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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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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网络数字平台在线用户活动为代表的数字劳动日益成为当

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的出场和勃兴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挑战。本文聚焦互联

网企业的劳资关系，对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和形式、数字劳动的基本维度、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等方面进行拓展性分析

和阐释，以期为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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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CT（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飞

速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数

字资本主义新阶段 [1]。与互联网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相伴而生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层出不穷，日

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劳动形式。与传

统的雇佣劳动相比，数字劳动呈现内容化、体验化

和娱乐化等特征，因而又被称为玩乐劳动[2]、生产性

消费活动[3]。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在提供免费服务的数

字经济中，互联网企业如何实现盈利？进一步，游

离于雇佣关系之外的数字劳动在资本增殖中又扮

演何种角色？对此，以 Fuchs（2014）为代表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其所理解的马克思劳动观，进行

了富有成果的拓展性研究[4]。本文抱持数字经济时

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旨趣，聚焦

于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对国内外数字劳动理论

及其前沿发展进行追踪、消化及批判分析，以期为

促进我国互联网企业劳资关系和谐，完善数字媒介

领域生产和监管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一、数字劳动的界定、特征与具化形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具体形态和组

织方式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而历经嬗变。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因大众数字化生存应运而

生的各种数字劳动正成为资本竞相捕获的“新宠”[5]。

（一）数字劳动的界定

从根本上讲，数字劳动概念是数字技术和政治

经济学理论结合的产物。从学术渊源看，数字劳动

与“受众劳动”[6]、“非物质劳动”[7]等概念有着密切的

关系。目前国外学者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界定大致

可分为三种路径：

一是后结构主义者的文化研究视角。Terranova
（2000）认为，数字劳动是与互联网经济发展相伴而

生的一种非物质化劳动，是“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

形式。网民自愿从事信息发布、网页创建和维护、

资料上传等活动，虽然能够在虚拟网络空间分享信

息、展示自我、经营交往，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受资

本盘剥。因此，他将数字劳动者戏称为“网奴”[8]。Bur⁃
ston（2000）等指出，数字劳动是一个模糊了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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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工作和玩界限的范畴，它用于分析数字媒体

用户日常生活中诸多不同的方面，因此也是一种模

糊了“工人、作者和公民”不同社会角色的劳动[9]。

二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Fuchs（2014）
在其所理解的马克思劳动观框架中，着眼于揭示国

际分工背景下数字媒体领域的劳资关系，深刻探讨

了数字劳动概念 [4]。在他看来，数字劳动归根结底

是物质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

的各种体力和智力劳动。从数字媒体产业的全球

价值链看，数字劳动既包括软件开发、在线平台设

计与维护等互联网专业劳动，也涉及硬件生产的原

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以及网络数字平台

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活动。Fuchs强调，之所以

对数字劳动作出如此宽泛的定义，就是要突出在数

字媒体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的触角无

处不在，人们不能被数字产品外表的时尚光鲜以及

互联网企业刻意宣扬的“网络参与文化”等种种表

象所迷惑。因此，从本质上讲，数字劳动就是异化

的数字工作。

三是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视角。基于信息技术

发展对生产劳动组织方式的影响，Fisher（2012）指

出，所谓数字劳动，实际上就是基于数字化平台配

置的劳动，即通过网络化新媒体技术加以协调的劳

动形态 [10]。Cassill（2016）则强调，由于信息网络技

术发展消解了物质生产的时空限制，数字经济时代

资本剥削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正经历从

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向基于隐性劳动的

平台经济模式过渡[11]。由此，当下需要重点讨论的

数字劳动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信息网络行业专业劳

动，而是主要指在网络数字平台运营中鲜被关注却

是互联网企业资本增殖不可或缺的各种无偿或低

酬劳动，包括在线用户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浏览、从

事诸如网络游戏开发中负责查找程序漏洞但福利

待遇却得不保障的零时工，以及从事毫无技术含

量、只是代为他人积攒点击量的键盘苦工，等等。

总体上看，学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定义人言人

殊，以至于Fuchs（2014）指出，目前关于数字劳动的

种种论争中，如何定义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并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 [4]。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

