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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劳动及其意义
——— 中镇仁人舍的例子
梁 文 静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国民轻视劳动。而在西方，劳动作为

生产力、新教伦理、人的尊严而地位上升。在美国，劳动还是社会建立的基础、历史记忆、日常经验和浪
漫的追求。中镇仁人舍的例子展示了作为礼物的劳动，它启动了总体的社会事实而具有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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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体力劳动遭到轻视的文化传统很强。至少在公元前六世纪，鲁国公父文伯之母和知武子
就分别说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为“先王之训”和“先王之制”。孔子明确表达了对农业劳动的轻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在中国形
视，
认为务农不如拥有礼、
义、
信等重要，
［1］（ 70 ～ 85）
”后来，
孟子接着提出“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士人被免除徭役这一“卑下的
成一种传统。
［2］（ 191）
，
劳动”
不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士人身份的一种标志。劳动引起人们的重视，
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向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
西方学习的结果。“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受到批判，
［3］（ 521）
‘劳力者治人，
”
劳心者治于人’。
弄潮者们还极力对民众进行启蒙来唤醒他们作为劳动者的觉
“如果……我们工人农夫就不会没
悟，
比如告诉民众“钱的尊贵用处，
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生出来的”，
［4］
被人轻视了” 。这种启蒙后来演变为劳动者对剥削者的斗争———劳动者才有权享有财富和
有钱用，
社会地位，
而不劳动者被打在社会的底层。有一段时间，
工农兵是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职业。后来极

端起来，
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时期，知识分子遭到批判。 直到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 ”重新
提出。
实际上在中国人们一直重视劳心者而轻视劳力者 。赋予劳心者地位的科举制在“客观上是一
［5］（ 351）
。高考被认为是现代的科举制，仍旧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重
条功名荣耀、富贵利禄之途”
要方式。“现在农民有了一些钱总会希望把子女送出去学习 ，进入好的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最
［6］（ 209）
终还是希望以此换得一个悠闲阶层一员的身份。”
韦伯认为，中国具有“人文主义之礼仪的、
以行政技术为取向的性格”，“两千多年来，士人无疑的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仍然如此。 虽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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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3 ～ 164）
。在
们的支配地位曾经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总是能再复苏，并且更加扩张 ”
［7］
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比较重视学校里知识的教育 ，而轻视体力劳动，“对干体力活的人不够尊重 ” 。
［8］
青少年“体力劳动几乎不沾手”，“不把体力活当回事” 。
这样，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修建房屋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而有地位的人不愿意参加 。 然而

2011 年，笔者在美国中镇进行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在仁人舍 （ Habitat for Humantiy ①） 这
一帮助低收入家庭修建房屋 ②的志愿者组织做志愿者时，经常见到大学教授、银行家等“劳心者 ”来
劳动，之后还听到他们说“这很好玩儿（ fun） ，下次我们还会来 ”。在 2011 年 4 月 29 日的田野日记
中，笔者不禁写道“美国人喜欢劳动”。

二、一般情况下美国人的劳动观念
其实在古代西方同样存在着劳力者被轻视的观念。“以体力供应主人日常需要 ”的奴隶或贱
［9］（ 15）
。在洛克的时代（ 1632 ～ 1704） ，劳动仍被贵
民被认为跟牲畜一样而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
［10］（ 326 ～ 328）
。在罗斯金的时代（ 1819 ～ 1900） ，绅士们仍
族轻视，很多人生活空虚懒散，身体衰弱多病
［11］（ 343 ～ 344）
。
自认为是比较“纯粹的种族”，依靠下层阶级生活是他们的“特权”
［12］（ 82 ～ 87）
劳动被轻视是因为它总是会被“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 ”
消耗掉而像捕风 （ a chasing af［13］（ 传道书2： 17、
26）
ter wind）
一样虚空。它的地位上升是因为它跟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新的意

义，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有以下三种 。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始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 ，接着亚当 · 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
财富的源泉，最后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 ’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
［12］（ 73 ～ 74）
。尤其在亚当 · 斯密那里，“生产价值 ”的生产性劳动高于非生产性劳
人性的真正表现”
［14］（ 1、
304 ～ 308）

，跟体力劳动相关的职业地位上升 。
从新教伦理的角度看，至少从路德开始，劳动被作为“磨炼肉体”并使之“屈服于圣灵”“取悦上

动

［15］（ 413、
415、
421）
。 以体力劳动为内容的职业是神要人来做的“成千上万的事 ”
帝”和“爱邻人”的方式
［16］（ 56）
［16］（ 56注12）
。
中的一种，“在神之前具有同等的价值”
而同样“为神所喜”

