流话语以及他们的农民工身份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完全自发的反抗行

动中（主要是讨要工资的集体行动）塑造出明确的阶级意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后马克

思主义者殚精竭虑思考的“为什么不”的问题，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逻

辑关系再清楚不过地呈现出来。

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很难确定一个僵硬的评判标准，与汤普森描述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程相比较，我们看到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大多为零碎的野猫

式抗争，虽然频繁发生，但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相互之间的呼应和联合，更没有形成任何坚

实的组织基础，工人的团结还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

抗争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阶级形成尚处在一个初生的阶段中。

每到开春，一个个工地在机器轰鸣声中开工，掀起阵阵尘土，地表仿佛被撕开一道道

伤口。及至岁末，一个个工地又在一片静寂中完工，地表的伤口弥合，留下的是一栋栋或

宏伟或精美的建筑，而那些工地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

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

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

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

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

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

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

重生的机会。

* 本文作者对连佳佳、刘静、李大君、刘晓红、周丽娟、李庆素、小强、李丁、张劼颖、王

敦猛、朱倩等人为本研究成果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万分的谢意。本项研究受到以下课题的

支持：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KRGC）研究项目“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华南地区宿

舍劳动体制下集体行动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

认同”（批准号 06CSH009），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新一

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阶级与公民意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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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当时国内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包工头，他们成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普遍的文化水平不

高，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靠着承包工程，很快就发家致富，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正是国家

的政策成就了这样一批人。在今天的工地上，仍然听到人们在讲述他们当年的故事。而今这批人早

已成为更大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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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踢来踢去，所以工人们在去劳动局之前，偷偷打开了录音设备。工人们的智慧和胆识让我们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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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政府官员在面对普通建筑工人时的态度和做法。就我们调查所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这个官员的

表现很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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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輦輱訛《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工人的工资应该按月足额发放，实际上没有一个工地能够做到这一点。

出于现实考虑，北京市做出妥协，规定建筑工人的工资必须按照季度发放。即便这一打了折扣的标

准，对于建筑工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他们能够按月领到生活费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此，相关政府部

门并没有去执行法律，而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輦輲訛Wright，E.，“Working Class Power：Capitalist-class Interest and Class Compromis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 105，No. 4，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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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早在 1992 年，政府就制订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企事业单位有员工 25 人以上的，都应该

依法建立基层工会。然而建筑业农民工一直与工会无缘。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做好维护进城

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将农民工吸纳进工会，甚至考虑到农民工的流

动性，设想在输出地成立工会组织。然而，事实上建筑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非常之小，绝大部门的工

人被排除在工会的大门之外。在一个放任的劳动力市场里，缺少了工会组织的支持，工人和资本之

间的力量严重失衡。

潘 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张慧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郑 英

2010/05 开 放 时 代

□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