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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权：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

□　 周书俊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一、劳动人权与劳动“无权”

　 　 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成了“异化劳动”，劳动

人权成为劳动的“无权”。 劳动不仅不被重视，反而

受到人们的“厌恶”，人们尽管享受着劳动的成果，
却不愿再亲自劳动，劳动成为一种低贱的、不被人们

认可的活动，从而成为“没有能力”“资本贫乏”的象

征。 因此，劳动所体现出来的只是这样一种 “权

力”，即基本的“无权”。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
有财产是外在于人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 但

是私有财产绝不是无主的，它属于资本家所有。 因

此之所以称为私有财产，也正在于它不只外化于人

而存在，而且它本身是私有的，是有属的财产。 说私

有财产外化，是说私有财产并不是人本身。 说私有

财产是私有的、有属的，是指私有财产并不是无主

的，他们所拥有的私有财产，表明他们对财产具有占

有权、处分权、支配权。 这种权利可以给他们带来利

益和名誉。 在这种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人无一不

受到私有财产的制约，人无一不被异化。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需要衣、食、住、行，而只有

劳动才能满足这种种需求。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
劳动已经不再是自我的劳动，而是异化的劳动，即劳

动不再是满足自我需要的劳动，而是首先满足私有

财产需要的劳动。 单纯的劳动交换已经不再是原来

意义上的交换了，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交换；这种交

换已经不再是平等的交换，或者绝对是不平等的交

换，否则就不会发生这种交换。 “劳动是劳动者的

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

实现。 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
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所以说，
形式上平等，而在本质上、内容上不平等，才是交换

的秘密所在，或者说是主动交换的实质所在。 这种

交换的秘密就在于主动交换的劳动是被迫地进行交

换，而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主动地、积极地进行交换。
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似乎体现了他的权利，然而

其实质则恰恰表明了他的劳动权利的丧失，因为他

的劳动如果不去交换，不去形式上体现出交换的主

动权，他就会饿死。 因为劳动者要生存下来就必须

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所以说，真正交换的“动力”不

在于资本家，而在于迫切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

者。 这样，就在形式上更加掩盖了交换的本质。 财

产私有者认为，不是我要求进行交换，而是你需要进

行劳动；如果说我赚取了劳动利润的话，也是在你的

迫切要求下这么做的。 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似乎工

人的劳动以及劳动后如果要求获取更多报酬的话，
也并不占理，因为劳动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交换

的“平等性”是工人自己也予以承认的，再有过高的

要求，就既违反了平等的法则，也违反了道德的要

求。 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无论如何总是占据上风，不
仅占据着法律的上风，也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工人为了谋生，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接受所谓平

等的契约，即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马克思认为：
“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１）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

化和偶然联系；（２）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

联系；（３）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的需要，但是社会

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

需要（劳动者成了最利己的人，因为他不劳动就不

能生存———笔者加）、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

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

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

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４）对工人来

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
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手段是他自己

锻造的，而不是别人的强迫———笔者加），他活着只

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工人不再想象其他的享受，
因为如果没有生活资料，他就什么也不是。 幸福对

于工人来说只能是未来的事情，并且这种未来的事

情可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就此种状况来讲，资本

主义社会是非道德的，是最不讲人权的，因为它从来

也没有给工人带来过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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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异化”呼唤着劳动人权

　 　 事实上，正是“劳动人权”才真正证明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正确性，这种“劳动人权”才是历史发展的

真正动力。 很显然，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体现，也是

人的天然权利。 人，作为生活在自然界的生物，它本

身需要满足自身生理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通过劳

动的外化获得的；同样是这个人，作为生活在社会中

的“动物”，它本身除了满足他自身的生理需要之

外，它还要满足诸如政治、文化等需要，否则，它就不

是社会中的“动物”，而社会属性恰恰是人的本质属

性。 因此，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本质性权利是人的

天然权利，劳动人权是天赋人权的根本。 丧失了劳

动，人便不能够生存，甚至世界就不再是人类的世

界。 所以说，马克思牢牢抓住了劳动以及劳动的本

质，抓住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从某种意义上

说，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正是发现了“劳动人权”
的秘密所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一

种权利，它天然地属于所有人，然而，在资本主义私

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却无法实现这种权利，因为他们

“丧失”了劳动对象；这样一来，整个人的劳动人权，
这种劳动人权所能享受到的一切权利都被异化了，
人们已经不再把劳动看作他们的内在本质，人们对

待劳动和劳动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再也

不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再也不认为是劳动创造

了一切。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早已把异化看作

对象化，并从“需求体系”上把异化运用于工人的劳

动之中，从而得出了近似科学的结论。 黑格尔的

“需求体系”提供了人成为对象性存在的特有存在

的根据，认为这个对象性存在才是完成了自我精神

外化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说是人的普遍本质作为

外化的人类活动的一个积极环节。 黑格尔无非是

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异化恰恰是自我被使用

的外化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或者外化正是自我存在

的展现。 异化即所谓的被使用表现着与人格的生命

一致性，正是由于这种被使用或者说正是这种劳动

人权的丧失，才像田地产量一样自然呈现，劳动的不

被使用反而不再成为某物的存在。 也就是说，受雇

佣恰恰是作为工人存在的实存，丧失了人权的劳动

即不再体现工人本质性的劳动，就是它的全部关系

的体现。 不被雇佣恰恰表明了工人的不实存，因而

受雇佣才真正是工人价值的体现，体现着工人作为

人的本质力量。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我的所有

物———劳动———不再属于我，而属于另外一个所有

物。 也即，我称之为我的所有物却不属于我，是非常

正常、也非常合理的事情。
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唯一可取之处在于，劳动者

的劳动对象化是作为一种实存的对象化存在的，它
反映了劳动者自身的存在，只有劳动在被使用时它

才能是实存的。 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对象化时，它才

能实存，否则它的存在就是虚无。 可是，在现实中，
劳动的这种外化并不能表示劳动者的充实和劳动者

的实存，相反，劳动的这种外化是被迫的，是不自由

的，恰恰体现了劳动者劳动人权的丧失。 而迫使劳

动外化的物———资本———尽管由此把它变成了所有

物，也同样不表明自我的实存，它所表明的同样是劳

动的不自由，因为它把劳动当成了对象，劳动者自己

也就变成了对象。 所以，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

下，工人的劳动人权是被剥夺了的，尽管他本身还具

有“劳动能力”，这种所谓的“劳动能力”恰恰表明它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丧失了“劳动”权利。 工

