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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概况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是艺术学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学科旨在研究艺术的本质、 特征及
其发生、 发展的基本规律。 其研究方法是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 侧重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 通
过各门艺术之间的关联， 揭示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特征， 构建涵盖各门艺术普遍规律的理论
体系。

艺术学理论研究历史悠久， 自我国的先秦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业已开始， 但始终分布
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中， 未体现出研究的系统性和专门性。 美学诞生后， 艺术学理论研究在美学
中被涉及最多。 １９ 世纪末， 鉴于美学研究对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现象， 德国学者康拉德·
费德勒主张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划分出来。 １９０６ 年， 德国学者玛克斯· 德索出版 枟美学与一般
艺术学枠， 并创办 枟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枠 杂志， 标志着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更确
立了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地位。 这种主张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响应。 中国学者最早于 ２０ 世纪初
致力于该学科的专门研究， 代表人物有宗白华、 滕固、 马采等。

艺术学一经诞生， 就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发展， 既表现出时代性，
又表现出民族性。 我国于 １９９７ 年设立艺术学学科， １９９８ 年设置艺术学博士点， 这些进展标志
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新起点。 经历 １０ 余年发展， 艺术学学科逐渐契合了当代艺术发展的
趋势， 不仅给新兴学科提供了凝练和聚合的平台， 自身也取得了长足、 持续的进步， 为本学科
宏阔的视野和触类旁通的认识论、 知识论、 方法论、 实践论、 问题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探讨
和发现艺术本质、 特征及发生与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铺平了道路。 ２０１１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调整学科目录， 将原艺术学一级学科升为学科门类，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 标志着本学
科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

当前我国的艺术学理论研究， 应在继承、 借鉴中西方艺术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多层
次、 多角度、 开放性的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 并使扎根于民族传统的中国艺术精神得以高
扬， 推进中国艺术文化实践的多元探索， 繁荣中国和人类的艺术生态文明， 引领提升国民的艺
术文化素质。
二、 学科内涵

1．研究对象　艺术学理论是对艺术现象、 艺术活动和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 探讨其规
律的综合性、 理论性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 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
等。 具体而言， 包括艺术的本体及特质、 艺术的形态与符号、 艺术的创造与生产、 艺术的发生
与发展、 艺术的交流与传播、 艺术的批评与接受、 艺术的消费与管理等诸多领域。 艺术学理论
的研究既涉及艺术内在系统的分析， 也包含对艺术与外在系统关系的研究， 特别关注艺术的人
文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 体现了突出的实践性品格、 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 旨



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 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 最终形成
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概念、 范畴、 原理、 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学理系统。

2．理论　艺术学理论是对各类艺术共性规律的研究， 同时又不断地从其他人文科学、 社
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包括： 艺术哲学、 艺术
美学、 艺术史学、 艺术心理学、 艺术社会学、 艺术人类学、 艺术传播学、 艺术文化学、 艺术批
评学、 艺术教育学、 比较艺术学等。

3．知识基础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任务是研究艺术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原理。 一方
面， 它作为涉及各门类艺术的基础学科， 与音乐、 舞蹈、 戏剧戏曲、 电影、 广播电视艺术、 美
术、 艺术设计等具体门类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各门类艺术所提供的广泛实证性艺术经验分
不开； 另一方面， 它根植于哲学美学， 需从哲学美学的高度对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学的概念范
畴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反思。 因此， 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基础一方面为各门类艺术 （包括音乐
学、 舞蹈学、 影视学、 戏剧戏曲学、 美术学、 设计学等） 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为美学和文
艺学的研究成果。 此外， 丰富的文学、 历史、 哲学知识， 乃至必要的科技、 经济知识， 也构成
本学科的知识基础。

4．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 本学科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 主要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相结合， 横向比较与纵向提炼相结合等方法， 探究艺术的本质属性， 总结艺术的共通规
律。 同时， 还借助哲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心理学、 人类学、 传播学、 管理学、 经济学、 宗教
学、 民俗学、 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三、 学科范围

艺术学理论的主要学科方向包括艺术史、 艺术理论、 艺术批评、 艺术管理、 艺术跨学科研
究等。

1．艺术史　研究艺术演变过程和历史的学科。 即艺术史运用历史文献与实证材料， 以特
定的立场与角度下， 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发展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思潮、 艺术创作、 艺
术接受等进行记录和分析考察， 研究艺术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规律。 艺术史研究范围包
括艺术的起源、 艺术的形成、 艺术的发展过程、 艺术的发展规律、 艺术的前景与基本走向、 艺
术史学史等。 艺术史是艺术学理论及其他各个学科研究的历史基础和参照依据。

2．艺术理论　研究艺术产生、 发展及存在的各个环节普遍原理及其规律。 它针对艺术的
各种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和各门艺术的共通规律等进行深入研究， 具体可涉及艺术的本质与特
性、 艺术与美学、 艺术与历史、 艺术创作规律、 艺术作品构成、 艺术接受原理、 艺术传播规
律、 艺术遗产等领域。

3．艺术批评　研究判断揭示艺术价值和鉴别艺术创造意义的学科， 既包括对艺术批评自
身的学理性研究， 如艺术批评立场、 艺术批评原则、 艺术批评方法、 艺术批评流派、 艺术批评
史学等， 也包括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 艺术批评是沟通基础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 传播、 接
受等方面艺术实践的重要渠道， 对艺术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缺失的保障价值。

4．艺术管理　主要从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角度， 对各门类艺术的管理实践进行理论总
结， 研究艺术行业运行秩序的规划和调控。 其中不仅包括对于艺术创制及其艺术产业的研究，
也包括对于事业性质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公共文化艺术、 公益性文化艺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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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艺术跨学科研究　在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交叉思考， 体现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
关联性和互动性， 并借助其他学科思考艺术自身的规律性问题， 或者体现艺术的应用属性。 艺
术跨学科研究可根据各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 结合本学科的基本特点进行设置。
四、 培养目标

1．硕士学位　应具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知识， 宽阔的视野， 扎实的艺术学理论知识基础，
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较浓的学术研究兴趣。 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 资
料查询和学术交流； 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 具有较浓的学术研究兴趣和较强的学术研
究能力， 或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与策划、 管理实践能力； 具有较强的运用艺术理论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可主动选择艺术研究专题进行持续研究， 可自觉针对某种
艺术现象进行专业批评； 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 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
社会实践； 能够在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 学术研究工作， 或在较高层次的艺术管
理、 编辑出版、 新闻传播、 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 管理、 编辑、 评论、 创作等工作。

2．博士学位　应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宽阔的学术视野，
坚实的艺术学理论知识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高度的创新意识和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
能熟练自如地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从事文献阅读、 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 全面掌握本学科学术
研究前沿动态， 在艺术学内的某一学术领域有研究专长， 并能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领域， 具有
突出的理论思维和艺术学术研究能力， 或具有较强的创作与策划、 管理实践能力； 能够熟练运
用艺术理论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主动选择艺术研究领域专题进行持续研究， 创生
新的艺术思想或学理， 可自觉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专业的深入批评， 可富有成效地从艺术跨
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 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 能够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从事教学、 学术研究工作， 或在高层次的艺术管理、 编辑出版、 新闻传播、 艺术创作等部门从
事策划、 管理、 编辑、 评论、 创作等工作。
五、 相关学科

音乐与舞蹈学、 戏剧与影视学、 美术学、 设计学、 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等。
六、 编写成员

仲呈祥、 曹意强、 王廷信、 张金尧、 李荣有、 李晓华、 周星、 胡新群、 凌继尧、 夏燕靖、
郭必恒、 黄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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