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1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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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顾通过各门艺术之间的关联, 揭示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特征, 构建涵盖各门类艺术普遍规律和

一般原理艺术学理论体系。因此, 一方面, 艺术学理论作为涉及各门类艺术的基础学科, 与音

乐、舞蹈、美术、电影、戏剧戏曲以及广播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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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经验分不开; 另一方面, 它根植于哲学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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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包括艺

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和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学科方向。

在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艺术现象越来越纷纭多变, 艺

术文化越来越丰富, 人们对艺术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 社会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研究、

管理、教育和创作等方面的人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因此, 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当中, 从

总体上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并熟悉各门艺术、懂得各门艺

术之间关系、了解艺术的本质属性和共通规律的人才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近年来, 在国

家的高度重视下, 文化建设被提升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地位, 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

化艺术事业和产业、国民艺术文化素质提升、文化艺术管理、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等领域, 都急需从总体上谙熟艺术基本理论和共同规律的、具有综合素养的专门人才。

当前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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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育开展与发展, 应以确立中国艺术教育思想、中

国艺术教育模式和培养杰出艺术学理论人才为宗旨。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生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较高的人文和艺术素

养、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缜密的理论思维, 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和表达沟通能力, 从事专

业教育者还应具有较强的艺术教育能力。因此, 博士生应具有多层面、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1. 基础知识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修养, 如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

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 并能有效地借助这种修养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学

习与研究。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关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提高科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

拓展学科视野和学术视野, 并能自觉思考或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艺术学理论之间

的关联, 能够将基础知识转化为个人的精神修养和学术内蕴, 树立自己高境界的人生价值理

想, 同时为专业知识的深度掌握提供基石。

2. 专门知识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从历史、原理、方法、现状与前沿研究等方面系统深入地学习和掌握

艺术学的知识。要深入了解古今中外艺术知识、中外艺术思想与艺术学说, 了解中外艺术发展

的历史脉络, 掌握各种艺术思潮的特点; 能深入理解艺术学的基本原理, 熟悉其他如艺术心理

学、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科等基本的理论形态; 能够自由运用艺术学的基本研究

方法; 熟悉中外主要的艺术理论论著、中外经典艺术作品; 能够及时深入地把握艺术学的前沿

问题和现实问题。要结合所学课程, 大量阅读艺术学理论著作, 大量欣赏古今中外的艺术作

品, 并能运用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方法分析阐释艺术现象, 引导艺术创作、接受、传播、批评和教

育实践。

3. 创作知识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实践知识和能力, 需要认识 2 至 3 门艺术的创作

规律与方法。有条件的博士生要能掌握一定的艺术创作基本技巧, 积累一定的创作经验, 为认

识艺术规律和创造艺术学理论提供厚实的体验参照资源。

4. 工具性知识

( 1) 具备良好的古代汉语基础, 便于查阅古代艺术资料、阅读古代相关文献。

( 2 ) 具有熟练运用至少一门外语的能力。能熟练阅读专业外文资料, 具有一定的翻译写

作能力和基本听说交际能力, 以适应在本学科研究中查阅国外文献和进行对外交流的需要。

( 3 ) 具有专业文献功底, 即有文献学、文献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研究的知识与能力, 例如

熟悉图书馆文献系统, 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互联网工具获取研究信息、查阅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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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能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编辑、图文文件、视听文件的编辑, 能使用多媒体进行成果的

宣讲与展示。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有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理想, 富有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热爱艺术、勤于思考、勇于探索, 对艺术学理论研究怀有

浓厚的兴趣。本学科博士生应能够自觉钻研艺术现象中包含的艺术规律, 具备良好的学术潜

力和强烈的创新意识; 能持久地从事艺术理论研究; 具有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合理的

知识结构, 有较广博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较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学术底蕴以及扎实牢固的专业

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对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学、文化学、宗教学及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知识均有一定知识积累; 熟悉并掌握艺术学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 了解艺术学理

论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发展方向、国际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发展前景。

2. 学术道德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学术

作风, 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维护学术诚信, 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不良作

风, 严禁以任何方式漠视、淡化、曲解、篡改乃至剽窃他人成果, 杜绝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

剽窃和粗制滥造等行为。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获取知识能力, 能利用各类学术通道掌握学科学术研究

前沿动态。艺术学理论学科是对各种艺术共性规律的理论研究, 因此本学科博士生不仅需要

熟悉各种艺术现象, 熟悉各种艺术学理论思想, 熟悉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重要成果、重

大活动和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 还必须具备总结与归纳艺术现象、艺术理论的能力; 要能够探