人的这种所谓的劳动的“自由”选择权及契约的所

谓“平等”权，正好说明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再

无任何权力；而出卖劳动力则不是出卖他自身的所

有物，而是在出卖前早已成为“资本”的、不再是他

本质性所体现的东西。 虽然在形式上、外观上、法的

意义上看来劳动是他所拥有的唯一权利，但在本质

上，工人的劳动早就注定是属于资本家的了。
黑格尔不可能从现实性上、感性上来解决异化

问题，相反他只从精神上、自我意识上来克服异化。
克服异化也就意味着“克服意识的对象。 对象性本

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

不相适应的关系。 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

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

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

说，因此，人被看作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在这里，黑格尔已经完全堕入唯心主义中去了，在精

神领域里、在自我意识中将异化消除，至于现实中的

异化，他却视而不见。
事实上，人的自由意志已经不再起决定作用，起

决定作用的却是物的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
象性存在这个对象化的东西决定了人的行动，当然

也决定了工人的劳动。 整个社会关系本质上不过是

人与人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却是物与物的关系，而
这种关系又集中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金钱关系上。
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必然成为相互异化的关系。 人们

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如果还没有从社会关系中消

除，还成为制约人的行动的话，那么这种以利己主义

为基本生存方式的欺骗就永远不会停止。 人们都把

对方看作是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而仅仅把自己看

作目的，那么由此所结成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异化的

关系。 人们在骨子里、在观念上，根本就没有把劳动

看作是人的权利，而只是将劳动看作谋生的手段与

获取利润的工具，人已经成为异化的、相互欺骗的、
互不信任的片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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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人权与资本主义法权

　 　 劳动人权如果仅仅成为一种法权，还没有真正

体现出劳动人权的本质，它只不过是在法权的要求

下实现着所谓的人权。 人作为个体存在虽然具有独

一无二性，但是人的存在本质上是由于其劳动的对

象化，而这种劳动的对象化一旦离开社会，它便不可

能存在。 可是，仅仅承认劳动的社会性还不是问题

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实质。 就此而言，黑格尔正确

地看到了这一点。 然而，黑格尔只是看到了劳动的

普遍性，而没有看到劳动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恰恰

不在于这种普遍性，而在于个体性。 人一旦不仅从

本质上丧失了劳动权利，而且在形式上也丧失了劳

动权利的话，人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性，还是作为

普遍性，都不可能存在。 法权关系，在马克思看来，
就是指由国家保护着的、以法律手段调整社会而出

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和要求虽

然基于法律而产生，但却以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其他

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相应地应当严格遵守的权

利和义务为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权只不过

是资本统治的外在表现。 法权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

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劳动人权如果仅仅依靠法权而存在，那么劳动

人权还没有复归到劳动人权自身，至多仍然是这种

权利的外在形式的表达。 由于每个人的劳动能力都

不相同，由于每个人都不同于他人，因此，就其劳动

的量和质来说也都不同。 如果单纯地依据所谓的

“法权”，并按照这种“法权”来分配劳动果实的话，
仍然没有真正体现劳动人权的本质内涵。 劳动人权

不是单纯地分配劳动成果，而是指劳动者占有劳动

对象，并在劳动中充分展现出自身的本质。 因此，劳
动人权并不等于劳动法权，两者不是在一个层面上

言说的。
这种“法权”还没有真正摆脱旧社会的痕迹，还

没有达到所谓真正“平等”的高度。 “但是，一个人

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

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

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

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为尺度了。 这种

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

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

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所以就它

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

利。 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

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
他们就不成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

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

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

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

一切都撇开了。 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

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

少，如此等等。 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

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得到

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

等。 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
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也即所谓的“按劳分配”所体

现出来的还不是劳动人权，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实现

事实上的公正，其所谓的“平等”事实上仍然是不平

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

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

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

发展。”因此，劳动人权只能满足于当时人们所能够

取得的权利，而不可能超越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

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去获得所谓“现实

性”的突破。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人权的最初确立即“按劳

分配”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具体情形做了

详细描述，并且指出它在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

而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之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

配做了对比。 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中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

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 第一，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私人占有，存在着

少数资产阶级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失去生产资

料的劳动者的现象；它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原则是与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相一致的，也就是对资本家按资

分配，对劳动者则按劳动力分配。 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条件下，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劳动者完全丧失了劳

动人权。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
生活资料则是“私有”的，不存在占有生产资料剥削

其他人的资产阶级，但其生活资料是按照每一个人

的劳动的质的好坏、量的多寡来分配的，也就是生活

资料还没有公有、没有按照人们的需要来分配。 在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权得到了充分的保

障，但是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劳动者虽然从

本质上实现了劳动人权，但在形式上还保留着资本

主义的法权，即劳动人权仍然被所谓的“平等”形式

掩盖。 第三，共产主义社会则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不再属于任何私人拥有，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

在形式上，劳动人权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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