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相

伴而生的劳动新形态、新样式层出不穷，难以用一

词概其全貌。但梳理文献发现，尽管学者们对数字

劳动内涵的界定或宽或窄，但具体的理论分析大多

聚焦Web2.0时代网络数字平台在线用户的无偿劳

动来探究当下数字劳动与资本积累的关系[2]。

（二）数字劳动的特征与具化形态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呈现两个

日趋明显的趋势：一是传统的工作与闲暇、劳动与

娱乐、生产与消费边界不断被消解，资本剥削的触

角大肆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

系被网络社交化、娱乐化表象所遮蔽；二是伴随着

网络数字平台的勃兴，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去商品

化，正经历由传统雇佣关系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的

转向，劳动者权利保障日渐式微，劳动者自主精神

的张扬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①。

作为发生于雇佣劳动关系之外，通过网络数字

平台加以组织配置的一种非物质劳动形态，数字劳

动呈现以下主要特征：一是互联网资本积累主要通

过数字劳动成果私有化和商品化来实现；二是通过

服务协议和隐私权条款等契约化制度安排，互联网

资本实现对数字劳动成果的剥夺；三是数字劳动的

绩效评估主要通过跟贴、点赞、积分排名等数字声

誉机制来实现；四是互联网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控制

与管理主要通过数字协议和网络监控来实现。

据此，在笔者看来，诸如程序编程、网站设计、

应用软件开发等互联网专业劳动，除了工作与闲暇

之间的边界不断被侵蚀而导致劳动强度增强外，与

雇佣劳动制下的复杂劳动并无二致。结合当前数

字经济实践现状看，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劳动主要有

以下几种具化形态：

一是网络数字平台中的无偿劳动（free labor）。

这是数字劳动的典型形态，是存在于搜索引擎、社

交媒体、视频网站等网络数字平台，为互联网资本

生产利润却得不到报酬的在线用户劳动。这种无

偿劳动因用户生产性与主体性差异，又可以细分为

两种子形态：一是用户提供内容活动，诸如个人信

息发布、网页创建、资料上传等用户在线活动，网民

的主体性体现得最为充分，在满足用户认知、交流

和合作需要的同时，产生的海量信息和关系数据也

被互联网资本进一步商品化而获取丰厚利润；二是

用户网络体验活动，网民进行阅读、浏览与收听、闲

聊、网络游戏等消费活动留下的数据足迹能够真实

地反映人们的偏好、兴趣和情感态度，从而为广告

商推送精准网络广告提供大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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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网络数字平台的微劳动（Micro-work）。在