究理论知识的源流, 判断理论的价值, 清楚理论研究的方法, 了解学术研究的动态, 能在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推导, 从而指导自己的学习和论文写作, 不断提高

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

2. 学术鉴别能力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要能从历史评价和科

学发展的角度, 深入观察和思考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有关现象和问题, 对所研究的课题、研

究过程及已有研究谱系和研究成果能够进行准确、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 能准确判断研究课

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 判断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创新之处; 能清晰地了解研

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 并对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有效性及创新性进行准确

1931301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分析、预估和判断; 能以历史和发展的学术眼光, 对已有成果在本学科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及其

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进行甄别、分析和判断。

3. 科学研究能力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优秀的科学研究能力, 包括提出具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能力、独

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揭示出有价值的艺术思想或学说的能力等。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对艺

术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和重大成果有较全面和充分的整体认识, 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亟待

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思考, 对艺术活动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

分析和思考, 从而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提出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能够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 综合运用艺术学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从课题研究的需要出发, 灵活借鉴和运用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 特别是了解和掌握艺术学理

论研究领域的最新观点、理论和方法, 探讨和分析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 得出在观点或

方法上富有启发意义和创见性的学术成果。

本学科博士生还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工作实践能力, 有助于在本领域组织相关

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4. 学术创新能力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 应掌握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

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 了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 善于在继承理

论传统和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学习和掌握新的理论与方法。在课题研究中注重应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 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素养和能力的培育与提高。应富有开拓创

新的学术思维与科研能力, 勇于提出创新性研究课题, 能够在科研实践中灵活运用创新的知识

和方法以解决问题, 并能取得一定的创新性成果, 填补所研究领域的某些学术空白或解决艺术

创作、艺术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重要理论问题。

5. 学术交流能力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交流能力。应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学术写作

能力, 掌握口语、书面和演示交流的技能, 具有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

成果的专业能力。在论文选题报告、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过程中以及其他学术交流中能进行

条理清楚、内容规范和高水平的报告和写作, 能对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解

释进行设计、陈述和答辩, 并具备谦虚礼貌、清晰准确地回答同行学者质疑的能力, 能正确评价

和借鉴他人的观点和方法, 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熟练地阅读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外文资料, 具有一定的外语写

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6. 其他能力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还应当善于培养和提升自己的艺术感受力。艺术

感受力是本学科博士生从艺术现象中获取信息的能力, 不善于感受艺术的人, 就无法从艺术现

象中获取准确而又丰富的信息, 也就无法保障自己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因此, 本学科博士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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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各种途径锻炼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理解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 1 ) 本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需要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出发, 选择对于艺术基本理

论有提升价值、对艺术创作和其他艺术实践有所促进的题目进行研究。本学科博士学位论文

选题要从理论的高度对艺术现象、对艺术学领域的重要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和学术反思; 积极介

入艺术的当下状态, 关注艺术现状、开展艺术批评; 密切关注艺术实践, 把握艺术发展的思潮,

回答理论及实践难题。

选题要体现理论性、创新性、应用性、可行性。要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具有一定深

度的理论剖析难度,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要站在学术的前沿, 勇于探索新领域和未知领域, 结合

传统和现代学术方法, 对诸问题展开多层次、全方面的研究; 要处理好基础性和应用性之间的

关系, 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学科基础拓展、专业实践、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

会进步有较重要的意义; 要进行充分地准备和深入地论证, 保证选题有充足的可行性。

( 2) 文献综述要注意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代表性、准确性、有效性。要全面、客观、准

确、系统地梳理与评析艺术学理论研究史上与选题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 要选择、引用、分析与

论题相关的具有可靠性、科学性、代表性的文献资料、数据、图片等。引用文献要忠实文献内

容。由于文献综述含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分析, 因此在撰写时应分清作者的观点和文献的内容,

不能篡改文献的内容。要对研究文献进行分类综述和评价。分类标准可根据论文需求而定,

但必须对理论成果进行综述。要对研究文献进行分析, 总结出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及对学术和社会实践的意义, 指出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及可开掘的研究空间, 从而在综述

基础上开展学位论文的研究, 明确该课题的研究目的与学术价值。

2. 规范性要求

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论文要系统完整地研究某一艺术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为保证论文质

量, 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学位论文需要遵守国家和授予权单位规定的学位论文基本格

式。同时, 本一级学科博士学位论文还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 1) 选题要具有学科的前沿性, 选题的体量应适合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 并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选题可以是对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现象、艺术思潮的研究,

也可以是对某种艺术理论的阐释与延伸。要全面、清晰地了解与论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 并

