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囚在富士康

———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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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富士康准军事化的工厂管理体制其本质是劳动的严重异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

值观为理论视角，根据第一手实证资料调查研究了富士康的生产管理体制，发现它与马克思对早期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观察是一致的，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

资以及制造各种形态的血汗劳动来实现的。富士康工人感觉“工厂像监狱”，其原因在于富士康着

力打造了一个以绝对服从和惩罚性的制度为特征的法家式兵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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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囚徒的呼声：“富士康是个牢”

富士康远看像天堂，近看像银行，走进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人人都说富士康好，人人都

往富士康跑，富士康挣钱富士康花，哪有钞票寄回家，兄弟姐妹快快回家。

这是在富士康口耳相传的一首歌谣。相识的富士康员工经常用手机短消息互相转发。我们在

昆山富士康调研期间，常遇到富士康人自比囚徒，以富士康为监狱来形容自己的工厂生活。在问卷

中，工人对富士康准军事化管理制度的切身体验大多是严厉、压力大、压抑、累、非人性化等囚徒式

的感受。员工谈到他们对富士康工厂的感受时说：

太严了，说严重了就是犯一次错误，３年不升迁。大错比如翻墙，就是晚上从这边的围墙
爬出来。富士康说的严重了，就是一个牢。

说白了大多数人还是不是太快乐的。主要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感觉上班的话一上班一进这

个厂门你就感觉很压抑、很累，这是普遍现象，就是进厂门感觉今天又要干活了今天又要效率，

然后脑子里就在想这个东西，然后又要熬一天，时间就这样熬过来，就比较压抑比较紧张。

你看，上班和下班加起来是什么，上加个下字，就是个卡字。这样就把你卡住了，没有自由

了。你再看啊，这富士康厂周围都有墙，里面的人成什么了？就是个囚字啊，人在墙里面就成

囚了。

还有一位员工在描述富士康人时这样说道：

一下班，只要两眼无神，灰头土脸，目光呆滞的就是富士康员工。人走出来一脸茫然，没有

一点笑脸。可想人压力有多大，人有压力的情况下他有多种排泄方式，如发脾气、摔东西，有的

人会调节一下，调试不好就出现那十二跳了，人受压到一个临界点时，他的脑袋就糊涂了，正常

情况下是不会跳楼的，可能会出现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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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囚徒的呼声引导我们进入了富士康帝国的深墙大院之内，为曾经在这里消失的１２条生命
———并且还在不断消失的年轻生命，揭示迫使他们结束生命的黑暗势力的真面目。

一、人成了机器：工人的劳动异化状态

（一）人成了机器：没有价值和意义感

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成了机器，活着没意思。”工人小徐

说他们生产的产品“以前那个都是用机台折的，但折出来报废的太多了，１０个里面就有９个。然后
就用人折了，因为机台是死的，人是活的嘛！”人代替了机器，并要求像机器一样地快速运作，人成了

机器的奴隶，成了会说话的机器，这一切构成了富士康快速高效的生产要素。小徐说：“像我们这样

整天站着真的是很累的！”在富士康，只要你面对着生产就不得自由，因为它已经将每一个生产动

作规定好，“某个动作，先用左手还是右手，第几秒以什么姿势做什么动作，全部有严格的规定”，这

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人像一个零件一样固定在生产之中。通过将活人与机器绑定，这时候人的

灵活性和机器的高效率联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更高的产量，但这样的联合是违背人性的，长时间重

复一个动作生产出大量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大量的厌烦、无聊沉闷、空虚和压抑。

人就是机器，一天１０个小时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两个小时休息 １０分钟，休息的时候要
站，因为一直坐着。一直都在工作，没有机会偷懒，机器每秒都在运转。

做冲压、塑形的实在太辛苦，必须１０小时连续保持某角度的站姿，人就像机器人，每天干
的活太单调。在富士康工作压力太大，如果产量达不到上面的要求老大会很生气，不会给你好

果子吃。

就是想走，也没什么理由，感觉每天都重复一样的事情，睁开眼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感觉太

无聊了，就是想走。

小翠想离开富士康，因为每天反反复复就一个动作好烦。按菜单按钮，然后按音量加减键，然

后翻开图片看一看，就五个键每天按过来按过去。

工人重复高效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但他们没有任何成就和满足感，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为谁而做。当问到：“那你知道你们做的产品是什么品牌的吗？”有工人回答说：

这个不知道。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客户是Ｃｉｓｃｏ和华为，我们那个计划表上一般不写什么牌
子，它会写这个产品出到哪，比如说匈牙利、南京、香港。真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生产的

产品是卖给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我们只是作业员，从事一个加工的过程。作为你自己，

知不知道无所谓，只要把自己该生产的产品生产出来就行了。

马克思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

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马克思，２００７：第四十四卷７４３）。这种状况是
富士康工人的常态。

调研组在各地富士康调研期间，工人们在对我们描述他们对富士康的印象时，大多数人的回答

都是：人多、规模大、拥挤、压抑、枯燥、乏味、压力大、辛苦、忙碌、累、没前途、严格、非人性化、无聊、

无奈、空虚，等等。这些描述无一不反映了富士康工人劳动过程的异化状态。

富士康工人充分体验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

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

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

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之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马克思，２００７：第三卷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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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限劳动强度：血汗劳动的新形态

