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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 GitHub 上发布并引起众多互联网企业员

工的跟帖反馈。“996.ICU”意为“早上九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一周工作 6 天，迟早生病住进

重症监护室（ICU）”，项目旨在揭露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企业，共同抵制行业普遍存在的

高强度加班状况。一周时间内，有 104 家公司被写入“996 公司名单”，国内一系列知名的互联网

企业位列其中，可见，“加班”已经成为互联网知识劳工较为普遍的劳动状态。

与普通的工人相比，互联网知识劳工似乎更具自主性与创造性，而这也成为学界对知识劳工

核心特点的概括，有学者如梁萌进一步认为知识工人因为掌握着知识社会中稀缺的资源与生产手

段——知识，故而可归为“资产阶级”①。但在现实中，互联网知识劳工却展现出与此迥然相异

的状况。面对如此学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亟须从互联网知识劳工生存的内部去寻找其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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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逻辑，以理解在不同的社会与技术背景之中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何以形成，以及

对知识劳工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互联网企业中重要的一类知识劳工——页面设计师

（简称 UI 设计师，主要负责软件的页面设计）为分析对象，采用滚雪球的取样方法和半结构式深

度访谈法，从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入手，着重分析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控制与知识劳工

的自主性发挥机制，尝试揭示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生态及“加班”背后的作用机制，为理解知

识劳工的劳动生态与制度建议奠定实践基础。

劳动控制与劳工自主性 ：理解互联网产业劳动体制的一个理论框架

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这一概念最早由德鲁克提出②，指涉在知识经济中具有高等教

育经历并具备理论分析能力的新雇佣工作群体，随后这一概念在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被

广泛使用。随着网络社会与信息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领域知识劳工的类型不断更新迭代，从仅包

含硬件从业者扩展至软件的设计者、开发者等知识劳工类别。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

种理论视角 ：

一种是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劳动控制仍然是劳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资本组织生产的

核心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这就需要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控制成为劳动过程

中的基本问题。③从这一理论传统出发，研究认为知识劳工虽然在工作形式上与传统工业的劳工

有所差异，但就本质而言仍然在生产中被资本所控制与剥削，其拥有的自主性是片面甚至虚假的，

由此研究主要聚焦于资本在互联网知识劳动过程中的控制机制分析。在互联网企业中，资本逐渐

发展出适应于互联网技术变迁的“规范控制”（normative control）④、责任自治与直接控制⑤等多

种管理策略，以达到更为隐秘与严格的劳动控制。互联网时代中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强化了知

识劳工“不稳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⑥状态，从而使劳资关系失衡，更加剧了资本的控制

与知识劳工被剥削的状态。⑦

另一种是韦伯的理论传统，认为劳动自主性是知识劳工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假设。知识劳工

因为掌握了最重要的资本——知识，故而在知识经济中有更高的自主性，也拥有其独特的文化资

本⑧，其阶级位置较产业工人更高。研究主张自主性是知识劳工创新力与工作效率提升的关键⑨，

同时相较工业生产，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自由开放的文化特征，更激发了互联网知识劳工的文化

自觉，故而互联网企业需要通过文化资本重塑影响知识劳工的主观意识，以形塑其对劳动与企业

的认同。⑩

上述两种理论视角中，马克思传统的研究主要强调劳动控制的客观层面，包括多种管控策略

的形成，其中劳工自身被客体化 ；而韦伯传统的研究则聚焦劳动过程的主观层面，关注劳工的自

主性以及资本建构意识形态的策略，二者的分析面向各有侧重。与传统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经

济中的知识劳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互联网知识劳动的研究中，两种视角的割裂往往将互联网知

识劳动议题的研究片面化。而在这两个理论视角整合的努力中，布洛维的研究无疑提供了一条重

要的线索。⑪他通过田野研究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严苛的管理控制之下，工厂里的工人没有反抗反