Web2.0时代 ，网络数字平台在线用户的主体性和

交互性得以充分张扬。互联网企业依托网络数字

平台创新盈利模式，“聚天下网民而用之”，催生了

形态各异的微劳动。以Amazon Mechanical Turk为

代表的微劳动者大多承担单调重复、缺乏技术含量

但人工智能难以处理的任务，劳动报酬微薄，生活

福利待遇缺乏保障。尽管微劳动者的动机多元，从赚

取额外收入到提升自身专业技能，不一而足，但客

观上微劳动的出场通过任务分割进一步加剧了劳

动异化，并通过劳资关系隐匿化加深了资本剥削。

三是网约平台的线上劳动（Online Labor）。近

年来，滴滴快车、Uber和神州专车等网约平台的出

现催生和促进了零工经济（Gig Work）的发展，以自

我雇佣为特征的自由从业者现象也越来越普遍[12]。

尽管网约平台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主要来自线下

服务，但也离不开供需双方的线上参与。一方面，

提供服务的自我雇佣者需要精心发布服务经历信

息，及时查核订单信息，努力提升自身的数字声

誉。另一方面，消费者则要收发订单信息、评价服

务质量、打理个人客户积分等。这些“键盘上的劳

动”虽寥寥数秒就可完成，但需要持续投入注意力、

熟练掌握移动App和相关应用软件的操作流程，自

然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数字劳动。

二、数字劳动的基本维度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语境下，数字

劳动的基本维度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

化、意识形态、剥削和主体性等方面[13]。由于社交媒

体平台在线用户的无偿劳动是数字劳动的典型形

态，故下文主要以其为分析对象，运用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数字劳动的劳动

属性和价值维度等方面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一）数字劳动的二重性

众所周知，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整个政治经

济学的枢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网络虚拟空间日

益成为资本逻辑主导的新场域。相比于线下劳动，

数字劳动的两重性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

首先，数字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

值，其“物的有用性”具有双重维度 [4]：一方面，对于

在线用户而言，通过信息分享、知识交流和人际交

往来实现展示自我和社会表达，在共同构建的网络

数字空间满足了信息文化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对

于互联网企业而言，用户在线活动留下的数字足迹

真实、及时地反映了人们的偏好、兴趣和消费意愿，

是极具价值、广泛适用于企业精准营销和战略管理

的大数据资源，如流量积聚的网络虚拟空间为广告

商配合用户喜好推送广告提供了绝佳场所。

其次，从数字劳动抽象劳动属性所决定的交换

价值看，在具有公地属性的网络数字空间，网民的

免费劳动遵循共建共享原则，本质上是初具雏形的

数字公地，天然地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但互联网

资本凭借对网络数字平台的所有权和使用协议安

排，以提供免费服务方式吸附和聚合用户，大肆收

集和占有在线用户的私人信息，并通过广告植入不

断侵蚀网络数字空间的公地属性，以竭力挖掘在线

用户活动的交换价值，攫取可观利润。

（二）数字劳动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是劳动产品的一

般形式。相比于工厂雇佣制下的物质商品生产，互

联网企业售出的是一种特殊的产消者商品（Internet
Prosumer Commodity），是通过对在线用户无偿劳动

成果的直接掠夺和进一步商品化而最终实现的[4]。

首先，数字劳动的商品化是一个数字圈地过程[14]，

即互联网资本凭借网络数字平台的所有权，通过服

务协议和隐私条款等契约性制度安排，将原本属于

公地资源的用户大数据和流量资源占为己有，以便为

充分挖掘其交换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奠定产权基础。

其次，对于互联网资本而言，这种产消者商品

是通过对在线用户劳动成果双重商品化而完成的：

一方面，互联网资本对在线用户无偿劳动形成的大

数据，依靠其雇佣员工的专业劳动，实现数据的整

合、挖掘和分析，最终形成数据商品；另一方面，在

流量集聚的网络空间，互联网企业将在线用户注意

力作为“受众商品”售卖给广告商用以谋利。

再者，从劳资关系看，这种特殊商品的拜物教

性质以颠倒的形式呈现出来，即互联网资本对数字

劳动的吸纳和剥削是在众多用户倾心投入的网络

体验中悄然发生的，虚拟网络空间的社交性遮蔽了

蕴藏其中的资本逻辑[4]。互联网企业竭力鼓吹为民

众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网络生活空间，暗地里却赚

得盆满钵满。由此，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

与劳动的加剧对立反而在互联网企业提供免费服

务的表象下被扭曲消解，因而变得更加隐匿，也更

具有欺骗性。

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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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劳动属性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劳

动是直接使资本增殖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剩余价值

的劳动”[15]。按照对马克思这一论断的传统理解，生

产性劳动首先是雇佣劳动，其次只发生于资本生产

领域，而那些发生在雇佣关系之外的无酬劳动（如

家务劳动）无法参与商品价值形成，因而都是非生

产性劳动。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以社交媒体平

台在线用户活动为代表的数字劳动游离于雇佣关

系之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偿劳动的一种新

形态。由此，一个亟待阐释的理论命题是，既然劳

动与资本没有发生直接交换关系，数字劳动的生产

性又从何谈起？

在笔者看来，要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给出有说服

力的阐释，就必须摆脱长久以来对生产性劳动范畴

狭隘式理解的桎梏，充分观照社会化的无酬劳动在

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此，

Fuchs（2014）也认为，必须摒弃只有雇佣劳动才能

创造价值的“有酬劳动”教条（Wage Labor Fetishism），
以马克思“总体工人”概念为理论原点，结合当代资

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作出拓展性的理论阐释[4]。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无论