根据我们的访问调查，富士康工作产量的制定过程基本是这样的，生管根据订单和对员工工作

效率的估计，来安排分配工作产量计划，经过主管和课长签字通过后，即成为正式的工作产量指标。

问题是这种产量指标在制定时就已经把员工的加班时间计算进去了。所以在富士康没有不加

班的自由，只有加班的自由。一个访问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生管安排的工作计划：

生管排的时候会给你注明，按照每天多少效率、几个小时去排班，比如他底下会有备注：按

照２３个人力，每天 １０个小时，９５％的效率。或者特殊情况他就给你写：按照每天 ８个小时，
１００％的效率。然后写以上排配不包含线长和全技员。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富士康工人除了要承受高指标的产量要求外，还需要面对不断调高的指

标所带来的强大压力。生管对员工效率的估计是根据每天线上上报的完成情况来看的，如果他觉

得每天的完成情况是１００％，就会认为员工的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提高工作产量指标，而工人
只能被动接受，并尽全力完成指标，完不成的就只能拖班完成。据工人反映，在订单量大的时候，为

了按时完成订单，产量指标每天增加一次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

而且他产量会增加，比如第一天要求３０００个产品，做完了，第二天就要求做３１００，第三天
就３２００，就是这样加啊…反正他是不会让你达标的。

产量每天一加。我记得刚进富士康的时候第一天新员工１．２有的时候１．５、１．６、１．８向上
增，越来越忙，没有固定的，太不公平了！做到第二天有的时候给你加产量，加５０、加６０，然后
赶货一点点往上加。

不断提高产量指标，不断突破工人效率极限，使得产线上的工人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一个员

工向我们这样解释他的压力：“如果一个零件我按正常速度需要５秒钟完成，他现在规定我２秒完
成，或许不断做也能完成，但是精神上就非常紧张了。”

如果员工速率一旦稍微减慢，立马会遭到线长和上层管理的责骂。富士康还通过打绩效的方

式来督促员工速度不断加快，员工速度一旦加快，产量指标又随之提高，员工又进入更高强度的工

作状态。有位工人说：“工作真是做快做慢都不好，做慢了会被上面找麻烦，做快了又累又没加班，

第二天一看指标又升了。”

产量指标是否要提高，提高多少主要根据订单量和产线上报完成情况这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员工的精神状况、“承受能力”、实际效率等主观因素一概不被考虑。指标不断提高，使得富士康员

工长期处于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

富士康基本是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机器来管理的。为了追求员工效率最大化，提高产量，富

士康用 ＩＥ（工业工程管理学）来管理生产线、管理员工。它把员工的每一个工作动作分解，使员工动
作标准化，以求达到最高效率，完成产量目标。

公司有个专门的部门，叫 ＩＥ工程，它的工作就是平衡每个工站的工时，比如有个产品一个
工站要２秒，另一个要６秒，它就把另一个也改成２秒，这样他的产出效率就高。

比如原材料到成品要经过很多的环节，它用 ＩＥ工程的手法去分析其中的每个环节是否存
在时间的浪费，如果存在浪费，把它砍掉，工站该合并的合并，该整合的整合，那样达到工时平

衡，效率就提高了。对工人来讲，他的劳动强度会越来越大。

富士康工人的压力就是这样被“高效”地生产出来，每个工人都是一台工作的机器。“我每天一

上班就只能低着脑袋做到下班”；“就是作业员的话他还是有压力的，因为每天有产量和效率，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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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得达到，这样无形中他们思想上就会有压力，每天就是一上班就想‘啊，我要做多少产量我才达到

这个效率’”；“真的无精打采的，整天都不想说话，可以说话但不想说，累！”

这样的工作状态导致员工彼此淡漠，千篇一律的动作和生活，每个人都与机器绑定在自己的空

间，几千次地重复着一个动作，甚至一天不说一句话，每个人都被割裂开来，成了富士康工厂中活的

“机器”。这样的状态无疑是有利于富士康提高生产效率的，但对人性而言却是极大的摧残。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血汗劳动，从工作环境上来说主要是指拥挤、潮湿、不卫生等原因产生疾病。

现在简陋的作坊被现代化的厂房取代了，致人疾病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变，只是致病的因素已经变成

了现代化学物品。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看上去很好，很多车间装有空调和风扇，但是事实上通风效果

却很差，“因为那个车间的排气各方面都不好，是做塑胶嘛，它是有毒的”。富士康很注重形式上的

安全防护，但起不到实际作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员工才会用，甚至有些防护设备本身对

身体是有害的，“还要戴指套，那个指套有毒，它腐蚀指甲”。这样的措施其实不是为了保护员工而

是为了保护产品。

我们那个车间是做Ａｐｐｌｅ产品的，特别苛刻。你知道吗？我每天都拿着小刀，对着显微镜
修理产品上的毛边。我的眼睛每天都不舒服。我每天都感觉腹痛恶心。而且我每天上下班都

要带着一把刀。（苦笑）你看我的手都是刀划的。（护具）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我们车间的环境

很差的，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风扇在吹，吹的也是热风。而且我们车间有化学制剂，那个味道

也很大的。机器的噪音也是很大，让人受不了。我最近老是感觉腹痛恶心，好难受。我实在熬

不住了。耳塞戴了也很不舒服。你戴松一点，就没有效果。如果你戴紧一点，耳朵又痛得受不

了。

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同时会内在地规避工人的工伤，工人出了工伤也不能按工伤处理。

那天我们生产车间要换线，本来应该由专业人员来换的，但是线长私自让我这个作业员来

换，我嘛……毕竟不熟悉，所以受伤了，缝了１０针呢！当时裂了两个口子，流了好多血！我到
医务室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都晕倒了。因为我这个受伤是线长私自让我换线造成的嘛，他怕