而卷入赶工游戏之中，研究中既从技术演进与控制方面探讨了劳动控制策略，也关照到劳工的主

体性层面，指出工厂“超额”文化使工人产生一种对劳动过程的志愿性服从并生产出对这种生产

关系的认同，制造了对于劳动过程的“同意”。 布洛维的研究不仅扩展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社　　会   二 O 二 O 年  第五期

117May.   2020

框架下对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理解，也将工人的主体性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

受此启发，本文尝试从布洛维的意识线索出发，以劳动控制与劳工自主性的互构视角作为互

联网劳工“加班”的劳动体制的概念工具，力图呈现互联网知识劳动的生态及其所引发的理论反

思与对策建议。

“制造同意”：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控制

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控制机制具有隐蔽性与高压性，其通过项目制与弹性工作制度的运作，加

之严格的绩效考核、末位淘汰与文化策略等，以期实现知识劳工对于常态化加班的接纳。与此相

关的是，其对知识劳工创新性与高质量产出的负面影响，常态化的加班中知识劳工正在遭遇工作

与生活边界混沌的状态。

（一）项目制与弹性工作制度的运作

首先，与传统工业劳动形式不同的是，互联网公司大多以项目制为生产的主要推动方式，

即根据特定的需求，各个部门抽调员工组成特定虚拟团队，一般包括项目经理（PMO）、产品经

理（PM）、交互设计师（UE）、界面设计师（UI）、程序员（RD）、质量控制（QA）等工种的知识

劳工，互相配合执行项目。首先，项目制运作中掩盖了知识劳工的超负荷工作，并将加班归为

自愿的劳动付出，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付薪成本。在项目制运作的逻辑中，规定时间内完成

项目任务成为核心目标。这里的项目制与传统工业的计件式劳动形式有着一定的区别，传统工

业以计件直接勾连个体利益，以此激发工人的主动性⑫，而在互联网企业的项目制中，每个成员

形成一环扣一环的项目推进机制，一旦有成员超期往往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在这样的压力下，

很多 UI 设计师不得不选择加班，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为赶项目而加班”成

为大多数受访者提到的主要加班原因。

其次，弹性工作制度打破了知识劳工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使得工作对知识劳工的生活形成挤

压侵占态势。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并不执行严格的上下班打卡制度，而是遵循弹性的工作制度，即

知识劳工可以在完成项目任务的前提下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如受访者 F5 所述，这似乎是

一个悖论，表面上，公司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自由，但在高压的项目任务中往往没有自由，还要搭

上休息时间。具体来说，弹性工作制度似乎给予了他们足够的自由与自主性，可以自己掌控上下

班时间、工作进度等。但在现实的工作中，受访的员工们的工作任务和时间期限都十分紧张，很

难实现所谓的自主性，这里的弹性与自主性显然是片面的、难以实现的。在 F11 的陈述中，公司

领导并不会公开提倡加班，主要提倡自由自主，更提倡尽责、高产，然而，其潜台词便是如果没

完成项目，就意味着没有尽责，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要加班完成。可见，公司管理层将“不加班”

作为口号，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实现。

这背后是项目制的量化设置问题。资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尤其当互联网企

业被资本投资，其预期收益会推动着企业高速发展，员工不得不被要求承担起更为紧迫的劳动产

出任务，援引受访者 F6 的描述，“项目任务永远饱和”，在受访的 11 位 UI 设计师讲述中，不加班

的状况少之又少。当 F6 提到一段短暂的不加班经历时，也指出部门总不加班时直属领导直接被叫

去谈话询问任务是否饱和，随即项目任务便压了下来，开始常态化加班。可见，“调整项目任务量

以达到饱和”成为资本更为隐蔽的管控手段，而标准被潜在地界定为“是否需要加班”，于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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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与工作时间形成了一定的必然联系，使知识劳工不得不面对长时间、超负荷的脑力劳动。

