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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512V Topics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文化再現與詮釋專題: 發展中國家經驗比較研究 

 

Course Title : Topics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文化再現與詮釋專題: 發展中國

家經驗比較研究 

Course Code : CUS512V 

No. of 

Credits/Term  

: 3 

Mode of Tuition : Lecture 

Class Contact 

Hours 

: 3 hours per week 

Category : Elective course 

Discipline : Cultural Studies 

Prerequisite(s) : Nil 

Co-requisite(s) : Nil 

Exclusion(s) : Nil 

Exemption 

Requirements 

: Nil 

      

Overview : 本課程基於講者團隊對全球發展中國家長達十餘年的跟蹤調查，尤其

通過對新興七國（中國、土耳其、印度、印尼、南非、巴西、委內瑞

拉）(簡稱 E7)的發展歷程的比較，深入探討全球南方遭遇西方危機打

壓的經驗教訓，絕大多數追求現代化的所謂後發國家，都會由於主權

外置而陷入發展的兩難；同時，當金融資本主義在西方核心國家頻繁

爆發危機，並以政治及經濟雙重成本轉嫁方式，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

陷入政治危機，經濟下行，社會動盪。 

當全球化的國家競爭遭遇全球化解體，南方國家面臨新的挑戰，中國

的經驗和教訓與其它發展中國家有何不同？中國如何與南方國家一起

走發展中國家的危機和陷阱，也是本課程探討的議題，尤其是文化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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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的構建。 

      

Aims : 1. 掌握世界體系理論  

2. 瞭解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演變與發展困境 

3. 從國家競爭的視角分析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4. 從成本轉嫁的視角理解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演化 

5. 從文化與再現的視角詮釋殖民主義與新殖民化 

      

Class Schedule : 第一部分：新興國家的歷史演變   

第 1 講 新興國家因何而"興"，又為何曇花一現？  

- 國際上對新興國家的定義，新興國家概念由來  

- 新興國家經濟出現短暫增長的真實原因分析  

  

第 2 講 主權外部性及其歷史成因  

- 去殖民方式差異與國家構成  

- 主權負外部性的陷阱和禍亂  

  

第 3 講 從新自由主義到華盛頓共識  

- 新自由主義的前世今生  

- IMF 和世界銀行  

- 現代化的制度成本及轉嫁  

 

第 4 講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陷阱  

 

第二部分 全球化的本質與全球化解體的危機  

第 5 講 金融資本時代的全球競爭方式  

- 以國家為單位的全球競爭  

- 全球競爭的微笑曲線，不同發展中國家的處境  

 

第 6 講 美元體系的全球擴張  

- 美元體系的核心國家分別以債權和債務兩種方式向邊緣國家轉嫁金

融危機的代價分析  

- 美元核心國家從債權到債務的邏輯轉變  

  

第 7 講 巧實力、軟實力和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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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衝突背後的警示  

 

第 8 講 全球化解體與區域重構  

  

第三部分：中國應對全球化危機的經驗與挑戰  

第 9 講 中國在全球化中遭遇的挑戰  

 

第 10 講 主權正外部性與逆週期調節  

- 順週期與逆週期  

- 政府的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   

 

第 11 講 中國三次去依附的真實經驗  

- 從三個世界理論到世界體系論   

- 中國去依附的歷史經驗  

 

第 12 講："三新"思想與鄉村振興   

- 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 知識創新，話語創新，制度創新   

- 從歷史上農民三次救中國看鄉村振興的壓艙石作用   

 

第 13 講：底線思維與戰略轉型  

- 以底線思維分析和應對全球化解體過程中的各種危機  

- 構建以"內迴圈"為主體的"雙迴圈"體系  

- 搭建區域和次區域為核心的全球合作模式   

 

第 14 講：構建南方共識，推動南南合作 

    
 

Required readings : 溫鐵軍等：《全球化與國家競爭：新興七國比較研究》 

      

Recommended 

readings 

: 薩米爾·阿明：<中國 2013>，《每月評論》，2013 年第 3 期   

溫鐵軍： 《八次危機》  

溫鐵軍： 《解構現代化》  

赫德森：《金融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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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 

learning activities 

: Lectures and student presentations 

   

Assessment : Final Term Paper/Project (60%)  

to be submitted by Dec 20, 2022 (Length: 6000-10,000 Chinese characters) 

 

Presentation (20%) and participation in class discussion (20%)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4-5 groups, and will do a group presentation of 

10 minutes during classes No.4, 8, and 14. 

   

Important Notes 

(Lingnan 

University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 1.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pend a total of 9 hours (i.e. 3 hours of 

class contact and 6 hours of personal study) per week to achieve 

the course learning outcomes. 

2. Students shall be aware of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bout 

dishonest practice in course work, tests and examinations, and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as stipulated in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University Examinations. In particular, plagiarism, being a kind of 

dishonest practic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another person's work 

without proper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ource, including exact 

phrases, or summarised ideas, or even footnotes/citations, 

whether protected by copyright or not, as the student's own work".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trictly follow university regulations 

governing academic integrity and honesty. 

3.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writing assignment(s) using 

Turnitin. 

4.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lagiarism, a mini-course 

"Online Tutorial on Plagiarism Awareness" is available on 

https://pla.ln.edu.hk/. 

5. Late submission of the term paper may result in a penalty of one 

sub-grade deduction per week and a Failure grade after 3 weeks 

(unless with prior approval from the instru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