对成果的特点、优势与不足有正确的认识, 以此来确定论文的选题、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

方法。

( 2) 摘要应突出作者的论点, 尤其是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和新见解。中文摘要为 1 000 字

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要符合英语语法, 语句通顺, 文字流畅。关键词要能表

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 一般为 3 至 8 个。

( 3) 主体部分( 不包括参考文献) 字数一般不少于 8 万字(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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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文引言( 或绪论) 须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理

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等。引言应言简意赅, 不要与摘要雷同。

( 5) 正文要求立论合理、观点清晰、逻辑清楚、层次分明、文字流畅。论文所用的核心概

念、艺术理论要明确, 原则上只能使用来自学科内公认的学术论著对概念的阐释, 不能把普通

字典、词典的解释作为学术研究的论据。论文论证要充分有力, 前后一致, 所使用的论据资料

要可靠有效。

( 6) 结论应精炼、完整、准确, 着重介绍作者本人研究的创造性成果、新的见解和发现, 以

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意义。还可以在结论中提出建议、未来研究设想、尚

待解决的问题等。

( 7) 参考文献应是作者亲自阅读或考察过的对学位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除特殊情况,

一般不应间接使用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性, 要注意引用最新的文献, 排除不适当的

水平不高的文献。不得为拼凑参考文献条目, 把未参考过的文献罗列于后。

( 8) 引文和注释要符合规定的写作要求, 引证全面, 不断章取义和歪曲引用。艺术学论文

应高度重视图像、音像文献的运用, 以支撑论文的证据。图像、音像文献同样要注明出处来源,

并须鉴定真伪, 防止因采取不同图像、音像资料而导致结论错误。

( 9) 文中若有与导师或他人共同研究的成果, 必须明确指出。如果引用他人的结论, 必须

明确注明出处, 并与参考文献一致, 严禁抄袭剽窃。引用文献标注方式应全文统一。

( 10) 附录部分是对正文主体必要的补充项目, 但不是论文的必备部分。下列内容可以作

为附录: 为了整篇材料的完整, 但插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之条理性和逻辑性的材料; 由于篇幅

过大, 或取材于复制件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 但对一般读者不必

阅读的材料。

3. 成果创新性要求

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应体现对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学术前沿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和接受能

力, 能够在本专业领域展开创新性思考、开拓创新性研究领域, 提出创新性研究方法, 并取得创

新性成果。具体的创新模式有: ( 1 ) 对尚未被理论研究所关注的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艺术理

论等的研究; ( 2) 提出新的理论; ( 3) 对艺术学某种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完善、发展乃至突破, 提

出新的观点; ( 4) 采用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对某一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包括新方法的

创立、原有方法的组合( 集成) 、新研究角度的运用。

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 基础知识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有较好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修养, 如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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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 并能初步借助这种修养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应关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提

高科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 并学会思考或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艺术学理论之

间的关联; 能够将基础知识转化为个人的精神修养和学术内蕴, 树立自己高境界的人生价值理

想, 同时为专业知识的深度掌握提供基石。

2. 专门知识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结合所学课程, 阅读一定数量的艺术学理论著作, 阅读、欣赏大量的

古今中外艺术作品, 了解中外艺术史的基本现象、主要艺术思潮, 熟悉艺术发展各个环节的基

本规律, 了解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了解艺术学的前沿问题, 并能用经典的艺术学理论分析

阐释艺术现象、艺术家及艺术作品, 能结合理论知识关注分析当下的艺术实践。

3. 创作知识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实践知识, 熟悉 1 至 2 门艺术的创作规律与方法,

有条件的硕士生能够掌握一门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 积累一定的创作经验, 为认识艺术规律提

供相应的感性参照。

4. 工具性知识

( 1) 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查阅资料、阅读文献, 从事学术交流。

( 2) 具备较好的中国古代汉语基础, 便于查阅古代艺术资料、阅读古代相关文献。

( 3) 熟悉图书馆文献系统, 熟练运用计算机与互联网工具获取研究信息。

( 4 ) 能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编辑、图文文件、视听文件的编辑, 能使用多媒体进行成果的

展示。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坚持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掌握科

学的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 勤于学习、独立思考。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关心各类艺术现象, 有

较强的理论研究兴趣、学术悟性和语言表达能力, 善于将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结合起来思考问

题, 具备较好的学术潜力和较强的创新意识; 具有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知识结构, 有

较宽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学术底蕴以及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对艺术基本原理、艺术发展与流派、艺术美学、艺术创作与批评及具体艺术门类等艺术理论知

