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全球信息社会转型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流派之一，其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
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而且解
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前资本主义
高度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国家化的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体现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所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
的社会转型的各种努力。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包括数字媒体与新消费主义、环境
危机、公共文化、企业权力集中化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新媒体修辞与
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互联网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论述等。新加入教学团
队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 Richard Maxwell 教授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
的传播新科技与生态危机、监控等前沿研究成果分享给选课学生，引导学生学习
和理解交叉分析的阐释路径。本课程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通过主讲教师的个案
/课题研究的导向，以研究带动理论阐释，为学生描绘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术
知识地图和阐释路径。
本课程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研究员、加拿大女
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姚建华主持，特别邀请了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望重士
林的 Graham Murdock 教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传媒研究系 Richard
Maxwell 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曹晋教授组成了跨学科的讲授团队，
并且为了保证跨国、跨校、跨学科课程讲授能够达到最佳效果，特别邀请了复旦
大学政治哲学副教授林曦担纲英文课程的学术翻译。
课程通过权威、密集、系统的讲授，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理论立场，围
绕全球化语境中，新媒体与信息的公正传播等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课程将为同学
们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脉络，首先为参与课程的同学奠
定坚实的批判理论的学术基础。在具备一定理论积淀的前提下，课程将逐步推进
近年来中西传播政治经济学界在该领域最前沿的新研究，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传
播政治经济学对网络新媒体的讨论。
课程突破传统的传授模式，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通过主讲教师的个案/课题
研究为导向，以研究带动理论阐释，以期在洞察全球信息社会的新媒体的政治经
济学脉络和理论取向的基础上，让选课同学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视野下的全球
社会的公正传播这一议题有更深刻与全面的理解。

本课程作为精品课程，自 2013 年启动 FIST 项目课程以来便深受广大青年学
者和学生的欢迎，参与该课程学习的学子人数高居历届 FIST 项目课程之榜首。
教师风采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
研究员，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师从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
莫斯可教授。研究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出版产业、数字劳工。学术著作、译
著有：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2014）、《政治的道德基础》、《批判的传播理论》、《美
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媒介与妇女”教席兼职研究员、上海市 2007 届“曙光”学者、美国哈佛
燕京学者（2009-2010 &2016）、富布赖特学者、伯克利 BBRG 研究学者（2015）。
学术研究聚焦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理论、新媒体与社会变迁研究。学术论
著《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论著一等奖，英
文学术论文发表于著名期刊 Signs ，并受到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莱斯大学、威
斯康辛麦迪孙分校、波士顿大学、加州大学多个分校的邀请而前往英语演讲，连
续八年与 Graham Murdock 和 Vincent Mosco 联合担任新媒体学术研究营主席，
并进行暑期精读课程的联合英语教学，曹晋教授十年如一日地全程参与海外嘉宾
的课程阐释与学生互动。

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传媒研究中
心建立者、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当今英国“新左派”
的重要代表人物。从事学术研究 40 余年，研究领域：传播学与文化研究，尤其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他涉猎广泛、视野宽阔，文学、艺术、传媒、
广告、商业电视、家用计算机、恐怖主义、社会风险、阶级分析、游行示威、越
南战争、转基因、生态环境、纳米、克隆、数字鸿沟等等。他与曹晋教授有着近
十年的学术合作，并与中国学界关系密切。主要著作：《大众传播与社会》、《传
播与现代性》、《传播与批评》、《消除数字鸿沟》、《研究传播》、《媒介的
政治经济学》等，部分著述已被译成 19 国文字。

Richard Maxwell，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传媒研究系教授。研
究领域主要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政策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媒体与生态危机、
媒介技术与监控等，主要著作：《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
思想评传》
（Herbert Schiller）、
《全球好莱坞》
（Global Hollywood，与人合著）、
《绿化媒体》（Greening the Media,与人合著），编有《媒体与生态危机》（Media
and Ecological Crisis，与人合编）、
《劳工与媒体手册》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等。

课程设置

学分：2 学分
学时：36 学时
基础知识要求：欢迎对新闻传播研究、性别研究、劳工问题、当代中国转型问题
有兴趣和思考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选修此课程，要求具备一定的相关理论基础与
英文文献阅读能力。
考核方式：考勤、课堂发言占 30%，写一篇读书报告占 70%
上课时间：2019 年 6 月 18 日 — 6 月 24 日
上课地点：将在报名截止后通知到报名邮箱。

课程协调员：潘仁杰(17210130006)
联系方式：18217026028（手机）；17210130006@fudan.edu.cn（邮箱）
选课网址：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arch
Name=paidInfo.search&projectId=70128
课程进度安排：2019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4 日
日期

星期

节次

上课内容

6.18

二

8:30-11:30am Life in the Age of Smart Machines

6.18

二

6:30-9:30pm

6.19

三

8:30-11:30am 青年学者学术分享会

6.19

三

2:00-5:00pm

6.19

三

6:30-9:30pm

6.20

四

6.20

四

6:30-9:30pm

青年学者学术分享会

6.21

五

6:30-9:30pm

传播的劳动：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数字
劳工研究

6.22

六

6:30-9:30pm

青年学者学术分享会

6.23

日

6:30-9:30pm

6.24

一

6.24

一

How Green is Your Smartphone?

Media and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Profits of Deceit: Digital Media and
Populist Politics
Climate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8:30-11:30am
Warming

Minutes to Midnight: Communications
and Climate Crisis
8:30-11:30am 都市媒介化家庭沟通
The Battle for the Commons: Public
2:00-5:00pm
Cultures and Public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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