再则，项目制中的沟通与开会协调，也成为知识劳动中的重要时间支出，而如此的时间支出

并不能直接体现在任务完成量中，造成留给知识劳工具体做任务的时间少之又少。项目制的运作

中不仅涉及知识劳工技术任务的完成，还需要跨部门的合作以提供解决方案⑬，沟通就成为项目

完成的必要基础。与编程、设计等硬技术不同，沟通这一软技术也成为知识劳工的必备要件。F5

提到，每天开会和沟通的时间至少占到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很多项目事宜需要不断开会讨论。

在项目制的运作中，开会与沟通占去了 UI 设计师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开会又是项目运作中不

可或缺的环节，故而受访的设计师们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以补充做任务的时间以完成目标。

可见，项目制与灵活工作制度成为互联网知识劳工免费加班与同意加班的制度基础，对知识

劳工形成了更为隐蔽的剥削与控制。在项目制的目标导向之下，知识劳工卷入到努力完成项目任

务的“赶工游戏”之中，使知识劳工的自主性被压制，从而为加班形成同意机制。

（二）绩效考核

在互联网企业中，针对员工的工作评估主要依托绩效考核制度，即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运用这一考核制度，公司将总目标分解至各部门、各个劳动者，通过可量化的测量指

标进行评估，以此来决定知识劳工的职级升降、薪资浮动甚至去留问题。企业通常一年会进行

2~4 次的绩效考核，而评估工作主要由员工的直属上级完成。

首先，知识劳动与传统工业的劳动在劳动性质上存在较大区别，例如 UI 设计因其偏向智慧

技能而非经验技能，很难以类似车间工人“计件”的量化标准来衡量，那么绩效很大程度上与直

属上级的认同相关，其主观判断占据较大比重。正如 F2 所述，智慧技能即他们的工作产出是一

个个用户使用页面，每张页面设计所付出的时间、效果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衡量标准涉及美感、

用户的好感等抽象化判断，很难客观性地量化，因此直属上级的主观打分就成为重要的一项评估

内容。在这其中加班虽然不会被写入考核指标中，但在受访者的反馈中，“加班”的确会成为同

等情况下重要的加分项。

其次，一些企业虽然执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将“工时”作为绩效考

核的评估项。F4 提到其公司年底绩效包含工作时间这一栏，如果长期不加班，那么在这一项中便

会失去竞争力，故而不得不选择为了绩效主动加班的策略。可见，在以项目完成情况为评估核心

的绩效考核机制中，并未完全将工作时间的考量排除在外，其甚至仍隐形地处于重要地位。由于

绩效考核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晋升、奖惩甚至去留，绩效与加班机制的潜在关联让劳动者不得不

倾向对于加班的屈从，甚至主动构筑起加班的怪圈。

（三）末位淘汰与隐性裁员的“恐慌”

在互联网企业中，绩效考核不仅对于薪资、晋升形成影响，而且与淘汰制、隐形裁员直接挂钩，

形成了对于知识劳工的残酷筛选机制。受访者提到，“2+7+1”是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执行的人才

管理计划，即对团队中 20% 超出预期完成工作的员工奖励和加薪 ；对 70% 仅达预期工作效果的

员工给予一般加薪或正常奖励，对 10% 低于预期工作效果的员工进行淘汰。对于知识劳工来说，

10% 是每个人都不愿触碰的底线。故而，对末位淘汰制的恐惧使其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努力，

这样的考核压力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互联网知识劳工的身上。正如 F9 所讲，不想掉队的唯一选择

就是加班拼命工作，因为这关系到去留，就难以考虑是否受到剥削。在这一方面，互联网公司

与工厂形成了相似的方法，通过持续施压的手段来促使员工积极合作，即通过解雇那些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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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给定配额的劳动者，使劳动者服从于规则。

同时，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就业市场加剧了劳动者从业的不安全性，使企业在劳资关系中处

于更加优势的地位，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威胁，使其呈现出无产化（Precariat）倾向，不安全感、

不确定性成为主旋律⑭，劳动者在如此失衡的关系中只得为谋生而被动地接受长期的高压环境，

选择加班。F8 用“垫脚效应”为加班的机制做了形象的注解，正如剧场看剧，一人站起来获得

了更好的视野，其他人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如果有人更过分，不仅站起来，还踮起脚尖，就逼