“不愿为他所享用不了的
从人的尊严来看，
这里需要提到一段历史： 一开始人们的思想仍旧传统，
［17］（ 22 ～ 32）
［18］（ 37、
38、
23）
”
，
“
”
“
”
，劳动者的生活境遇
饥饿 就曾被用作 激励人们去劳动 的办法
东西花费劳力
一度如同动物一般。也有很多人宁愿领取救济来维持生活而不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劳动被
［19］（ 153、
196）
，
“最辛苦的体力劳动或最卑贱的劳动并没有带来人们的轻视或并不低人一
强调为“尊贵的”
［11］（ 344）
［20］（ 91 ～ 95、
145）
； 另一方面，
。
等”
改造社会的实践以及工会运动也开始展开，
劳动者的待遇得到改善
这些劳动观念在美国得到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中镇仁人舍的劳动。 劳动作为生产

力在美国呈现出特殊的意义。 美国是从荒野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一开始需要人们付出很多劳动。
温斯洛普到 新 大 陆 后 写 信 给 他 的 家 人 说，“这 里 的 土 壤 非 常 肥 沃，但 是 需 要 时 间 和 手 段 去 开
［21］（ 52）

垦”

。就中镇历史来看，
1800 年时才有第一个白人家庭来居住，他们需要自己砍树去修盖房
。在现在的中镇，很多人习惯并喜欢建房劳动，原因包括： 他们在农场上长大，工作与木

［22］（ 17 ～ 24）

屋

匠或修建房屋相关，这些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们自己房屋的维护也需要很多劳动等 ③。 人们就愿
意将在仁人舍的劳动看做是学习房屋技能的过程 。
①

网址为 http： / / www． habitat． org，2012 年 2 月 28 日访问。

②

修盖房屋主要包括置地基，铺地板，竖木墙，贴蓝色防潮挡风板，架屋梁，钉抗飓风片，穿电线，装热力系统（ furnace） ，上护
墙板（ siding） ，填保温层（ insulation） ，堵缝隙（ caulking） ，安石膏板（ drywall） ，安装门窗和墙底板，铺地毯等环节，涉及到搬

③

运，测量，爬梯登高，用锯切割，钉钉子，刷漆涂胶，打扫卫生等劳动。这些是让人劳累的体力劳动。
中镇仁人舍志愿者斯丹属于中产阶级，每年在房屋维修上的平均花费是 4000 美元，其中房顶（ roof） 每隔 15 年就要更换
一下。

117

一开始美国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受到旧制度的阻碍 ，比如他们没有实行英国的财产继承制度 ，财
产流通自由。最初的美国移民原来在祖国“不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家业、因为贫困和行为不轨而
被赶出自己故乡的人，就是一些贪婪的投机家和包工的把头 ”。他们使新大陆没有“大领主 ”和“属
［23］（ 35）
民”
而呈现出平等社会的面貌。他们还是“自由民 ”，一方面没有庞大家庭的牵累，比较独立
和自由，另一方面作为新大陆的美国资源丰富 ，土地广阔，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徙和自由发
展。市场经济的原则在这里能够得到比较完全的实施 。人们往往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机会之
［24］（ 10 ～ 12、
116）

地”获得成功

［25］（ 206）

利、
自主”

。“农场主的儿子凭自己所能购置土地，远远用不了到年老之时就能赢

。努力和独立成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劳动因为其辛

［26］（ 417）
而成为努力的象征，受人尊重，另一方面，“木匠的职业
劳的“真实”（ real） 和“诚实”（ honest）
在决定何时何地工作以及工作的多少上很独立 ，人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 ”这是有技能的建房者在

是美国文化中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
最初美国移民中很多新教徒，现在基督教仍很发达。 从中镇的情况看，当地教会很多，人们从
圣经中获得了很多关于“劳动”的教义。 除了上述新教伦理观念外，关于劳动的说法还包括： 劳动
使人们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使人有余而可以与他人分享，使基督徒成为非基督徒的榜样 ①。“耶
稣以及他的继父约瑟夫都是木匠 ”，这也是有技能的建房者在美国文化中受到尊重的原因 。
在劳动者待遇方面，美国经过工会运动，注重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体力劳动的工资比较高，在
中镇附近工厂一个小时 14 ～ 15 美元，并且有保险。 劳动时间也有保证，如果每天的劳动超出 8 个
小时，每小时的工资就会上升为 24 美元。
［27］（ 29、
102）
。 这在美国
另外，在新大陆发现之初，“荒野 ”中的劳动被浪漫化为“花园 ”中的乐趣