报上去对他以后的年终奖什么的不利，就压了下来。（医疗手术费）都是我自己垫的钱。线长

跟我说他现在先不给我报上去，等以后他会想办法帮我弄。后期可以凭医疗卡报销医药费，厂

里付８０％的医疗费。

尊重人权、符合人性的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异化劳

动的批判中，马克思（１９７５：２７１）谴责资本家的财富建立在“偷窃工人休息时间”的基础上。
相反，在自由王国的论述中马克思强调的是自由劳动———劳动和休闲的统一，人们在工作之外

不仅需要休息，并且在诸种活动和满足中还需要自由的时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

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马克思，２００７：第三十一卷１０８）。在他的构想中，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
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劳动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剩余劳动在必要劳动

之上被创造出来。“剩余劳动在一方面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

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面创造出来”（马克思，２００７：第三十卷３７９）。在马克思看来，
剩余劳动为人们的休闲和创造性的活动打下了基础，“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

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马克思，２００７：第三十一卷
１０１）。

（三）簈人文化：摧毁人的价值和自信

富士康“产能至上”、“指标先行”的理念直接孕育出其极富特色的“簈人文化”。“簈”这个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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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被整、被欺负、挨骂、受辱等意思。遇到产量不达标或者质量不达标，线长要向组长、课长做检讨。

当遇到客户质量投诉，整个管理层包括线长、组长、课长、品保等都要向经理做集体检讨。这时他们

就要被自己的上级簈，为了自己不被簈，所以就要竭尽所能地簈别人。“我们一般是主管骂线长，线

长骂员工。”高指标、高产能使压力逐级传递，使得富士康人都沦陷在这种野蛮的簈人漩涡中。而且

“簈人”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带脏话的，它想达到的目的是羞辱员工，让员工很没有面子，至于用什么

手段，各人都竭尽所能。

“求产能，达指标”是生产线线长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主要的职责，线长经常在产线上对于速度

较慢的工人进行责骂“你怎么这么慢啊，你看看人家多快啊”。有时候订单多，富士康不考虑工人实

际承受能力，一味提高产量，员工工作量太大来不及做完，有时“几乎天天被骂”。

富士康管理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他妈的”，反正就是一直在骂你。让谁谁也受不了啊。

天天宣扬什么人性化管理，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性化体现在哪里。这可能是高层想出来的，

要我们基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你要是犯错，就把你往死里批，一批就是一两个小

时！

比如你做检验的，留下了不良品，在包装前没发现，线长就要把检验的这个作业员叫出去，

开始训，“你是做什么的，这样的事你都做不了你还能做什么”，少则说半个小时、２０分钟，多则
说二三个小时，这要看线长心情如何了。我就说这个线长的口才实在太好了，很佩服。就像我

去年刚进厂，就有个线长，训我们两个作业员。我们是１２点半吃饭，从早上８点开始上线，他
就从８：４０一直训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所以你要说这线长为什么要骂底下的全技员，我还真是
没搞清楚。

富士康９８％的员工都表示与老大（线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冲突更是时常发生，于先生就向我们
描述了他与线长间的一次交锋，他说：

我们那个线长他心理有问题，脾气特别暴躁，总会无缘无故地发火。有一次他就狠狠地簈

我，把产品报废都赖到我一个人头上，我气死了。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你别逼我！”他说：“我逼

你怎么了，我逼你怎么了？”我就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我们和线长的关系都不太好，线长特别苛刻，线上的同事经常会和他发生矛盾，有时还会

吵两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条线上的工人集体要罢工，因为线长太苛刻，吵架的时候线长发火

说“你们全部给我滚”。

簈人不仅指用脏话骂人，在员工看来甚至没有脏话照样能够伤人，有员工描述他们线长簈人时

说：“脏话倒不多，就是口气比较硬！（有一次）两个人在那里聊天嘛，她受不了了，就说你说话怎么

没说死？她那种表情体现在声带上，感觉声音好毒的，她在咒一个人死，而且是当人面说的。”因此，

当问卷中问到“你对富士康的最大期待是”，１８．５７％的员工选择了“改善管理体制”这一项。
骂人被员工谑称为 “人训话”的管理。“人训话”管理就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的产量或是不良品

率过高时主管、课长、组长或是线长对着一群员工训话，其实就是一些骂人、簈人的事情。富士康簈

人的经典语录有很多，诸如：“他妈的你们不要给我干事干的玩哦，要干给我干好，不干就给我滚

蛋！”、“不想做走人”、“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是做什么的？！这样的事你都做不了你还能做什

么！”、“你真没用，你个败类、垃圾！”

流水线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产能、指标”进行下去，伴随着线长喋喋不休的催促、谩骂。在这种

簈人漩涡中，人变得非常暴躁、易怒、没有人情味，基层管理者和作业员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下。为达产量指标，员工表示精神紧张、压力很大。

富士康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结构使压力层层逐级向下传导。根据我们的问卷统计，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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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时一样多的占到总人数的３６．３８％，而感到压力比平时多一点或多很多的人数则占总人数的
３９．２％，两项合起来就占总人数的７５．５８％了，如此高的比例足以体现富士康员工所感受到的压力
是多么巨大了。当簈人成了工作常态和企业文化的时候，簈人就不需要理由了，簈人成了释放压力

和发泄愤恨的渠道了。

你看他（线长），心情好的时候对你好点，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谁，不管就算一点点小错，

干的慢啊什么的，就要对人家发火。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不顺眼，就说一句，看到那

个不顺眼就大骂一句。我们做慢了骂，做快了也骂。

真正摧毁一个员工的并不是这种被“簈”，而是被“簈”后的无能为力。霍耐特（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
２００５：１４２）曾区分过社会蔑视的三种形态，在他看来这种人身伤害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和社会性存
在的基本自信，同时影响到与其他主体的一切实践交往。