是体力劳动而还是脑力劳动者，单个工人作为“总

体劳动的器官”，只要都是个别地用自己的劳动同

资本交换的雇佣劳动者，就是生产劳动者。笔者认

为，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劳动与资本交换是生产性劳

动的必要条件，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工厂雇佣

劳动制是资本吸纳劳动的基本制度安排。只有通

过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才能在工资与劳动等价交换

的“合法外衣”下通过生产资料最大程度地吮吸活

劳动，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信息时代的劳动不

是变得虚无，而是表现出显著的总体性，即人类劳

动表现为一个功能整体与自然物质打交道。”[16]一方

面，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深化，劳动的社会

化程度不断加深，参与价值创造的社会分工链条不

断延伸，资本积累也越来越依赖对公共性知识资源

的窃取和占有，进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再局限于

企业的围墙之内，而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整个社

会俨然成为一个偌大的“社会工场”（Social Facto⁃
ry）。当下互联网企业利用在线用户活动盈利，正是

资本触角竭力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的现实表征。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

兴起，商品生产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

依托于网络数字平台的非物质劳动大量涌现，资本

对劳动的驾驭日趋隐匿化、数字化。雇佣劳动已经

不再是资本籍以榨取剩余价值的劳动全部，以社交

媒体平台在线用户无偿劳动为代表的数字劳动虽

发生于雇佣关系之外，但归根结底却服务于互联网

资本增殖的需要。毕竟正如 Fuchs（2014）所指出

的，撇开网民的用户活跃度和用户黏性，互联网企

业雇佣劳动又能够创造多少剩余价值[4]？

（四）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剥削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逻

辑造成劳动的四重异化,即劳动本身的异化、工人与

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人与

人关系的异化。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

被互联网资本所吸纳，因而依然逃不出被异化的宿

命，只是其异化的现实表征呈现出新特征而已。

一方面，互联网资本不仅凭借网络数字平台所

有权攫取了在线用户的数字劳动成果，而且倚仗网

络平台服务难以撼动的经营垄断权形成事实上“社

交孤立”（Socially Isolated）的可置信威胁，不断消解

民众投身于虚拟化社交的选择自由，迫使众多用户

被数字化生存所裹挟时“心甘情愿”地为互联网资

本增殖服务[4]。

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的雇佣劳动，数字劳动

的出场客观上因在线用户的主体性、社交性等自主

权特征得以彰显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弱化[10]。这种数

字劳动的去异化倾向（De-alienation）集中表现在：

人们可以借助网络数字平台“随心所欲”地生产发

布各种信息，在共建共享的虚拟社区中充分展示自

我和经营关系，在多姿多彩的网络空间浸淫中实现

“自我解放”、自我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劳动此种意义上的“自我

解放”并不意味资本剥削的弱化或消解。相反，数

字劳动越是“去异化”，互联网资本剥削的触角就在

用户网络体验中扎根越深，也越发隐匿。究其根

源，网络数字平台人气越是高企，用户流量越是积

聚，互联网资本针对在线用户活动可挖掘的交换价

值就越高②。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互联网企业的资

本积累根植于大众的虚拟化社会交往，数字劳动的

“去异化”和资本剥削程度的加剧愈发成为数字经

济时代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新常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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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维度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业已经成为