工业化时代 得 以 延 续，人 们 在 艺 术 和 手 工 艺 运 动 的 影 响 下 一 方 面 意 识 到 机 器 对 人 的 异 化 作
［28］（ 76 ～ 80）
，另一方面对“自然”充满好感［27］（ 170 ～ 171、182 ～ 185） 。 在机器取代人力的情况下，“不应该去
用
节省劳动，而是去保存劳动”，因为劳动是自我发现的主要方式和人的生命本身，人们有在生产力
［29］（ 164）
。 房屋坐落在自然中而是田园意象的一部分。 通过劳动，人
和利润之外劳动的需要和权利
的身体向自然敞开，很多中镇仁人舍劳动者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在蓝天下出力出汗的趣味 。
这样，劳动是美国社会建立的基础、不远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的经验、浪漫的追求，并且拥有
较高的宗教价值和工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泛泛地说，在美国人们较少持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的观点，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只是地位低的人做的事情 。但劳动仍旧有高低之别，只不
过评判的标准转化成了生产力的高低 。产出多的报酬就多并且容易受人尊重，产出少的报酬就低
并且相对遭人轻视。比如打扫卫生的活动，不需要太高的教育成本，劳动成果又不持久，报酬就比
较低，并且有时需要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去劳动 ，不仅辛苦而且不被人知道。 这样，“美国人喜欢
劳动”只是一个神话。美国同中国一样，没有人喜欢苦累的劳动。 在中镇仁人舍人们喜欢来劳动
是因为劳动之外的原因。

三、作为“礼物”的劳动
上面一部分说明了一般情况下美国人的劳动观念 ，但它在对中镇仁人舍劳动的阐释上有一种
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孤立看待的倾向 ———好像人们为了某一方面的目的就会去仁人舍劳动，人
们的行动显得单一而僵硬。它没有从人们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来看，无法呈现出“有肌体 ”和“有心
［30］（ 177）

灵”的“活生生”的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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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展现仁人舍劳动的独特之处———人们来仁人舍劳动是为了他

12
帖撒罗尼迦后书 3： 8，以弗所书 4： 28，帖撒罗尼迦前书 4： 11、

人①通过劳动力形式的礼物启动了“总体的社会事实”，即“社会及其制度的总体 ”和跟个人相关的
“多种制度”，使人们相互融合并乐在其中，尤其个人内在的情感投入其中，“我们会看到为数众多
［30］（ 176 ～ 179）

。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美国
的人、运动着的力，并看到人和力在其境界与情感中的流动 ”
［30］（ 41）
社会一般情况下的劳动观点和实践只是背景或“混融”
其中而有所体现的副产品 ②。
仁人舍劳动因为教会、企业和学校等团体的参与而启动了教会、企业和学校等相关制度，成为
宗教、经济、教育等机制的一部分。仁人舍劳动作为经济机制，主要在于它发挥着生产房屋和满足
低收入家庭房屋需求的功能。修盖房屋的原料只有通过劳动的加工 ，才能成为房屋，“从可能的使
［31］（ 113）
。成立于 1986 年的中镇仁人舍在 2011 年时已经通过
用价值，变为现实的能动的使用价值”
志愿者劳动力修建了 100 栋房屋。免费劳动力的使用也是仁人舍房屋能够被低收入者承担的重要
原因，否则仁人舍房屋的价格会很高。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匿名化和竞争 ，仁人舍劳动使人们之间
的互动更多，社区更加团结，就也是政治机制。
作为礼物的仁人舍劳动对个人而言 ，还是道德、社会、心理和感情机制。 它是道德机制在于人
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帮助低收入者获得房屋和整个社区提升 ，这是正确的和应该做的事情。 人们自
我感觉很好，并努力将他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他们也因为慷慨、帮助别人和服务社区得到欣赏
和感谢，因为辛苦的劳动获得他人的尊敬 ，这让他们更加愉快。
在现代社会，“比较传统的、可以当然指靠的慰藉性人际关系衰落”，“需要作出巨大努力才能
［32］（ 157）
。 仁人舍劳动提供了
确立和维持紧张而有限的人际关系 ”，这“给个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
一种缓解压力的社会机制。尽管之后又返回到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仁人舍共同完成劳动任
［33］（ 133）
。定期去中镇仁人舍的志愿者们，逐渐在那里与其他
务的过程中呈现出“交融”的社会模式
志愿者相熟，而对仁人舍产生一种归属感。比如一周至少去那里两次的斯丹开始认为中镇仁人舍