富士康管理文化中的暴力是强势的。面对富士康工厂这个庞然大物，一个员工实在是太弱小

了。我们“就像一粒灰尘一样，比如说一条产线上吧，线长经常说我们产线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

无所谓，就这样，你走了还会有人来干啊，对于这个厂来说，我们普通员工真的不算什么。”这一切都

关系到自己的饭碗，要吃饭还是要尊严？对富士康员工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题，“可能觉得这

已经不是自己最在乎的，只是为了要生存下来”，“你不干就走人，富士康人多呢！不怕招不到人！

受不了，也得憋着呗”。强大的生存理性事实上已经摧毁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很多员工都被线长簈得每天工作都无精打采。“她这样簈下去人都不想干了。每天都感觉无

精打采的。这种事谁要做？”“真的无精打采的，整天都不想说话。”“可以说话但不想说，累！”

高产能高指标下的簈人文化使得富士康员工饱受双重摧残：肉体上由于极限劳动带来的损害，

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被人辱骂却只能咬牙忍受着的痛苦和无奈的生存状态，使年轻鲜活

的生命只能在富士康的囚牢中挣扎以致渐渐麻木，失去希望。

二、作为奴隶劳动？被剥夺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在劳动者权力的保障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

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王德

禄、蒋世和，１９８９：２２）

人权作为普世性的共识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保障了人类个体一种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从一

个社会的运作来看，人权就体现为具体的公民权。马歇尔在《公民权和社会阶级》中区分了公民权

的三个维度：民事权、政治权、社会权。就民事权来说包括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各种权利，其中涉及到

“占有财产的权利和缔结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寻求正义的权利”（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９２）。在民事权范畴，
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法是对其劳动权的有效保护，劳动法规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劳资双方权利和

义务的有效契约。违背劳动法———如果表现为一个企业公然和普遍的行为，这种侵权不仅是对个

体劳动者的损害，也是对国家法律的侵害，总体上伤害的是关涉每个人的公民权。富士康在对待劳

动者权益上存在以下诸多的违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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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长劳动时间违法

根据调研的问卷统计，富士康工人每月休息时间在４天以下（包括４天）的人数占总人数的８７．
４４％，每天工作在１０小时以上（包括１０小时）的人数占７６．９％。

富士康的上下班时间是早八点和晚八点，理论上工人一天在工厂的时间为１２小时，但一般进
出都会延长时间。其中工作１０小时，吃饭时间每顿１小时。周一至周五每天的加班时间基本上是
２小时，周六加班１０小时，周日休息。现在富士康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６０小时，每周加班时间
不得超过８０小时。但是在深圳富士康发生“十三跳”之前，各地富士康加班是没有限制的，在富士
康工作８年的蓝先生反映，那时他每个月加班１５０小时左右。在富士康工作的张大哥如是说：“我
以前最多加过１４８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每天都加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了当时很多过度劳动的事例，这种过度劳动严重影响了工人的健康

和寿命，甚至致人死命。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因为科学技术的限制，他们在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采

取的办法主要是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１９７５：２８６）。在这一点上富士康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的生产方式很一致。富士康的高产量不仅靠劳动强度，同时也是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增加的，

更坏的是它有时还不支付工人的加班工资。

我们现在加班时间不是少了嘛，厂里有时候为了赶产量，每个人的工作量就增加了，线长

会规定每个人每天的工作产量，像有的人他做不完嘛，就要在那边拖班，把自己的产量做完才

能回去。这个时间也不算在加班时间里面的。

就连工人吃饭的时间有时也会被富士康“吃掉”。工人早八点到晚八点是上班时间，中午

和晚上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

连班就是你中午吃饭时间不是一个小时嘛，要出货啊或者赶产量啊就半个小时吃饭时间，

没休息时间。这个算加班，但是有的报不上，就这样给你扣下来了。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观察到的：“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

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

‘啃吃饭时间’”（马克思，１９７５：２７１）。这是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秘密，牺牲工人的休息时间目
的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深圳十三跳以后，富士康规定员工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８０小时。工人一天８个小时的
正常班加２个小时的加班是１０个小时，周一到周五加星期六的加班是６天，共６０小时。每周有２０
个小时的加班时间。

调研期间昆山富士康的员工告诉我们，这样硬性规定以后，实际上对员工更不利。“像现在这

样把加班时间分割到每一周，员工就要在订单多的时候，拼命加班，但一旦工作时间（每周）超过６０
小时，超过的部分就不给加班费，而是给你调休。等到没什么订单的时候，你想加班也不成，员工加

班时间没少，却少拿那么多的工资，底下能不有怨言吗？这原本是规定的问题，但却要我们这些当

线长的来承担责任。你说好当吗？”

十三跳之前加班不受限制，加多少给多少，但现在不同了，加班有时间上限，限制加班反而拖

班，超过的部分就自动被富士康“吃掉了”。

拖班延长了劳动时间，其实不拖班正常上班也要延长劳动时间的。根据我们的调查统计，富士

康５８．４％的员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是１０个小时，除去必要的休息时间，富士康工人的一天基本上
都是在厂内度过的，这么长的劳动时间给员工很强的压迫感，很多工人感觉就这么被“卡”在工厂里

了，工作如同坐牢一样。一天１２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必须在工厂度过，使工人成了富士康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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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很累，熬时间嘛。基本上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做，一直做到晚上八点四十下班，不是

熬时间嘛……

调查发现富士康的工人都主动要求加班，“我们打工的都是为了挣钱，不加班只能拿底薪”。实

际上可以看出，富士康的低工资制造了工人的甘愿加班（布若威，２００５：译序）。

这边都是靠加班，你说你５天８小时，１个月最多上２２天班，就只能拿一千一的底薪，加班
的话，就拿周一到周五来说，每天加２个小时，１个小时８块，就是１６块，一个星期加１０个小时
就是１６０块钱，然后周末加班大概１１或１２块钱１个小时，加８—１０个小时也是一百多块钱。
这样１个月工资至少能保持在一千七八左右。

