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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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

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

们的劳动不断被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

削紧密相连。本文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三个过程出发，梳理了该领域的理论聚

焦，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尤其是对“无酬劳工”“不稳定性”等概念的历史性和系统

性分析，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其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

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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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

量媒介产业的劳动者积极或被迫转移到数字化的进程

中，数字技术也因此渗透到他们生产和劳动过程以及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与行政主义取向的

传播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从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呈现出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

化三个过程出发，梳理该领域的理论聚焦，并在此基础

上，揭示出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

展的贡献:丰富其研究方法、强化其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

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

一、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

在《政 治 经 济 学、传 播 与 劳 动》( 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cation，and labor)一文中，文森特·莫斯可(Vin-
cent Mosco)尖锐地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外，很

少有学者会关注大众媒介与电信产业中的劳动者，关注

对大众媒介劳动者的一般性描述以及劳动者的问题，因

此传媒产业的劳工及其阶级形成问题成为了传播研究的

盲点。”①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一般以行政和市场导

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为重心，因

此“劳动”和“劳动者”一直是比较稀缺且长期处于边缘位

置的视角。如早期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传播模式

将传播视为新闻信息传递行为，将传播者视为大众媒介

组织，因此其主要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及其短期或长期的

社会影响等问题。②即使是后来的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生

产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如何

应对各种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网络，并通过惯例化的新闻

生产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③虽然媒介社会学

视域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会关注记者的阶层、种族、性别

等变量对新闻最终产品的影响，但其缺乏对媒介产业生

产者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考察。

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同，作为批判研究代

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聚焦于对传播的社会关系，尤

其是对宏观的制度权力结构的研究。④媒介产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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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工问题作为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高度关注———以莫斯可、格雷厄

姆·默 多 克 (Graham Murdock)、克 里 斯 蒂 安·福 克 斯

(Christian Fuchs)、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Ｒichard Maxwell)、尼克·迪尔—维

斯福特 (Nick Dyer － Witheford)、乌 苏 拉·胡 斯 (Ursula
Huws)、邱林川为代表的批判传播学者长期耕耘于这一研

究领域。他们从媒介用工实践的现实出发，使用政治经

济学的理论工具，对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和领

域的数字劳工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⑤

尤其在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研究方面，传播政治经

济学者反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

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

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

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

平等”的窠臼。⑥与此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

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否思，从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⑦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存在着微

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首先，从微观的维

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媒介

产业数字劳工个体经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强调他们是媒

介产业生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

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面临的相同困

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并观照不同媒介产业数

字劳工之间( 如新、旧媒体) 及其与其他产业从业者之间

的紧密联系。其次，从中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

经济学者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福利待遇和社

会保障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等议题的分析，旨在揭

示出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从业者的行动和经历受社会整体

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的经济属性、规范性制

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等，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结

构和社会语境复杂性的集中体现。⑧最后，从宏观的维度

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

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中，这种转型

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工业

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之初就已经开始，数字技术

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传

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劳动力的加速商品化与资本在全球的

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并探讨这个过程与新自由主义在全

球的盛行、各国政府的“去管制化”(de － regulation) 政策，

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之间的关联。⑨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

工的理论聚焦

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

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

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

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

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商

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

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紧密相连，这些议题

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

聚焦。
(一)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过程

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是指在社会经济中，直接生产

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而且直接生

产者的生存资料，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而获得。⑩因

此，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已成为资本为纽带的商品生产

和交换的基本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劳动力的

商品化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起点，同时，劳动力是根据购买

者的需要和欲求进行组织和使用的———这些劳动力的购

买者往往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第一要义的雇主，因

此他们对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特殊且持久的兴

趣，并导致劳动力的持续贬值。瑏瑡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聚焦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作为

不断被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力，他们所面临的工作强度加

剧、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杰拉尔德·瑟斯曼(Ger-
ald Sussman) 和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 Higgins －
Dobney)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电视新闻业的新闻工

作者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下，因为

生产新闻比购买其他形式的节目成本来得低，所以本地

工作日的新闻从 2003 年的每天 3． 7 个小时增加到 2011
年的 5． 6 个小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

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新闻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瑏瑢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

尼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动新闻生产技术的推广( 以及机器

人的使用) 使计算机可以替代大量摄像师、音频技术人

员、图像生成师等媒介产业中不同职业技术人员的工作。
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台的控制室中，而且还表现在