是他家庭的一部分，因为他在 2011 年退休，他的妻子在 2012 年 8 月突然去世，儿子们又分散在美
国的各个地方。
在不为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劳动作为身体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放松、乐趣和心理疗法，具有跟
健身活动一样的效果。斯丹作为劳心者还认为劳动“能很好地帮助我放松，因为有时脑力劳动很
紧张”。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劳动中也会随着汗水的挥洒散去，“怀疑、欲望、悲伤、懊悔、痛恨、愤怒、
［19］（ 196）
。
绝望……全都平静下来”
人们也更容易从仁人舍劳动中获得满足和快乐 。它的结果是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房屋，劳动成
［12］（ 68 ～ 69、
105 ～ 107）
。 尤其第一次从事房屋劳动的人获得的欣喜和成就
果很快就被看到并且“可持存”
感不言而喻。同时仁人舍房屋见证着他们的劳动 。志愿者博茨说，当他开车经过这栋房屋时，就会
回想起顶棚的保温层 ③是他放到那里的，并且只要房屋在那里，他的记忆就在那里，这种知道自己
做了一件能够持久的东西的感觉很好 。
仁人舍劳动还是人们培养、
维护和表达感情的机会和方式。劳动意味着人们身体和生命的在场、
［34］（ 69 ～ 70）
，
共享和“互渗”
相互间不太认识的志愿者们在共同完成劳动任务和做好事时会产生一种同
志情谊。父亲、
母亲和女儿一家人来中镇仁人舍劳动并将之作为一项家庭活动。这种劳动甚至还能

帮助活人向死人传达怀念之情。比如中镇百事可乐公司老总汤姆生前喜欢在中镇仁人舍修建房屋，
他公司的朋友们每年会组织一天的百事可乐建房活动来纪念他。
①

这里的他人是自我之外的存在，可以是仁人舍的伙伴家庭、朋友、亲人甚至上帝等，也可以是自己所在的社会团体乃至社

②

比如美国社会建立的基础、历史记忆、日常经验、较好的劳动待遇等是背景，房屋技能、宗教价值和“花园”中劳动的乐趣

区。但通常这里的他人是复数的，不单单为了仁人舍伙伴家庭，同时还为了朋友、亲人、上帝和社区等。
等是副产品或在为他人获得房屋的劳动中连带的收获。
③

顶棚上的保温层是一种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它被人们塞入机器并被吹散，之后会像雪花一样飘散最后充盈在顶棚而起到
保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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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实践、社会的联系、心理的平静和满足、情感的表达都会使人们在情绪上很愉快 ，并扩大
成一种氛围弥漫在中镇仁人舍劳动过程中 。再就是，有一些幽默的人会开一些玩笑，让整个气氛轻
松活跃起来、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这样，中镇仁人舍劳动过程交织和洋溢着人们诸多的愉悦感，
超越了劳动本身给人们带来的苦累 ，并通过各种机制传达给更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 ，使更多的人参
与到仁人舍劳动中。

四、总结
当带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我看到很多“劳心者 ”来仁人舍劳动时，不禁产生
“美国人喜欢劳动”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就跟说“中国人不喜欢劳动 ”一样出于自我的想象。 况且
我们也无法通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观念就说中国人不喜欢劳动，尽管人们在这个观
念的影响下会在某种程度上轻视劳动 。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都必须劳
动，也没有人会否认劳动的辛苦。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下，劳动具有超越其本身的意义，无论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都会喜欢劳动。相对于仅仅追逐自身利益时紧张而封闭的劳动，作为礼物的劳动 ① 让
人们走出对“痛苦”②自我的关注而充满了社会性，轻松愉悦而意义开放。 它不单纯地是对房屋的
“生产”，也不“纯粹自愿”，而是总体的社会事实，各种愉悦和意义“杂糅”在一起［30］（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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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红】

Labor and Its’Meaning in the States
—Case Study from Zhongzhen Renrenshe
LIANG Wen-ji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Those who do mental labour rule and those who do manual labour are ruled”，
Civilians in China despise the labor work，yet in the west society，people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by labor work in the name
of productivity，protestant ethics as well as the self-esteem． In the States，labor work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pursuit of memory，daily experience and romance． The case of Zhongzhen Renrenshe，considered labor work as the gift，
start-up the total social fact with affluent meaning．
Key words： Labor Work； Gift； American Society； Zhongzhen Renren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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