长时间的加班不仅挤掉了生活应有的休闲和娱乐，同时失去了家庭生活必要的共同时间。在

富士康工作８年还是普工的蓝先生因为工资低，不能养家，妻子已经与他离婚。

那时候收入二千多，主要是加班多，有１５０个小时大概，除了睡觉就是上班。两个人在周
六周日的时候会有时间在一起，平时一般没有时间在一起。有时我上夜班，晚点睡或者早点起

陪陪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８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４４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
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１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３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３６小
时（劳动部，１９９４：９）。由此可知，富士康在工作时间这一方面严重违反了劳动法，侵犯了工人的合
法权益。

（二）克扣工人工资违法

在富士康普遍存在通过各种方式克扣加班工资的现象。

深圳十三跳以后，富士康对外宣称工人工资上调３０％，实际情况是各地富士康工人工资上调幅
度不超过１０％，在问到涨工资的事时，一位昆山富士康的工人这样说道：“基本工资从原来的八百五
到上个月涨到九百六再到现在的一千一佰一。基本工资是涨了点，但他的加班只给４０个小时，多
的时间都算白干。”工人普遍反映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涨，而且劳动强度更大了。“达不到产量，加

班报不上去，就是给企业白加班，就是这样子的。比以前更累了。我们工人就是那种，它的目标是

多少我们就只能拼命提高速度把那个做到。”

十三跳以后，富士康规定各地企业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８０个小时。因为它的每日产量并没
有减少，在规定的加班时间难以完成工作量，所以造成了一种新的富士康现象“拖班”，很多超过上

限的加班时间不能上报算作工资，富士康就将这部分时间自动调整为员工的调休时间。

线长会规定每个人每天的工作产量，像有的人他做不完嘛，就要在那边拖班，把自己的产

量做完才能回去，这个时间也不算在加班时间里面的

他会给你规定产量，假如说你今天产量不能够完成的话，他就会用加班的时间来完成他的

产量，这段时间是不按加班工资算的。因为产量没有完成嘛，只有产量完成了以后的时间才算

加班时间。这其实是变相的加班控制。以前没这个的时候，我们加班多长时间除了一些义务

加班外基本上可以拿到相应的报酬，而且我们出来做工也就是想多拿点钱，加班尽管累但还是

愿意多干一些的，可现在的情况是，产量要求和工作强度没减，我们还是要经常加班，但线长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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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我们超过８０小时的那部分加班时间往上报了，因为规定不允许。或者好一点就把这部分
时间积累了，找空闲的时候给你放假，结果是底薪虽然上了，工钱却不见增加。很多人星期天

被要求去加班，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找一天给休息，这就叫调休。

以调休为名，富士康可以更弹性地来支配用工时间。也可以以此为克扣加班费的理由。工人

说调休就是“义务加班，是公司里面调休的。就是平时不干把他调到星期六星期天了。我觉得这一

点也是很……你说要是你前５天都不加班，都调到星期六星期天，那整个月不都没加班了嘛。本来
我们就是靠加班拿钱的嘛！他要是再这样搞，真的，没了！”

对于富士康以调休为名克扣加班工资，工人抱怨说：“它（富士康）内部有个设定，你１个月只能
加班３８个，而我可能加了４１个或４５个，３８个以外的他不发给你的。所以他这个明显违反了劳动
法的，他把这个调休给误解了，调休只能调双休日的加班，而节假日和平时的延时加班是不能调休

的，要么不同意我加班，要么我加班你就要给我工资。”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

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工资：

一、工作日延长劳动时间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支付加班工资；

二、在休息日劳动又不能在六个月之内安排同等时间补休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二

百支付加班工资；

三、在法定休假日劳动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三百支付加班工资。

第一项、第三项的加班加点工资支付周期自加班加点当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１个月；第二项的加
班工资支付周期自加班当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６个月，但劳动合同履行期限不足６个月的，应当在劳
动合同剩余时间内支付完毕。

虽然休息日的劳动是可以调休的，但是工作日延长时间劳动和法定休假日的劳动是不能调休

的。富士康通过累积工作日延长劳动时间调休这种方法来克扣工人的加班工资。

富士康不仅存在拖班不报加班的现象，它还会克扣加班。“每条生产线每月都会有一两人会少

报加班时间”，普通员工能做的就是希望那“一两个人”不是自己。因为员工掌握不了自己的劳动时

间，加班时间都由线长向上报，“我们平时也不计算自己加班了多长时间，他发多少也就算多少”。

我的女朋友上个月因为少报了加班时间，少拿了５００元钱。她和她的一个工友是一起上
下班的，俩人的工作时间一模一样，而那个工友比她多拿了５００元，俩人底薪一样，明显是加班
费中出现了偏差，肯定是被少算了加班时间，后来去查，果然如此，但后来是不会补发的，只有

调休了。那么就这么少拿了５００元。

富士康在辞职的工人身上同样可以冠冕堂皇地榨取剩余价值。富士康有一项复杂的辞职手

续，“进富士康容易，出富士康难”，工人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先给线长签字，再给组长签字，最

后到人力资源管理，人资有时会协调劝工人不要辞职，如果不成功才批准工人辞职。辞职整个流程

正常情况需要半个月左右，但有时会因为生产任务紧等原因线长会限制工人辞职，“我们那里每个

月允许１个人辞职，现在辞职的已经排到了１０月份。”工人要想尽快离开富士康，就不得不选择“自
愿离职”，根据富士康的规定，每月工作算到２８号，每月１２号发工资，如果工人选择自离，就会有半
个月左右的工资拿不到。富士康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变相来克扣工人的工资。

