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4 美术学

一、 学科概况

美术是人类以视觉方式把握世界， 表达情感的艺术创造活动之一； 美术学是以美术为对
象， 集创作与研究为一体的人文学科。

在我国的人文思想与教育传统中， 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代文明中以美术方式所表
达的情感及生活内涵极为丰富； 夏、 商、 周及秦汉时期， 美术方式在建筑及器物等实际应用领
域有着生动而多样的表现； 唐宋以来的宫廷均设置画院； 而自孔子以来， 历代都强调书画等艺
术品对于造就社会优秀人才的重要性， 视美术为塑造人类创造力的重要资源。 到近现代， 我国
的美术教育吸收并融合中外美术创造和教学体系精华， 已形成多层次、 多分支的学科体系， 涵
盖书法、 中国画、 西方绘画、 雕塑、 摄影、 实验艺术、 公共艺术与美术史论等广阔的专业领
域， 并与哲学、 历史、 文学、 社会学、 人类学、 考古学、 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互动
关系。

西方文明中众多的美术传世作品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视觉艺术
创新为核心， 开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现代进程之先河； １８ 世纪， 西方绘画、 雕塑与建筑、
园林渐成学科体系， 许多伟大的哲学家、 史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都非常重视对美学与美术历史
的研究； １９ 世纪以来， 西方美术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研究展现了内涵丰富的广阔视野， 涌现出
一批如瓦尔堡、 沃尔夫林、 帕诺夫斯基、 贡布里希等深具影响的艺术史学者。

历史上， 美术学学术曾经长期以西方为中心， 而东方民族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振兴改变着
这一历史格局， 多元发展的新文化观念鼓舞着 ２０ 世纪东西方美术与美术教育的持续创新， 崛
起的中国美术已成为改变世界美术格局的重要力量。

２１ 世纪以来， 美术学学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各美术分支的专门研究更趋深入； 同
时， 美术学视角纳入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框架， 对视觉经验的关注更多地注入社会学、 文化学
研究的内涵， 从而使得美术学学科成为当代人文研究的重要分支。
二、 学科内涵

美术学学科在西方已有 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也有近 １００ 年的高等教育经验， 业已形成
完整的理论、 创作和方法论体系。

1．研究对象　美术学以美术创作活动及其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 展开实践的与历史的研
究， 是一门既具有创作特性， 又具理论特性的综合学科。 美术学的研究范围是以美术作品、 美
术家以及美术现象为对象， 以中外优秀的美术创作理论及研究方法为指导， 立足自身的文化传
统及优势基础， 在国际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 依据中国社会需求的变化， 以及当下美术发展的
规律， 研究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创作、 教学及科研体系。

2．理论　美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美术创作实践， 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 美术理论及



美术批评等。 美术学的理论体系以美术创作基本理论， 世界美术史及各区域美术史， 门类美术
史及美术考古， 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方法等专门研究为基础， 同时展开各门类美术创作专项研
究， 美术材料与技法研究， 美术家风格及表现特征研究， 以及艺术市场及文化交流研究， 为各
种形式、 各个领域内的美术活动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3．知识基础　美术学学科的知识基础可概括为四个层面的课程结构： 在人文知识层面上，
由世界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 专门美术史、 地域美术史、 艺术美学、 美术批评、 美术理论， 美
术鉴赏、 美术批评、 中外美术比较、 美术考古等构成美术专业认知的基本知识； 在创作技能层
面上， 由造型学、 色彩学、 构图学、 透视学、 艺术人体解剖学， 各美术创作专门领域的技法理
论与实践训练等构成专业基础训练结构； 在创作方法研究层面上， 由创作与表现研究、 创作理
论与方法研究、 创作技法与材料研究、 形式语言与风格研究等构成美术创作专业研究的训练结
构； 在社会管理知识层面上， 由艺术管理、 艺术法规与文化市场、 博物馆与美术馆学、 世界美
术遗产研究、 艺术经济与发展政策专题研究等构成美术学的社会应用知识基本结构。 另外， 相
关哲学、 历史学、 考古学、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学、 民族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也被不断纳入
美术学的知识结构， 成为从美术学知识的角度理解与解释人文精神与艺术发展的内涵基础。

4．研究方法　美术学是一门既具有极强的创作特性， 又带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的学科。
除了系统的创作论， 其研究方法还包括图像学、 形式分析、 艺术风格学、 考据学、 美术考
古学、 艺术社会学、 艺术美学、 鉴赏学、 传记学、 材料技术学等领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此外， 美术学还可以借鉴哲学、 美学、 心理学、 社会学、 文艺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研
究， 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 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如美术社会学、 美术心理学、 美
术市场学、 美术信息学、 美术管理学等。
三、 学科范围