劳动霸权形式[4]。为了掩盖互联网资本对数字劳动更

加隐匿、更加无情的剥削关系，资产阶级故计重施，

竭力通过意识形态合理化包装，为互联网资本积累

的市场理性摇旗呐喊。为此，诚如Fuchs（2014）[4]所

言，一方面，资产阶级蓄意吹捧网络数字平台的出

现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参与文化”和“新型民主”的

兴起，大肆宣扬所谓的“免费、自由与分享”，企图通

过无限放大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文化功用来抹杀

隐藏其中的资本生产逻辑；另一方面，又通过刻意

渲染网络数字平台在线用户活动的娱乐性、消遣

性，竭力以数字劳动的消费性遮蔽其生产性，企图

通过烘托民众网络愉悦等主观体验来消解互联网

资本对数字劳动压榨的客观存在[17]。

三、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

当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日趋全球化、金融化、

信息化和数字化，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资本

积累模式呈现出新趋势、新特征。围绕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这一焦点命题，学界展开了

激烈的学术争论[4][18]。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数字

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理论解

释力。当然，数字劳动的出场使资本主义剩余价值

生产和实现产生了新现象、新挑战，客观上需要基

于马克思劳动观对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进行必要

的拓展性研究。

（一）研究进路一：数字劳动参与价值创造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新趋势，

就是劳动力去商品化，即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

展，游离于雇佣关系之外的无偿劳动或低酬劳动正

成为资本吸纳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新途径。进而

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性劳动已经不再局限于

雇佣劳动，而是不断地向工作场所之外延伸，不断

侵蚀原本属于民众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劳动是否被资本所直接雇

佣，只要劳动成果最终被商品化，为资本增殖服务，

就是生产性劳动。具体到数字信息技术产业，网络

数字平台在线用户无偿从事数字内容生产，并进一

步通过社交媒体公司雇佣劳动而实现商品化，互联

网资本则攫取了在线用户参与生产的“数据商品”

全部的价值贡献，体现的是资本对无酬劳动的无限

剥削[4]。

其次，在互联网网络广告盈利模式下，从资本

生产的整体视角看，在线用户的“受众劳动”虽然处

于资本流通领域，但本质上是发生于网络空间的

“运输劳动”，有助于待售商品的使用价值加速向潜

在消费者的位置转移。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的理

解，运输业是“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19]，运输业工

人的劳动也参与创造价值[20]。

最后，从商品生产的价值链角度看，在当代资

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商品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

的界限趋向模糊化，商品的价值形成不再仅仅局限

于产品制造环节，产品设计、营销、配送和售后服务

的作用也日趋重要。从商品营销看，网络数字平台

在线用户活动所透露的消费偏好和消费体验是推

进产品改进和产品创新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

上讲，互联网企业在线用户活动对其他行业的价值

创造也贡献良多。

（二）研究进路二：数字劳动助推价值实现

从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一个基本主张是，广告营销活动发生于资本流通领

域，只是促进剩余价值实现而不参与剩余价值生

产。因此，商品营销活动获取的利润本质上是一种

租金收入，是对已售出商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分

割。沿袭这一研究进路，针对数字劳动的价值贡

献，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20]，一种更令人信

服的阐释是，从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整体

看，互联网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于向广告商出租网

络广告空间而获取的租金收入。因此，以社交媒体

平台在线用户活动为代表的数字劳动并不参与剩

余价值生产，只是作为资本流通领域的一种非生产

劳动，降低了商品营销的成本，提高了广告活动效

率，从而助推了商品剩余价值的实现。

当然，从互联网企业网络广告收费模式看，在

线用户的规模和结构对其实际获取的租金收入有

很大影响。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即在线用户

的无偿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受众

拜物教（Audience Fetishism），是数字资本主义阶段

商品拜物教的一个特殊表现[21]。

综上所述，对数字劳动在互联网资本积累中扮

演的角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其各自所理解的马

克思劳动观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诠释。诚如Gough
（1972）所言，“如果对马克思来说，在他成熟的经济