我们自离是１２天没有收入。
每个月的１２号发工资，它就是怕人走，就压着十多天的工资。比如说我６月份的工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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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２号才发给我，我要是拿了工资后走人，我就少拿了７月份的十几天的工资了。

（三）少交五险一金违法

“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国家为了保

障工人的生活规定企业和职工必须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但在我们这次调研中，发现富士康在社会

保障基金的缴纳上存在严重问题。

富士康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帮工人缴纳“五险”。

《昆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缴费基数由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各单

位申报的职工工资总额统一核定，其中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８％缴纳，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总额的２％，由用人单位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计算口
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执行。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１）计时工资；（２）计件工资；（３）奖金；（４）津贴和补贴；（５）加班
加点工资；（６）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一般的五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一般养老保险公司

是交的，但他没有按养老保险的规定来交，即以去年的实际月平均工资作为基数来计算养老保

险。至于住房公积金，一般只帮师级以上的干部及昆山本地的人交，一般员级员工是不交的，

这部分人大概占了９０％多，这部分的钱每年大概拖了有几个亿。

在富士康工作了１５年的张先生向我们反映，富士康在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时，缴费基数是职
工的基本工资，而不是工资总额，根据我们这次问卷统计，昆山富士康职工基本工资是１１１０元，而
实际月平均工资是１８８０元，之间差额７７０元，按８万人计算，昆山富士康每年漏缴医疗保险近６０００
万元。

同样，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上，富士康也存在同样的漏缴问题。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确定的费率，以本单位全部职工工资

总额为基数缴费。用人单位实际参保人员缴费工资总额高于本单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以本单

位实际参保人员缴费工资总额为基数缴费。根据《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比例

的通知》规定：凡参加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企业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比例由７％提高到８％，企业缴费比例仍维持１８％不变。假设同上，那么昆山富士康每年漏缴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１．３３亿元。

为了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具有强制性，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富士康只给师级① 以上的或本地户口的缴纳，员级以下

的一概不交，而这部分人占大多数，大约９４％左右，这个严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张先生如是说。
根据《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根据《关于开展苏州市２００９年度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和缴存单位年检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企业缴纳公积金的比例为 ８％－１２％。
我们按昆山富士康总共８万人算，其中假定有９０％的员工未交，按最低比率企业应缴纳职工平均工
资的８％，职工平均工资为１８８０元，这样一年企业漏缴住房公积金近１．３亿元。

他每天对外面宣称自己是什么慈善家啦和社会企业家啦，狗屁！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讲，国

家在法律上规定要给全员一起缴纳，而富士康只给师级以上的或本地户口的缴纳，员级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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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不交，而这部分人占大多数，大约９４％左右，这个严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难道员工不是
人吗？凭什么干部交了，而员工不交呢？这不是歧视吗？我们国家严重忽视他们的权利，难道

他们不是人吗？

还有在帮我们缴纳公积金时，也少交了。富士康在帮我们交公积金时是以我们的基本工

资为基数的，而国家法律规定企业在帮助员工缴纳公积金时是以上一年度职工的实际月平均

收入为基数的，也就是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和奖金。富士康帮我们少交了，我也打算把这部

分追回，我现在也在和律师联系，如果在我和公司的协谈中，公司愿意赔付我的加班费，少交的

住房公积金，相应涨的部分和损失费，我就协商解决；如果不愿意，我会求助于媒体和相应的出

版机构，把情况曝光，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在中国劳工还很少关注，我希

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还有最近老说提工资，我们中高管理层并没有提啊，我就没提。

在“五险一金”的缴纳方面，富士康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仅昆山富士康计算，每年漏缴的金额

就至少有３．２亿元，不仅触犯了国家法律，还严重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三、不把人当人：人格和社会性的解体

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及其自杀可以从工厂规训机制导致的个体社会性的崩溃来得到解

释。被称为“郭台铭的紫禁城”的富士康工厂从有形的围墙、门禁到无形的规训体制都在着力打造

一个法家式的兵营社会。

（一）绝对服从的文化塑造

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在于横扫一切异己思想，强制实行一统：“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

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

者尽之于军。”（韩非子，１９８２：６７４－６７５）这是一种让整个社会都颤抖的统治，强力之下难有完夫，顺
民是唯一的选择。富士康打造的就是这样一种服从的文化：以法为教———郭台铭语录是富士康人

的最高指示；以吏为师———一级压一级是富士康人的行为准则。

员工说他们在培训的时候老板（注：富士康工人对他们管理人员的称呼）就警告过他们，对他们

的要求就是：服从，服从，绝对服从！服从是富士康准军事化管理的要求，整个厂区着力营造的也正

是这种以郭台铭为“神”的绝对服从精神。员工说：

我们车间那挂了一个横幅，是我们郭总语录，大大小小，车间挂了好多……还有一句话就

是关于服从的，说“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就是说高科技只有在实验室里

研制出来，你在外面打工，寄人篱下，只能服从，别人说什么你就服从！你没有能力进实验室，

你在外面，谁在你头上你就得服从！

富士康厂区内的墙上会挂一些郭台铭的语录作为横幅。上面写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什么是质量，质量就是顾客愿意花两倍的价钱，买一样的产品，而且还很高兴。”等等之类的

话。员工每年的升迁考试都需要考郭台铭语录，试卷上会出这样的题目，写一句郭台铭的话，让你

写下一句。

除考试以外富士康还对新进员工进行军训来规训造就一个个顺从的身体。“比方说你一进来

培训，就军训，要晒太阳啊，喊口号，就是‘东风吹、响鼓擂’这些。”