识有较好了解, 掌握艺术学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2. 学术道德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维护学术诚信, 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

损人利己的不良作风, 严禁以任何方式漠视、淡化、曲解、篡改乃至剽窃他人成果。杜绝弄虚作

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和粗制滥造等行为。遵纪守法, 不违背国家各项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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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的能力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具备较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 了解艺术学理论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

展历史、发展方向; 熟悉艺术学理论及相关研究的经典著作、重要成果, 能够从课堂、书本、媒

体、期刊、报告、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等一切可能的途径, 快速有效地收集信息, 不断地获取新

的知识, 从而指导自己的学习和论文工作, 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

2. 科学研究能力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具备较好的科学研究能力, 具体包括: 初步评价和利用已有研究成果

的能力; 充分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 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一定的

了解和思考的能力, 以及对艺术活动中的重要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的能力; 在对艺术现

象的了解观察和对艺术理论的学习分析中发现问题、积极思考问题, 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能

力; 在科学研究中, 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确定合适的研究思路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并使研究

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能力; 一定的准确判断研究课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能力。

3. 实践能力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要善于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艺术策划与

管理实践相结合; 能发现艺术活动中的问题, 并能运用相关艺术学理论尝试解决问题。在开展

研究的过程中,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应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包括沟通交流、组织协调和学

术交往的能力, 在所处科研团队或科研组织中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 以及协调、利用

好各方面关系及资源的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艺术学硕士生应具备较好的学术交流能力。应善于通过各类学术交流平台发现问题、获

取资料、获得思路、掌握学术前沿动态, 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 应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学

术写作能力, 在论文选题报告、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过程中能进行条理清楚、内容规范的报告

和写作; 应能对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进行设计、陈述和答辩, 并能对

他人的工作进行评价和借鉴。

5. 其他能力

艺术学理论硕士生还应具备运用自己的艺术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

胜任普通高等学校、其他文化事业单位的教学、管理、艺术实践工作。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 由硕士生独立完成。它是一篇系统、完整地研究某一领域

或某一专题的学术论文。为保证论文质量, 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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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需要遵守国家和授予权单位规定的学位论文基本格式。同时, 本一级学科硕士学位论文

还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 1) 选题口径要小, 要有学术价值。选题可以是对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现象、艺术思潮

的研究, 也可以是对某种艺术理论的阐释与延伸。要全面清晰地了解与论题相关的已有研究

成果, 并对成果的特点、优势与不足有正确的认识。以此确定论文的选题、论文的研究思路和

研究方法。

( 2) 论文摘要应突出作者的论点, 尤其是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和新见解。中文摘要为 500

字左右, 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要符合英语语法, 语句通顺, 文字流畅。关键词要能表

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 一般为 3 至 5 个。

( 3) 学位论文主体部分( 不包括参考文献) 的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中文) 。

( 4) 正文引言( 或绪论) 须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

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等。引言应言简意赅, 不要与摘要

雷同。

( 5) 正文要求理论正确, 观点清晰、逻辑清楚、层次分明、文字流畅。论文所用的核心概

念、艺术理论要明确, 原则上只能使用来自学科内公认的学术论著对概念的阐释, 不能把普通

字典、词典的解释作为学术研究的论据。论文论证要充分有力, 前后一致, 所使用的论据资料

要可靠有效。

( 6) 结论应精炼、完整、准确, 着重介绍作者本人研究的创造性成果、新的见解和发现, 以

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意义。还可以在结论中提出建议、未来研究设想、尚

待解决的问题等。

( 7) 参考文献应是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对学位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除特殊情况, 一般不

应间接使用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性, 并关注、引用最新的文献, 排除不适当的水平

不高的文献。不得为拼凑参考文献条目, 把未参考过的文献罗列于后。

( 8) 引文和注释要符合规定的写作要求, 引证全面, 不断章取义和歪曲引用。艺术学论文

应高度重视图像和音像文献的运用, 以支撑论文的证据。图像、音像文献同样需注明出处来

源, 并须鉴别真伪, 防止因失察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 9) 文中若有与导师或他人共同研究的成果, 必须明确指出; 如果引用他人的结论和研究

成果, 必须明确注明出处, 并与参考文献一致, 严禁抄袭剽窃。引用文献标注方式应全文统一。

2. 质量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保证学术质量, 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在理

论价值方面, 应做到选题合理、材料可靠、举证恰当、论证严密、表达清晰、观点正确, 富有一定

的创新性; 在实践价值方面, 应注重艺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实践活动, 并对艺术发展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论文应具有原创性, 切忌抄袭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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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编写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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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郭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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