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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推介]

艺术史学的当代性认识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综述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南京 210013

摘要：自 2011 年我国学科体系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特定背景下，我国艺术学界针对学科内涵
及共性特征的研究被重视起来，特别是针对不同艺术历史呈现的融汇阐释，以及就跨学科与跨门类艺术史研究推进问题的探
讨，引发越来越多的学术争鸣话题。有鉴于此，由本人主持的 2020 年度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
与方法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概念——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需要进行“跨门类艺术史学”的融合探究，这是打通并覆盖音乐、
舞蹈、戏剧、戏曲、影视、曲艺、美术和设计等多门类艺术的综合艺术史学研究，具有跨门类的贯穿性和互融性特征。因此，艺术
史研究可称之为“艺术共性史”或“一般艺术史”的史学研究。而给予支撑的，则是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促成具
有概括整体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关键，是推进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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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Art History: A Summary of the Major
Project“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ross Category Art History”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Art Foundation in 2020
XIA Yanjing
Nanjing Arts Institute,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s disciplinary system upgraded art science to a discipline category in 2011, under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in Chinas art
academia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specially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fferent art history presentations,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omo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 history research, which has cause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controversy Talk about the topic. In view of this, I presided over the major project“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ross
category art history”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art foundation in 2020, and put forward a clear concept that the
research on art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itself need an integrated research of“cross category art history”, which is to open up and cover
the arts including music, dance, drama, opera, film and television, folk art, art and design. Th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art history of
quasi a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 category penetration and mutu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can be calle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art common history”or“general art history”. What supports it i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art history, which is the key to generalize the whole art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research, and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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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art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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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重大项目“跨门类

建构，明确将门类与跨门类艺术史学进行有机的整合，

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项目批准号：20ZD25），旨

体现了本课题的三大特点：其一，强调不局限于某个门

在探讨贯通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及史学方法论

类的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以明确个别与一般的辩

的揭示与运用。故而，本课题研究始终围绕“艺术史”

证关系，将过往比较强化的门类艺术史学与本课题主

概念阐释、界域范畴厘清，并针对其史学理论与方法论

张的跨门类艺术史学联系起来加以深入研究；其二，6

的探讨，力求对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所牵连的一

位专家在子课题项目的设计上，本着体现跨门类艺术

系列理论问题给予关注和阐释，目的是促进艺术史及

史及艺术史学的融合研究立场，以各自门类领域艺术

艺术史学研究尽可能突破门类艺术史的界域钳制，从

史研究为起点，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跨界融合，鲜明

而依据史学研究具有的哲学思考，做到由个别上升到

地体现出跨门类艺术史学研究的主张；其三，课题在总

一般，再由一般回归到个别，以此来寻求艺术史及艺术

体设计上强化以跨门类艺术史学研究为主体，形成具

史学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从而形成艺术史学研究在哲

有哲学认知上的思考，做到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再由一

学意义上的认识飞跃，即通过揭示其史学研究内在的

般回归到个别，以此来寻求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

连贯性、有机性和系统性，采纳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普遍

整体性原则，即从“观念入手”
“ 从关联入手”
“ 从时代

原则。如是，针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理论的“跨学科”

入手”，形成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逻

意识加以呈现，解决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是对史学研

辑思维认识，将艺术史确立为具有“公共阐释”与“公共

究的方法、立场、视角加以梳理并借鉴；另一方面则是

史学”的价值，进而考察其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

在中西史学理论的观照下，以中西史学比较视野、全球

理性。

性眼光看待艺术史学问题，扎紧扎实本课题的基本
论点[1]。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关键，就是
要明确其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
是针对“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有了
这个定位，即明确将门类与跨门类艺术史学进行有机
整合，以区分出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将过往比较强化的
门类艺术史学与本课题主张的跨门类艺术史学联系起
来研究。在此意义上，便可以揭示出辩证唯物史观中
的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真实存在。而依据这样的
认识论，又可以从理论思维的高度上，阐明跨门类艺术
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内涵、外延与特征，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理论层次结构、贯穿联系的认识论，进而论述其历
史观，尤其是与艺术史观的认识关系，揭示其与一般史
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共性和差异性，吸收其他史学领域
的理论与方法论，从中抽象出艺术史学的“一般概念”，
挖掘艺术史学与整个史学研究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2]。

为此，需要明确五点研究思路：
（1）以门类艺术史
研究为基点，衍生出具有公共史学意义的艺术史观念；
（2）跨门类艺术史融合研究，构成彼此间共同关注的史
学探讨问题；
（3）艺术史的微观与宏观叙事探究，需要
跨门类乃至参证多学科史学为佐证；
（4）多学科、多领
域交叉与融合，推进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
究的新进程；
（5）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门类艺术史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体现中国艺术史学
研究之精粹。

二、课题结构与层次
本课题的基本结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围绕总课题探讨的相关论题，即：
（1）艺术史学观念阐
释与检讨；
（2）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
（3）艺术史学研
究范式与方法论；
（4）艺术史学及艺术史学科建设与发
展。具体设想如下。