新闻的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摄像、直播车操作员

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工作职责不断地趋同化。
(二)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过程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与他们劳动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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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技能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塞·阿尔贝托·加西

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 － Avilés) 等学者，在对

英国和西班牙 6 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

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他们

所具有的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

作性”能力所取代，这一取代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

依附于 计 算 机 的“鼠 标 猴”(mouse monkey)。瑏瑣 刘 昌 德

(Chang － de Liu)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

谈，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

经验和知识被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

性不断被消除。瑏瑤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

的工作“概念”( conception) 和“执行”( execution) 的分离

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瑏瑥琐

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

技术型”或“半 技 术 型”工 人，哈 里·布 雷 弗 曼 (Harry
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的降格”(degradation of work)

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

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

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

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

(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 向一般劳动的转变。瑏瑦

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和专业知

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

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

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届时，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

的交换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瑏瑧

(三)聚焦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分散化过程

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日

趋减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可逆转

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之中，劳动力呈现出

分散化的特征。也就是说，ICTs 的发展克服了人们之间

联系与交往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障碍，同时使资本在全球

范围内的扩张成为可能。瑏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

发，这种扩张的实质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追求高额利润向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进行的

一种经济辐射和政治、文化渗透。这种辐射和渗透的过

程往往通过“离境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实现，在这个

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纷纷卷入到基于全球

劳动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之

中。瑏瑩约翰·兰特( John Lent) 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媒介产业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

的民族志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跨国公司追求劳动力成本

最小化而引发的一系列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最终导致

劳工“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大量动漫创作者面临

着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甚至是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接

受“离境外包”工作的动漫创作者( 他们往往来自于市场

发育水平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不得

不面对微薄的酬劳、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不安全、紧张和

孤立的工作环境。瑐瑠更不用说，劳动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

分散化趋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严重同质化的倾向，使资本

流动和扩张的逻辑与人类经验价值之间的张力愈发明

显，尤其表现在上述涉及“离境外包”的生产过程之中。
(四)聚焦资本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控制和剥削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断被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散

化的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

紧密相连。胡斯以 2005 － 2009 年欧盟在欧洲范围内进行

的 WOＲKS 项 目 ( Work Organisation Ｒestructur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知识社会重塑工作组织项目) 为例，着

重阐释了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受“官僚制”“泰罗制”和“市

场制”等不同控制形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矛盾

的压力和权力被不断剥夺等问题。瑐瑡首先，不管是通过赋

予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一定的权力，还是通过在办公室内

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创造出“愉快”的环境来激发他

们的创造力和潜能，都体现了资本对劳动过程官僚制的

控制形式，这些手段与延长工作时间等陈旧的方法在本

质上并无二致———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生产效率，

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次，在全球媒介的生产

过程中，离境外包和全球再定位所涉及的将任务和过程

的标准化和碎片化强化了管理中泰罗制的控制形式。但

是为了无缝地对这些碎片化的劳动过程进行跨时间、跨
空间和跨文化的管理，就要求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拥有新

的“软技能”，如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动力等———这些都不

是泰罗制控制形式所能激发的。最后，媒介产业的数字

劳工还受到来自市场的控制，即被要求根据顾客所需要

的产品，以及以买方确定的价格提供这些产品，在全球市

场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此外，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

而被不断强化。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通过对美国

和加拿大媒介产业自由作家的研究，发现资本对他们的

剥削无处不在:这不仅体现在他们较低的报酬、较长的工

作时间、没有任何培训机会和福利待遇上，还表现为弹性

雇佣制度在自由作家群体中的兴起和普遍化。瑐瑢除此之

外，资本对自由作家的剥削还体现在对其无偿劳动时间

和版权的侵占上，而且随着正式工作和正规劳动的萎缩，

越来越多的个体选择自我雇佣，自由作家的数量也较以

往有所增加。因为自由职业缺乏工会组织和集体协商的

传统，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促进他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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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提升，反而加剧了群体内部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

劳动力的购买者被赋予了更多的选择权，且他们随时终

止合同、更换作者的成本变得非常之低，因此，许多自由

作家不得不被迫接受加诸于自身的剥削关系，使之成为

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

三、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

学发展的贡献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以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商品化、
去技能化和分散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

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的勾连关系为理论聚焦，

这些研究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其

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以及孕育出传播政

治经济学者新的实践，这些也是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一)丰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劳动不断被“无酬化”，同时他