美术学的学科实践体现在区分清晰， 但又彼此紧密关联的理论研究与创作研究两大领域，
其学科范围也同样分为两个方向。 理论方向： 美术历史及理论、 美术教育。 创作方向： 书法、
中国画、 绘画、 雕塑、 实验艺术、 公共艺术等。

1．美术历史及理论　是一个理论性、 自足性及学科交叉性特征极强的研究领域， 在西方
有 ４００ 多年历史， 在我国近百年的现代美术教育发展过程中， 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及
方法论基础。 纯理论研究包括美术理论、 美术史理论、 文化遗产理论、 艺术管理理论、 美术教
育理论、 美术批评理论等； 实践类艺术理论研究包括美术技法理论、 材料研究理论、 美术创作
理论等。 ２０ 世纪中后期， 在原有的美术学研究方法， 如文献学研究方法、 历史考据学研究方
法的基础上， 各种人文及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 如哲学、 社会学、 人类学、 考古学、 伦理学、
阐释学、 符号学、 图像学、 文化研究等， 陆续被引入美术学领域， 成为美术学研究方法的重要
补充。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美术理论研究已取得相对成熟的成果， 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的指导， 另一方面吸纳了最新的国外理论成果， 国内外均有大量成熟的美术理论专著及
相关教材问世。

2．书法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 以既定的材质工具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 和美术学科的其他诸如绘画、 雕塑所不同， 它可以说是在汉字既定字形、 书体基础上的
二度创造， 其审美取向及审美标准具有十分强烈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内涵。 广义上的书法包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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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篆刻艺术两类， 而书法根据汉字字体的不同， 又可分为真、 草、 隶、 篆等类别。 相较于其
他美术学科， 书法艺术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愫与性格。

3．中国画　是一种以既定的纸张材料及笔墨工具样式为基本载体， 既有强烈的本土风格
及精神属性， 又具广阔的本土化发展空间的独特艺术样式。 中国画的描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
法技巧， 其画理也不是一般的绘画表现原理， 它是直抒胸臆的文化性、 精神性产物， 是结合着
文学性、 图像性、 符号性、 隐喻与象征性表现力的一个文化分支， 具有强烈的、 个性化精神价
值取向。 目前， 中国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人物、 山水、 花鸟等科目区分外， 还有界尺、 工笔、
重彩、 写意、 水墨、 泼墨、 泼彩等风格区分， 还包括实验水墨等处于探索阶段的新作品样式。
相较于其他美术学科， 中国画更注重显示其独特的文化差异性与东方艺术精神风貌。

4．绘画　是美术学科中最基本的学科范畴之一， 通常指在平面材料上使用特定的绘画工
具、 载体材料及表现语言进行形象创造及主题表现的艺术行为。 绘画作为一种平面性、 视觉性
的艺术表现形式， 通常包括一组由于运用不同表现媒介材质而呈现不同表现语言及风格的创作
类型， 也即通常所谓 “画种”； 在实际的根据绘画材质及技法的细分中， 包括素描、 水彩、 粉
笔画、 油画、 丙烯画、 版画以及壁画等； 但由于画种技法间的相互吸收及归并， 通常所称
“绘画” 主要指油画、 版画、 壁画三大画种； 以水墨与工笔为主要形式特征的中国画原则上也
属绘画艺术， 但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属性， 在美术学科中将其与书法并列归为中国书画范畴。 东
西方文明传统中都有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流传。 文艺复兴之后， 由于逐渐系统化的科学观察与
表现方法， 首先自欧洲国家兴起的， 具有写实表现特征的绘画技法得到强有力的发展， 西方绘
画传统由此不断强化并传向东方， 形成跨越东西方的主要绘画艺术样式；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写实主义的西方绘画传统逐渐失去主导地位， 而被更加多元化和更具实验性的当代绘画艺术所
代替； 我国自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开始引进西方绘画技法， 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已经形
成具有中国气质与风格特征的， 体现现当代艺术特征的中国绘画表现传统。 目前， 美术学科中
的 “西方绘画” 是一个内涵丰富、 风格多样、 包含着西方绘画技法精华， 也体现着东方艺术
精神气质的宽广领域。