着后面的人也踮起脚尖。结果就是谁的视野也没更好，每个人都更累了，但是让谁坐下来谁也

不干，看不到就意味着要被淘汰，逐渐就形成了怪圈。在以上描述中，将“站起来”“踮起脚”

等比作同事间暗自较劲的加班比拼，这与布洛维所描写的工厂中形成的自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生产秩序十分相似⑮，知识劳工也上演着类似的“赶工游戏”，但不同的是其背后驱使

的不再是超额完成任务的获益，而是不能完成任务可能面临的淘汰，如此的恐慌动力替代了工

业时代的获利动力。公司制度制造的恐慌使工人形成内化的自我控制与服从。他们严重透支着

身体进行“赶工游戏”，甚至连自己的生活时间也受到严重的挤压，不安全感、恐慌焦虑感某种

程度上远超过去的劳工。

那么，针对考核最后的 10% 员工，企业会直接选择开除吗？通常企业会给此类员工一定的时

间进行调整与改进，但现实的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很多企业会选择隐性裁员的策略，如 F5 的经

验，公司一般并不会直接选择公然裁员，而是会采用边缘化的策略来迫使知识劳工主动提出辞职。

无独有偶，F10 也提到公司的隐性裁员策略，例如不给晋升空间、开会不叫、项目不给、外派等，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上述受访者提到的公司边缘化隐性裁员策略并不少见。产业的高速发展，带

来了资本的迅速涌入，但当行业逐渐冷却，资本回归理性，互联网企业面临着压力，在此情境下，

企业随时可能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缩减规模，尽管法律有不得随意裁员的规定，但是公司仍会使用

不同的策略进行“隐性裁员”，这其中包括边缘化、关闭晋升渠道、外派等方式，从而倒逼劳动

者主动提出辞职。这样的信息经由他人经历、新闻报道等途径为知识劳工所熟知，更加剧了知识

劳工对于自身处境的恐慌与担忧，从而助推着对于加班的配合状态。

（四）全员加班文化

在互联网公司中，加班并不是以强制性的体制予以贯彻，而是以文化策略逐渐发展形成，在

盛行的加班文化中，多数领导层都参与其中，形成了全员加班的文化氛围。如 F1 所提到，当周

围同事和领导都在加班时，为了不显得另类，只得留下一起加班。此时“加班”成为员工是否合

群的标准，加班文化使得员工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选择加班与否，而是在领导同事都加班的氛

围中，被迫选择融入集体一起加班，这种文化未被制度化写在纸上却深入每个员工内心。其中，

知识劳工的自主性显然受到抑制，其不能自主地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加班与否。

此外，在加班文化的营造中，公司虽然不会根据加班时长给予加班费用，但却会给出一些相

关的加班福利，比如免费加班餐、加班打车费报销、免费班车等。在受访者的讲述中，几乎每个

公司都有相关的加班福利，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这背后往往暗含着对于加班的支持，强化了企

业对于加班的认可。笔者对 F1 所在公司进行探访时，免费零视角就曾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货

架上三分之二的空间里摆满了桶装的泡面和火腿肠，这也被公司员工戏称为“加班必备良品”。

如此的加班文化以加班福利等形式深入知识劳工的内心，以期使员工形成自愿加班氛围。

为了使员工的加班更为积极，互联网公司还将“狼性文化”作为企业核心文化加以推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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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狼性文化”指的是一种带有野、残、贪、暴的拼搏精神，对工作、对事业要有“贪性”，

永无止境地去拼搏、探索。此前，不少互联网企业管理者都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狼性文化的推崇。

这样的文化不仅铺垫了企业中优胜劣汰的机制，而且在现实操作中管理层也会将目标导向融入公

司的文化叙事中，通过公司的团队建设、年会讲演等活动予以强化，从而努力使员工与企业的发

展捆绑起来，激发员工对于加班的情感认同。但现实不然，F2 就表达了对于企业“空喊口号”的

不满，因其工作生态与收入并无改善而无法形成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可见，互联网企业的文化策