学著作中，本质问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

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

9



2017年1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5卷 第6期

值进行解释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把创造剩余价值的

生产劳动和大多要靠剩余价值来支持的非生产劳

动加以区别——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都是必要

的。”[22]在笔者看来，沿袭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思想，

将以社交媒体平台在线用户活动为代表的数字劳

动视作生产性劳动的一种新形态，更加有助于清晰

揭示当下互联网资本的积累秘密和剥削本质，因而

也能够更加深刻地洞悉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

新变化、新特征[5]。

四、数字劳动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

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数字劳动兴起的新

现象、新挑战，汲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

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对数字劳动的理论研究，科

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新特征，不仅是数字

化时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断开辟当

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立足中国“互联网+”实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自我主张”[23]的迫切要求。

（一）研究基础需要进一步夯实

首先，范畴和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础。目前学

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定义还人言人殊。基于网络

数字平台的数字劳动新形态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在

厘清其共性的基础上作出更具统摄性的概念界

定。其次，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网络化、平台化，大

量自由从业者出现，“互联网平台＋海量个人”正成

为数字经济时代全新的、显著的组织景观[12]。面对

劳动个体化和劳动力去商品化，资本又是如何驾驭

劳动的？再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劳动属性定位是开展数字劳动

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由于互联网消费者商品的

生产和消费主要发生于营销领域，因此从资本生产

的社会整体看，处于资本流通领域的广告活动和品

牌管理在价值增殖过程又起什么作用？结合当代

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形成的基本特征对上述问题作

出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是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的逻辑理路，深入开展数字劳动研究的迫切要求。

（二）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和剥削是劳动的

社会属性，数字劳动也不例外，但数字劳动的消费

性和娱乐性遮蔽了其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削

弱了网络数字平台在线用户（数字劳动者）的异化

体验。因此，针对数字劳动异化和剥削的理论建构

需要重视和加强对其主观维度的研究阐释。

其次，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

对规律，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劳动形式

和商品形态历经变化，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具体

模式也各异。目前，针对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的具体

机理分析还比较粗糙，有待深入。例如，如何衡量

数字劳动，即数字劳动的价值量决定如何与数字劳

动时间（用户关注时间）相关？在数据商品生产中，

相比于网络数字平台雇工的数据整理、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等专业劳动，在线用户无偿劳动的价值贡

献又如何确定？在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实

现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危机性又如何得以

体现？此外，在“上网即受剥削”的情境下，马克思

所指的阶级范畴和阶级分析如何保持原有的分析

穿透力？进一步，针对资本化的虚拟网络空间，处

于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人又如何能够真正摆脱资本

的统治？

（三）研究方式需要进一步多元化

从研究视角看，数字劳动是在信息网络技术推

动下劳动资源配置网络化、数字化和全球化产物，

针对数字劳动属性和基本维度的分析和阐释需要

基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视角来具体展开[4]。

但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后福特制场景，对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中数字劳动形式和特征的比较研究还

甚为薄弱。从研究对象看，已有文献大都聚焦

Web2.0时代社交媒体在线用户的无酬劳动，而对网

络众包中的微劳动等其他形态数字劳动还缺乏观

照。从研究方法看，目前围绕数字劳动的理论演绎

较多，并且大都纠缠于非此即彼③的主观论断，基于

翔实数据的实证分析较为匮乏，针对数字劳动的具

化形态、数字劳动异化和剥削的主观维度以及数字

劳动剩余价值生产具体机理等方面的问题，迫切需

要结合行业或企业个案展开深入的实证分析。

注 释：

① 根据BCG推出的《互联网时代的就业重构》白皮书，受雇

于特定企业、通过企业与市场交换价值的“传统就业”正

向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市场连接，实现个人市场价值的“平

台型”就业转变。

②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量平方成正比。

③ 如数字劳动是受剥削还是赋能、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属性

之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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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

Digital Labor and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HUANG Zai-sheng
（Institute of the Politics, Nation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ogether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ICT and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he digital labor represented by users’online free
labor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s has becoming an indispensable labor for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th the advent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abor, there appear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or the adherence to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B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abor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Marxian analysis and interpre⁃
tation of digital labor, including its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rete forms, its basic dimensions, its role in value creation. Then,
it reveals the further research issues for theorizing digit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internet platform;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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