问到富士康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时，有员工说：“那你普通员工肯定要服从上级啊！他让你怎

么做，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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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话你就要听。党国要你死你就要死，但他又不是完全的军事化，真正的军事化长官

下的命令要是错了，他会全权负责，而在富士康错了是要下属负责的。出了事就簈，出了事，一

级簈一级，没有人会负责。我们一般是主管骂线长，线长骂员工，上面的人跟下面人撒气，那员

工跟谁撒气啊。这就是为什么跳楼的都是普通员工。

基层管理人员在谈到他们对这种准军事化管理的体会时说：“富士康的管理叫做官大学问大，

我比你大说的就是对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压迫的驱动力当然来自富士康的产量要求。

在富士康没有不服从的员工，除非你不想干了。不服从“那就走人呗，这就是那个执行力的问

题，要是上面的决策你执行不了，你就走人呗”。

（二）惩罚性制度的构筑

法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严刑峻法。“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１９８２：６６８－６６９）富士康同样如此，惩罚是
它的管理制度的特征。对工人的不信任和人格的蔑视是这些罚制的前提。在富士康的《员工手册》

里，仅仅惩处的规定就有１２７条之多，惩处的方式包括从警告、记过到开除处分等。
工人说：“我们在生产线上不能讲话，不能说笑，不能随便走动，很不自由。每天都要这样，实在

受不了。”如果做不到就会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各种惩罚都有，就跟你们在学校一样，记功记过

嘛。比如犯了各种错误就会有人骂。处罚你，给你一个警告啊之类的。天天被老板簈。”下面是我

们录下的富士康罚制的一些面相：

不准

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话，不能走动，不能玩手机…“上课”前会响三声哨子，第一声哨子

响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把凳子放好；第二声哨子响，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工作，有的部门要带

好那特殊手套什么的；第三声哨子响，我们就坐下工作，而且我们背是不能靠在椅背上的。

惩罚令

但富宏有个方面做得不好，就是经常有什么惩罚令，说这次事故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规范操

作，把责任都归给员工自身，还记过什么的，其实人都一样，疲劳的时候出些事故也不可避免，

从保护员工的角度出发，还是应该从安全防护这方面来看。

检讨

（遇到产量不达标或者质量不达标），线长要向所有人，包括组长、课长做检讨。当遇到客

户质量投诉，整个管理层，包括线长、组长、课长、品保等都要向经理做集体检讨。做检讨不会

扣工资，但怕上面对自己印象不好，印象不好就会影响到以后的发展，包括工资、福利、晋升之

类的。

保证书

我给线长写过３份保证书。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如果以后再迟到就自离；然后还有
一次是我再也不旷工了，如果旷工就自离；还有一次是说话，我再也不说话了，如果再说话我就

自离。

警告

是这样的，一般是作业员跟线长讲一下，也就是跟我说一下，我一般我批几分钟让他们上

厕所的。顶多１０分钟。１０分钟不来我们要去看一下的。发现要口头警告的，有时也会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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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骂他们。这也没办法，都是上面规定的。

扣加班

扣多少我没有查过，但是感觉是基本上都扣点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加班报不上嘛。金融

危机的时候经常会让我们晚一步下班的，最起码晚个半小时，他还跟我们说你们这个是不报加

班的。

罚做义工

我们富士康员工的衣服不是都是厂里面洗得嘛，都要经过高温消毒的，像牛仔裤这些衣服

高温消毒以后就很容易破，经常就有衣服被洗破了。我们想自己洗衣服的，但是不允许，因为

发现之后会要写保证书，还要记过罚钱，我有一个朋友就被罚了２００元。不过后来好像不罚钱
了，就要做义务劳动，打扫楼梯的卫生之类的。

工人说：“在我们这边，犯小错误等于大错误，大错误等于开除。”借着各种惩罚性制度，富士康

不断地“清理门户”，保证了它准军事化管理一贯的严整性和肃杀的面孔。

法家以力治世的结果就是中央权力直达社会底部。通过对人民的等级划分，对社会财富的严

密控制以及“编户齐民”、“利出一孔”等政策驱散社会联合，将官方以外的社会组织和空间清扫一

空，只留下相近却不相联的原子化的个体，达成反社会的目标，从而任其驱使宰割。富士康的罚制

管理无一不与其相似，其间歇性或连续性的员工跳楼实际上都是个体生命对这种制度的抗争和控

诉。囚禁在富士康法家式兵营里的个体生命是窒息的，自杀抗争只是问题的极端反映。“走投无

路”才是富士康人的普遍绝望。

（三）弱民然后驱之

法家驱民的前提条件是弱民。低工资是诱你做奴隶的陷阱———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卖命干活

———表面上是你心甘情愿的，富士康工人就是这样主动地向资本家要求加班。法家强调“民弱国

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１９７４：６６）。从富士康底层普工与其管理者几百倍的工
资差距中可以看出富士康生产管理的目标不仅是反社会的，也是反人性的，是历史的倒退，科学技

术不仅没有将工人从繁重和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没有平等地与资本家享受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马克思，１９７９：４６），反而沦为了只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必需和奢侈的消费品自己却不能
消费的现代奴隶。

低工资最终导致的是工人的绝望、崩溃和走投无路。根据我们的调查统计，富士康工人的月平

均收入为２０４９元。普工拿到手的工资一般１７００元左右。收入除寄回家以外，大多工人的月消费在
５００元上下。

我现在工资只比操作员多一点，底薪一样，加班费一样，一个月大概拿到多则两千一二，少

则一千五六，现在是淡季，每个月大概一千七八。房租要交三百，偶尔吃吃饭、上上网，一个月

连房租，大概花到七八百，像之前，我们两三个月才休息一天，周六周日都双加。每天１０个小
时、１１个小时都有。

我８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所以我性格一直比较内向、沉默，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一心
想着努力学习，小学一直全乡第一，初中就慢慢不行了，然后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就读了中