5．雕塑　是美术学中的三维空间表达形式。 不同于绘画艺术以基于平面材料的形式创造
为主， 雕塑艺术是在三维空间中运用各种材料及表现手段进行体积及空间关系创造、 表达诉求
主题的艺术方式。 雕塑艺术具有广泛的创造可能性与广阔的应用价值。 雕塑包括雕刻与塑造两
大基本类型， 指用各种可塑、 可雕、 可刻的物质材料， 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量感的三维艺术形
象， 以反映社会， 表达艺术家的思想、 情感与想象。 近年来雕塑艺术的创作范围不断扩展， 包
括出现光影雕塑、 观念雕塑等特殊的新艺术样式。

6．实验艺术　是以艺术工作方法而确定性质的专业学科。 不同于美术学学科中如油画、
版画、 雕塑等以工具材料与技术作为确定性质的艺术类型， 实验艺术是以有价值的主题思想作
为表达的契机， 寻求恰如其分的形式载体或个性化的语言， 最终完成推向社会与公众的物质化
结果的艺术活动形式。 实验艺术具有跨越画种界限、 材料界限及形式界限， 寻求一种实验性艺
术范型的意味。 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实验艺术概念， 包涵综合物质材料与技术、 高科技数字技
术、 摄影与录像、 声音、 身体与表演、 生态与环境艺术等多样化的创造形式。 ２０ 世纪中期，
实验艺术形成时， 强调打破传统的工具方式与画种区分方式， 以一种探索可能形成的风格样式
为区分标准的新艺术思维取而代之， 试图建立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 以及强调综合性的艺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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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理论。 实验艺术强调观念表达的确切性与有效性， 试图让艺术更接近生活现实， 为公众提供
更为鲜活的精神养分与体验空间。 因此， 在方法上， 实验艺术更加强调理性与学术储备的重要
性， 强调理性验证的科学依据。 ２０ 世纪中期之后，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和图像制作、 储存与
传播技术的普及和提高， 强调即时性与交互性的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 更加激活实验艺术的高
技术化、 即时化、 远程同步化与多样化等实验创新倾向。

7．公共艺术　以中国城乡公共空间需求和当代艺术创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公共艺术观念
在西方已历经一个世纪。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引入中国后，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 至今亦有近
３０ 年的实践研究与教学探索。 公共艺术紧扣城乡建设时代命题， 突出和强调跨界与综合， 致
力于以城乡空间为主体的各学科专业知识， 以城市视觉美学追求为内核， 打造兼具美术学与设
计学、 艺术学与工程学、 艺术应用与科技媒体等学科融会贯通的当代新型艺术学科。

8．美术教育　是以美术创作活动及其相关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法、 教育过程， 以及教育
活动主体能力培养的系统研究为对象的专业学科。 作为艺术传授与社会性文化传播的一种独特
方式， 美术教育既具有一般教育的学科特性， 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教育科目的专门要求； 美术
教育既包含对美术创作能力的直接传授与培养， 也包括对美术能力传授者的能力培训及人
格培养。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 美术教育并非单纯的教育学知识及美术讲授能力的习得。 相
对于一般美术科目更注重美术创作及研究能力的提升培养而言， 美术教育应更注重对艺术
传播者教育人格的深度培养。 因此， 美术教育学科的目标及方法研究更具有特殊的社会文
明价值与人文意义。
四、 培养目标

美术学学科培养学术型与学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在美术学博士层面主要培养学术型高
级专门人才； 在美术学硕士、 学士层面主要培养学术型与学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1．硕士学位
学术型： 要求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 较系统地掌握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知识，

了解本学科的基本历史与现状， 掌握美术创作的技能。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运用本
专业的外文资料， 具备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为更高深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奠定理论与方法
论基础。 可进一步攻读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 也可在一般研究机构或相关部门从事专业性
工作。

学术应用型： 要求具有扎实的创作能力， 了解中外美术杰作， 熟悉本专业的创作理论与技
法， 熟悉本专业的材料性能， 能创作高质量的美术作品， 并具有较高的阐释本专业实践问题的
理论水平。 可在高等专业院校或其他艺术部门从事创作与教学工作， 也可进一步攻读创作研究
方向的博士学位。

2．博士学位
要求系统地掌握中外美术史学与美术理论， 熟悉美术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 了解邻近学科

的广博知识， 善于发现本学科的前沿性问题， 并对之进行深入的原创性研究。 至少掌握一门外
国语， 能熟练使用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具有一定的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可在高等院
校、 创作与研究单位从事教学、 创作和研究工作， 也可在相关部门从事专业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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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关学科

设计学、 音乐与舞蹈学、 戏剧与影视学、 艺术学理论等。
六、 编写成员

仲呈祥、 曹意强、 尹吉男、 王贵胜、 许平、 阮荣春、 张金尧、 张晓凌、 李彤、 周星、 郑曙
旸、 胡光华、 黄惇、 韩晓、 韩晖。

４１４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