略并未被知识劳工全然接受，狼性文化大大压缩了知识劳工所拥有的自主空间，如此文化策略显

然在落实中出现了名实不副的态势。只是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知识劳工又不得不为谋生而

选择继续留在公司，承受着不断加班的状态。

“弱者的武器”：互联网知识劳工的有限自主性

在互联网知识劳动中，赶工式加班的常态化使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受到压制，难以形成专业认

同，并且创造性与体力的下降强化了劳动者的身心压力。虽然部分知识劳工选择主动学习、跳槽

或转行等应对策略，但实质上并未改变加班机制中劳动者自主性式微的状态。

（一）“加班认同”：流水线上的“加班狗”

对于加班的劳动状态，知识劳工并未形成情感与专业认同。受访的 F6 形容自己为流水线上

的“加班狗”，F4 自嘲为技术民工，背后都隐含着对知识劳动状态的评价，即和车间工人类似，

重复性较高，工作时间过长，职业地位不高。这样的评价背后，既是受访设计师们的自嘲，亦是

对于重复性工作的忧虑。随着互联网生态的变迁，资本对公司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对个体和组

织产出速度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劳工很容易陷入劳动密集型的实质中，知

识劳工也因此承受着更为紧迫的产出压力。然而，与传统工业时代的技术工人不同，互联网知识

劳工除了完成生产任务之外，还必须保持不断更新的知识与技术⑯，如果日常的工作时间全部用

来完成项目任务，那么就意味着他们缺少了学习新知识技术的时间，就可能被技术迭代所淘汰，

正如 F8 所述，当加班无法带来成长空间时，就无法对加班产生专业的认同。

此外，长期的加班状态也加深了受访者的身体与生活焦虑，加班使劳动者不得不长期处于超

负荷的工作状态，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虽然不是纯体力劳动，知识劳工却可能

因体力的下降，无法适应当下的知识劳动强度。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到了腰椎、颈椎问题，加班的

久坐对设计师的腰椎颈椎等产生较大的负担，有些甚至需要定期的理疗等方法予以缓解。同时，

加班对于生活时间的侵蚀也使得知识劳工的生活与工作边界模糊。已婚受访者如 F8 提到了加班

对于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长期的加班使家庭关系紧张，对家庭生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劳

动者承担了更重的身心压力，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⑰，加班产生的溢出效应使工作对家庭与休

闲生活形成了明显的渗透，限制了已婚劳动者参与家庭生活的能力与时间，从而导致劳动者生活

的失衡。对未婚劳动者而言，加班使休闲与社会参与时间严重减缩。受访的劳动者 F8 坦言，加

班成为无奈之举，为了应对生活经济的压力，不得不继续选择硬撑。可见，在自主性与谋生之间，

知识劳工不得不将天平更多地倾向于谋生，从而弱化了自身的自主性。

（二）“主动加班”：构筑职业“护城河”

当然，在众多被动接受加班的情形中，也存在部分知识劳工主动加班的情况，主动利用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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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学习成为知识劳工加班的自主性体现。从劳工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与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

变，知识与技能的更新对于他们获得更大范围的自主性至关重要。F1 与 F9 都表示在技术迭代如

此之快的背景下，主动学习是必由之路，需要付出时间学习先进理念、技术，一部分的加班主要

是在学习。可见，知识劳工有着区别于传统劳工的学习意识与动力，由此形成了部分积极的主动

加班。F1 提到，由于知识与工具的迭代飞速，故而需要保持每天的学习状态，提升业务能力，了

解用户的需求变化，指出了知识劳工对于知识更新的迫切需求。F9 则举例说明，过去无法想到外

卖、共享单车的崛起，互联网的发展不断会冲破想象力，只有保持学习，拥有专业能力跟得上发展，

才能构筑起自己的职业护城河。

可见，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技术自我迭代速率加快，使得知识劳工需要主动更新知识，学习更