专，但从那届开始工作不分配了，感觉很失落，自己命运很不好。现在家里因为建房子欠债，老

婆在家带孩子，我每个月寄一千五回家，自己留五百当生活费，感觉经济压力蛮大的。

一个在富士康工作了８年的普工蓝先生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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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时候，我经历了痛苦的事情，我回去的时候，当你老妈你儿子嫌你掏不出钱来的话

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难受。像你老妈生病了拿不出钱的时候，你儿子上学你拿不出钱

来的时候，你身边最重要的人需要钱的时候你拿不出钱来的时候，那一刻人有时候真不敢去想

象，要崩溃了。我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就要多挣点钱。

老婆和我离婚了，她嫌弃我挣钱少，家里条件不好。谈恋爱的时候比较注重感情，我结婚

的时候不太在乎钱的，比较重感情，结婚了女人就喜欢攀比，她一个朋友的老公是卖手机的，很

有钱。我现在就想多挣点钱，让我小孩将来有出息的。

但是我现在也没办法走，我一走的话就没钱了。我老妈没钱，一个月总要寄点钱回去吧，

不然家里没钱吃饭啊。我小孩子上学要用钱，我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我爸爸腰不好不能干重

活，尤其是我妈妈有很多病。我去年过年回家我妈妈住院两三千块钱我拿不出来，我每个月花

销下来基本存不了钱。

我２００２年干到现在，工资基本没怎么动，当年刚进厂是两千多现在我还是拿两千多，我也
是完全没有晋升的可能。像我这种干了８年还是普工的，很多，但是大部分都走了，我是因为
我们家没办法走。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爸爸年龄这么大身体也不好，我妈妈生病我也拿不出钱，老二自己

也不容易。我弟弟之前是在广东打工，也是因为工资低，经常换工作。感觉日子越过越不行

了。

这个工人过年回家妈妈住院，他掏不出三千块钱的住院费，小孩上幼儿园他拿不出一千块钱的

入园费，那一刻他崩溃了，他说他想死的心都有了。因为钱挣得少，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奇怪的锁

链在于，正是因为这样富士康紧紧地套牢了他：“但是我现在也没办法走，我一走的话就没钱了

……”最近他还和曾经访谈过他的学生打听如何偷渡出去打黑工，他说：“我太需要钱了。”

工人的走投无路是从哪里来的？当他们被排斥在社会公平分配之外，切断供应其劳动力代际

再生产的资料，从而使其不被社会认可，其普遍的境遇就是走投无路。在霍耐特看来这种蔑视形态

表现为对于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贬黜，以致把个体生活形式和信仰方式当作低劣之物或残缺

之物予以贬黜，这些社会贬值的经验导致了自我重视的失落，使得主体无法赋予自我能力以社会意

义。那么，个人人格内部就出现了心理的裂痕，像羞耻与激怒这些消极的情感就充塞其中（霍耐特，

２００５：１４３）。
蓝先生的崩溃和走投无路说出富士康并“没有把工人当人”，他们只是建筑富士康王国万里长

城上的一块砖头。

马克思认为人性是历史和社会的创造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

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２００７：第三十卷
２５）。人离不开社会，因而社会势必对人发生作用和影响，造就其人性，使人具有社会性。因此，人
之所以成为人，乃是由其社会性所决定的。社会性在人性和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同样，在涂尔干那里，社会性是个体人格完整性的保障，“社会的东西往往比个体的东西具有更

高的威望”（涂尔干，２００５：１１），即使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个体还是不可能成为自给自足的主
体，而嵌入在社会生活中，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人类生活中……集体表现比个体表现具有

更强大的心理能量。正因如此，它们才能给我们的意识提供力量”（涂尔干，２００５：１４０）。在他看来，
首先是集体意识的匮乏即个体社会性的匮乏，然后个体人格才面临崩溃，最后发生自杀。

结语与讨论、制造血汗劳动：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

富士康准军事化的生产管理模式意味着以绝对的血汗劳动创造最大化的资本财富。这种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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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者普遍不能享受和消费他生产的产品，在这一点上它与原始的奴隶劳动是相

似的：一部分人创造了供另一部分人享受的物质资料（马克思，１９７５：２６３）。同时，劳动者失去了他
们全部的生活价值和意义，他们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停地干活，为另一部分人生产生活

必需和奢侈的消费品。

这是全球资本输出在当代中国制造出的血汗劳动的新形态。作为世界工厂的当代中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主动承接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作为这种生产方式掘墓人

的无产阶级却被迫无法团结起来。这种无产阶级运动被迫停止的状态越来越强地催生着资本的盛

宴和狂欢。与此同时，世界工厂中资本主义原始的生产方式正在制造越来越庞大的打工群体，打工

———一种只给付奴隶工资的阶级———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成本被无情地剥离———在劳动的意义上

把中国变成了“打工中国”。

打工？———为谁打工？为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为资本主义积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牺牲

一个群体、一个阶级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资料的获得为代价，这无疑是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马

克思强烈谴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不顾一切地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导致过度劳动和异化

劳动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生产方式正在当代中国繁衍和扩张。并且它极具传染

性，使一切底层阶级都难免这种生产方式的清洗，从而沦为打工阶级，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资本

主义原始积累制造大量可替代的廉价劳动力。这仿佛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生产、发展不再是为了

人，而人———打工阶级却是为了生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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