们被加速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这种现

实困境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对象。传播政治

经济学者不但认识到“无酬劳工”( free labour) 已经成为

资本主义复杂劳动关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提出这

个概念是理解当代数字经济中“新型的”或者是“半新型

的”劳动形式的核心分析工具。瑐瑣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

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民族志研究，更有不少学者从历

史分析的视角对媒介产业的“无酬劳工”进行了系统性的

阐释，旨在揭示“无酬劳工”是当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

价值的源泉。
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 等学者强调，“无酬劳工”

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

而是受到包括奴隶、护理人员、学徒、勘探者、兴趣爱好

者、志愿者和替罪羊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

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瑐瑤从历史的维度去研究

已存在相当长时间的“无酬劳工”，不仅有益于对“无酬劳

工”概念进行透彻地批判和全面地发展，而且更能深刻地

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产业“无酬劳工”形成的根本原

因，即当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

介产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时，“无酬劳工”的应运而

生正是迎合了资本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让劳动者而非企

业承担风险的诉求。因此，剥削“无酬劳动”的过程也是

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和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

物。历史分析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

般研究方法，因为该方法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

对少量议题的研究之中，这些议题局限于媒介和企业的

发展、商品化，以及国家和政府干预的作用等。瑐瑥

此外，除了历史分析的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采用

社会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

放置在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即探究他们工作和

生活中的结构性变迁，并尝试建构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

和影响，及其与阶级、性别、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学核心范

畴之间的相互联系。曹晋和姚建华在分析新媒体技术对

中国出版产业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中，从传播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将新媒体技术、产业政策和社会

结构变迁结合起来，聚焦于作为数字劳工的编辑人员在

被纳入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着个体层

面的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缺乏安全感和社会

保障等诸多困境。瑐瑦而这些微观层面的困境与中观层面

由政府推动的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宏观层面的国家“去福

利化”政策所导致的等级制度的重构紧密相关。出版社

编辑人员的困境是多种权力关系结构压制的产物，这其

中既包括社会性别对于女性编辑人员的制度性宰制，又

包括弹性雇佣制度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征用，

后者是当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被纳入全球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必然产物。瑐瑧这种社会整体性分析的研究方法，

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研究社会关系整体性的集中体

现，有益于他们在对传播资源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研

究中，厘清传播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之间的互

动关系，而并不仅仅将传播视为一个独立和专门的过程

或研究领域。
(二)强化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

术品格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其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中始终

以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怀疑和不懈的批判为基础，尤其

是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进行

的整体性反思和深刻的剖析。瑐瑨在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

的研究中，他们尖锐地揭示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媒

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剥削，这种剥削的形式因新型

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而变得更为隐蔽，这不断强

化了传 播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的 旨 趣。如 维 奇·梅 耶 尔

(Vicki Mayer)和乔斯林·霍纳( Jocelyn Horner) 通过对洛

杉矶“新奥尔良传媒”网站的实证研究，发现包括互联网

在内的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日常维护、运营过程中存在

着大量免费征用来自学校的实习生劳动力的现象，并对

此进行了系统地批判。瑐瑩新媒体企业对实习生的剥削可

以部分甚至完全绕过现有劳动关系的制约，将大量内容

生产、维护、运营的工作以提供实践机会、增加工作经验

等为由转嫁给他们，甚至将长时间的“无酬实习”作为最

终留用的条件。包裹在天花乱坠的修辞与外表之下的是

企业为节省和规避雇佣成本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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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导致劳动的彻底“异化”———实习生并不对他们生产

的作品(或成果)具有控制权或所有权，也就是说，资本剥

削了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
与此同时，诚如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 和默多

克所强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在于:“它超越了效

率这一技术性议题，而专注于正义、公平和公共利益等道

德问题。”瑑瑠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始终以捍卫民主、平等以

及面临着强大的私人利益威胁的公共领域为己任，体现

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在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大量与价值

相关的问题，彰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人文关怀的学术品

格。这些问题具体包括:如何才能帮助媒介产业数字劳

工摆脱因受资本的剥削而身心俱疲的困境?瑑瑡如何才能

赋予“有技能的”和“专业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更多的

“议价权”，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抗衡资本对劳动力密不透

风的控制?瑑瑢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

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 在这个

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瑑瑣美

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规、司法实践及媒

体工作组织对中国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通过积极运用

“集体协商权”，全面、有效地实现和提升其劳动权益有哪

些启示性的意义?瑑瑤对道德意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这些

问题都有着明确的答案，且道德判断往往存在着复杂性，

但是将上述问题纳入公共讨论可以使更多身在其中的人

群关注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薪酬、工作条件、就业保障、
劳动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更能引发他们对 ICTs、传播劳动