为先进的知识技术，因此受访的设计师们在加班中也会主动去学习、调整自己的能力结构，以便

适应技术、审美与知识的更新，从而跟上互联网的发展。用于主动学习的加班显然是知识劳工发

挥其自主性的重要表现，这里的加班不再是企业的压力驱使，而是自身保持学习的内在动力使然，

这甚至被一些知识劳工视为休闲、充实的时光，会在自主学习中感知自己的进步与成长，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正面提升了知识劳工的生产力。当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赶项目仍然是加班的主要

内容，尽管知识劳工对自主学习有着较为迫切的内生需求，但限于企业的繁重任务较难实现，超

负荷的劳动控制使知识劳工难以发挥其主动学习的能动性。

（三）跳槽或转行

在互联网行业中，知识劳工的跳槽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一些知识劳工会在难以承受现

公司的加班情况时，主动地选择跳槽，以寻找新的工作环境，跳槽成为知识劳工发挥自主性的途径。

然而如 F8 所述，互联网行业存在着普遍的加班现象，几乎没有完全不加班的企业，因此只能在选

择上倾向于加班较少的公司，完全拒绝加班在互联网行业基本难以达成。此时知识劳工的自主性

发挥就受限于行业状态，在行业普遍加班的情境中，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呈现式微的态势。

这样的情况对于很多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更是难以平衡的抉择，任何程度的加班对于家庭、

孩子都难以兼顾，故而受访的女性 UI 设计师提到不得不考虑选择转行。F7 提到，在行业中女性

UI 设计师达到一定年龄转行是普遍现象，比如去广告公司做设计、开设工作室等实属无奈之举，

当加班的工作与家庭的照顾难以兼顾时，需要作出牺牲与抉择，这凸显了已婚女性在知识劳动中

的职业困境。很多已婚已育的女性在平衡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不得不作出转行的选择。而当跳

槽难以解决加班问题时，知识劳工不得不选择跳出互联网行业以谋求新的职业发展路径，这对于

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都类似重新归零的选择。所以表面似充满自主性的跳槽或转行背后，也是知

识劳工难以继续适应高强度劳动的权宜之策，甚至是无奈选择。

对互联网知识劳动体制的反思

在布洛维关于“制造同意”的讨论中，劳动控制与劳动自主性处于关键位置，因为正是劳动

控制与劳动自主性共同形塑出“赶工游戏”这种劳动生态。但问题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不同

的技术环境与劳动类别，却形成了“常态化加班”这种与“赶工游戏”类似的劳动生态，其中的

运作机制有何不同？我们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中资本对知识劳动的控制本质并未改变，改变的仅

是劳动控制的形式与运作机制。而对这一劳动体制的认识，需要置于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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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三重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和认识。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与全球金融资本紧密连接，资本的力量已经通过全球化的浪潮深入到互联

网的整个行业中，资本的逻辑加之全球化的推进不断型构着全球市场的格局，使互联网领域的知

识劳动形成高度竞争性与流动性之态势，也使互联网知识劳工面临着全新的脆弱性。资本的逻辑

即资本必须不断革新其产品与生产方式，通过节省劳动力、降低成本等以快速创造利润，资本逻

辑挂帅的必然产物便是效率为先，公司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其中目标必然是提高竞争力、增

加获利率，高度的逐利性与竞争性决定了企业将压力转嫁劳动者的生产过程，从而形成对于劳动

者的赶工式加班控制机制。⑱企业在项目制与弹性工作制中的“效率本位”取向，使其过分关注

于“量”的完成而忽视了知识劳工的核心竞争力———主体性与创新性，表面上知识劳工似乎可

以决定每日的工作，但是在效率化项目的执行逻辑中，劳工不得不进行常态化的加班以实现任务

目标的达成，而这带来的后果是劳动产出“质”的方面难以形成创新性的突破以及劳工权益的缺

失。卡斯特将这一状态下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定义为自我程控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⑲，“程