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三)孕育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新实践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所展现的兼具批判

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在他们的实践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他们身体力行，不断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壁垒，积

极投身于媒介改革的实践，履践葛兰西所示范的“有机知

识分子”的角色，成为了媒介改革运动中来自学术界的重

要力量。
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孕育出大量新的实践，以

“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 研究为例。传播政治经济学

者愈发意识到，劳工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和跨国

传媒集团的迅速崛起使越来越多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转

变为“不稳定”的劳工:对他们来说，低薪、去福利化和弹

性雇佣制度逐渐成为新的审查性力量，生活的漂泊感不

断增加、对未来的憧憬随 着 社 会 阶 层 的 固 化 而 迅 速 消

解。瑑瑥举例来说，作为加拿大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我雇佣的新闻记者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不

断面临着大量的“不稳定性”因素，具体包括从业者规模

的增长、薪酬水平的持续下降、版权斗争激烈，以及对工

作逐渐失去控制等。为帮助自我雇佣的新闻记者改善上

述状况，科恩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
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

会(Canadian Freelance Union，CFU) 在改善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瑑瑦

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
dian Writers Group，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

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

的新闻记者的劳工代理机构。它致力于成为加拿大出版

商和作者之间的桥梁，尤其是在协商合同和薪酬方面。
莱昂·古列维奇(Leon Gurevitch) 的学术研究长期聚

焦于媒介产业视觉特效师。一方面，“去管制化”和后凯

恩斯主义指导的政府和市场政策所引发的短期合同制、
劳工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弹性积累与剥削制度使视觉特

效师沦为没有权利、不享受社会保护的“低端工人”。另

一方面，同侪经济所倡导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加速了包括

视觉特效师在内的“新的脑力工人阶级”( new cognitive
working class)的形成，他们在“网权制资本主义”(netriar-
chal capitalism)的宰制下，职业前景变得不可预期，就业保

障充满“不稳定性”。瑑瑧在工会权力不断被消解和式微的

情况下，古列维奇积极倡导通过社交网络的建设，将全世

界去中心化、高度个体化的视觉特效师联系起来，并有效

地传递他们与资本抗争的信息和实践———这不但体现了

视觉特效师的主动性和建设性，而且还能成功地唤起公

众对他们的关注。ICTs 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

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着政治经济向数字资

本主义的转型。瑑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媒介产业的数字劳

工问题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与行政主义取

向的传播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媒介产业数

字劳工的劳动所不断呈现出来的商品化、去技能化和分

散化过程，他们的劳动过程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被资本所控制，他们的劳动受到剥削，以及随着国家保护

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他们的状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甚至沦为“无酬劳工”。有鉴于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为

在理论与实践中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做出了积极的探

索———启发他们认识到“自在”的现实，并唤醒其“自为”
的意识。这不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

义，更有益地弥补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

与不足。
统而观之，数字劳工研究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的

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近年来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彰显出批判传播研究与时俱进，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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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现象与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针对

资本主义对传播领域的渗透进行“内在批判”的旨趣。本

文简要梳理了这些最新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并认

为，在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逐渐迈向人工智能的方向时，

传播政治经济学亦应承担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

任，及时回应新技术对劳动的影响，如人工智能是否会造

成大规模灾难性的失业? 国家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活”劳动会消失吗? 等问题，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的研

究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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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Yao Jianhu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political econo-
mists concentrate on the labour commodification，de-skilling，and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es of vari-
ous forms of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including journalists，cartoonists，freelancers，
editors in publishing industries，student interns in new media companies，and visual effects work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se three processes，as the theoretical focal point of digital labour studie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are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control of cap-
ital over the labour processes of media workers as well as to the exploitation processes of their work．
On top of that，this article further emphasi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digital labour studies to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labour studies enriche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reinforces its critical standpoint and its stress on moral phi-
losophy，and brings about many new practices，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d holistic explo-
rations of a few key concepts，for example“free labour”and“precariousness”．

Key wor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industries; digital labour; the la-
bouring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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