控劳工”听来似乎磨灭了知识劳工的创造属性，成为科学管理监控下的机器，但这也正好印证了

互联网知识劳动中的控制机制。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进程带来了更为灵活的劳动关系，不断增长

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加剧了劳动者从业的不安全性。在严密的绩效考核制、末位淘汰与隐性裁员

制度下，知识劳工必须在追求自主性与维持生计之间取得平衡⑳，由此我们看到了在高度竞争化

的劳动市场面前，知识劳工的自主性不断式微而脆弱。

全球化的时代中，互联网的发展与知识技术的高速迭代对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作为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要求无疑最终下沉至知识劳工身上。技术的高速迭代不

断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和知识劳工，并带来劳动适应性与弹性需求的不断增加，知识劳工必须保

持新技能的不断习得，形成劳动的“再技能化”㉑。虽然大学教育提供了相关技术的基础，但实

际上技术的更新与提升需要互联网知识劳工在工作中主动学习，这样的过程伴随技术迭代不断推

进而永无休止。同时，一部分技术的迭代会造成现有技术的彻底无用㉒，这意味着原有劳动技术

积累的清零，其对于知识劳工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而在常规的赶工式加班中，大多都是原有技

术的重复使用，如此更是加剧了劳工对现有加班状态的焦虑。尽管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学习互联

网劳工通过主动学习等形成主动的应对策略，但是赶工式的加班状态无疑成为主要阻碍。

受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平等、公平与弹性工作理念的倡导成为国内外互联网公司的特点，为

适应此变化，企业提出了弹性工作制以期更好地调动知识劳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在现实中，

我们看到弹性工作制下，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掩盖的是知识劳工为完成项目任务而不得不付出的额

外无酬劳动时间，这也是资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企业的项目制与弹性工作制以

任务目标为导向，在表面上尊重知识劳工对于劳动时间等方面自主性的同时，以超额的项目任务

为要求。尽管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工作自由，但在任务压力下，不得不付出额外的时间以完成目标。

与此同时，弹性工作制使得加班成为免费的劳动付出，帮助资本降低了工资付出。需要厘清的是，

弹性工制中不仅包括工作时间的弹性化，还包括劳动收入与去留的多向度弹性化，就此传统的以

清晰职务分派和可预期职业生涯为特征的工作被取代㉓，取而代之的是弹性的、不稳定的工作。

这给知识劳工带来的是经济与生活的不安全感，也是知识劳工在如此高强度工作任务与压力之下

选择服从的重要原因。㉔虽然其间也会有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知识劳工的主体

性依然十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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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于互联网的产业有着强劲的发展空间，因此必须要思考建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劳动

体制。这一体制不应仅仅关注“劳动”及其“绩效”本身，而且要关注人的发展和创新潜能，强

调知识劳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重视工作与家庭和生活的平衡，建立员工友好的组织氛围。尤其

是，知识劳工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与冷冰冰的管理制度之间的张力，阻碍了创新的可能，过分

的管控取向必然会使劳动趋于僵化，从而遏制知识劳工作为个人的创新发展。这就需要企业内部

管理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革新，将组织的人力资本的提升置入更长的时间脉络中予以考量，从长

远角度来为知识劳工提供专业成长、知识更新的空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让企业背后

的资本回归理性，让整个行业呈现更为健康的发展态势，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行业监督与保护体系。

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建立起相关的从业资格认证机制以及明确的知识劳工权益保障体系，从而

在根本上保护知识劳工的主体性。㉕

用劳动控制与劳动自主性的互构视角来检视互联网产业的劳动体制，亦有助于我们在互联网

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刻理解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改变。事实上，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及自主

性需要放置在更长的时间与空间脉络中予以讨论，未来对于互联网知识劳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将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以及如何形成良性的劳动生态，而这也是关系中国社

会经济长期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

注释 ：

①⑧ 梁萌 ：《互联网领域的知识工人》，《学术探索》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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