（一）艺术史学观念阐释与检讨
论题主要探究艺术史存在事实，即论述艺术史研

因此，系统地探究这一史学理论及方法论问题，仍是艺

究必然由个别的“艺术现象”，或曰具体的“艺术事象”，

术史学界迫在眉睫的学术任务。

上升至一般史学观念，以此来确认这些个别现象或具

课题主要针对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系

体事象在整个艺术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以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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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构成艺术史学研究的视角，考察与判断艺术史存

上就是关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故而，本论题探

在事实的种种可能性，并将艺术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

讨着重围绕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艺术史被列

的学科来看待，视其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元

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所关涉的相关

科学”的研究 。围绕这一总体问题展开的探讨，在学

问题，重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

理思路上主要依据史学逻辑来作判断，这项专题研究

作为学科建构的支撑基础具有的相应作用问题，即充

属于是基础性的，
是全面展开本课题讨论的前提共识。

分认识艺术史学科生成价值和意义；二是艺术史作为

[3]

（二）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
论题重点在于针对艺术史研究路径上的“打通”与
“汇通”问题的思考。诚如，艺术史性质表明，其研究主
旨是关注艺术总体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规律，范围包
括艺术起源、艺术形成、艺术发展过程、艺术发展规律、
艺术前景与基本走向等。故而，艺术史是艺术学科的
重要基础，其研究注重对艺术史与艺术史学共性特征
的探讨，
“整合”出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条件，开展
多层次史学理论研究。总之，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
需要建立在门类艺术史论及史料完备的基础之上，强
调依据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认识论模式、
史学理论模式等，由此建立起相对合理的史学研究的
坐标系，并将其放置在建构体系中进行比较和认知，科
学总结其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可能性[4]。

（三）艺术史学研究范式与方法论
论题主旨在于探索艺术史学的内涵与外延，即注
重从史学理论的多重角度入手，更加深入地探讨艺术
史学的本质内涵及外延特征，以此为契机为艺术史学
研究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因此，可以说研究其理论
范式，揭示其符合某种理论关系模式的集合性特征，正
是对艺术史学内外部构成的共识问题的探讨，关键仍
然是以此整合出的研究指向来确立相适应的方法论。
具体而言，艺术史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确立，需要立足
于学科特定的认知逻辑，并据此作出相应的调适。诸
如，将艺术史学研究范式划分为层级上的宏观、中观与
微观考察范式，将其研究策略拟定为适应研究的各种
细化范式，如类型与叙事，图式与图像，物态与结构，符
号与达意，现象与行为、分界与关联等形式各异的具体
化的研究类型。至于方法论，则在于探讨采用何种方
式方法来考察历史事象和处理历史问题，即以范式解
决史学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以方法论解决史学研究
“怎么办”的问题。

（四）艺术史学及艺术史学科建设与发展
事实上，讨论艺术史与艺术史学问题在某种程度

学科存在其知识谱系与知识运用的现实性问题需要探
讨，即需要兼顾专业课程与学科群课程设置的相互融
合，彼此间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如此，提出从三个方
面来对问题作推进探讨：一方面从学科构成上探讨问
题，另一方面从知识谱系结构上探讨问题，再一方面从
课程设置上探讨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子课题的相关论题：
（1）中国艺术史
学文献通论；
（2）再现与表现——20 世纪西方中国艺
术史知识系统的建构；
（3）戏剧史的跨界域书写视角和
范式探究；
（4）中外舞蹈史与跨门类表达语言研究；
（5）
设计史学与丝路艺术史跨界域研究；
（6）音乐史学与敦
煌学的跨领域研究。
两个层次研究互为补充与支撑，以显示出具有建
构艺术史学公共意识的认识基础，其研究的不断推进
与深化，将拓展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新视域，为艺
术学理论学科探索史学研究的新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
学术经验，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具体而
言，从本质上讲是将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所涉及
的形而上的“跨”，与形而下触及具体门类艺术史研究
相互间的“跨”勾连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明晰艺术史的
理论观念、知识谱系、治史路径与方式方法，这对于建
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将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本课题立论依据同时兼顾参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领
域关涉范式与方法论探讨的研究成果，诸如，不同史学
理论（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之间展开的论辩，从而显现
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多种姿态及所构成的新组合[5]。
这犹如发生化学反应一般，具有能够产生反应效应的
基本元素，如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各项单元内涵贯穿起
来的思想观念复合体，这决定着产生思想演变与呈现
思想史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形成各类不同思想史
研究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融通联系 [6]。据此，艺术史
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亦同此理，需要在跨门类艺术史
学打通的基础之上，形成具有形而上认识论所建构起
来的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认知视角，这也是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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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的事实路径。

三、子课题研究综述
（一）子课题一：
中国艺术史文献学通论
子课题“中国艺术史文献学通论”
（四川美术学院

2021 年 4 月

国传统艺术被纳入到普世化的学科系统当中的层面探
讨，对于人们建构当下的文化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

（三）子课题三：戏剧史的跨界域书写视角和范式
探究
子课题“戏剧史的跨界域书写视角和范式探究”

倪志云教授主持）设计目标围绕跨门类艺术史及艺术

（中央戏剧学院陈敏教授主持），首先是在总课题“跨门

史学研究，侧重在艺术史文献研究方面。从传统艺术

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引领下，着重于探究总

和古典文论的资源中探寻，以艺文综合的路径，探索具

课题研究体系中一个门类艺术即戏剧艺术史跨门类书

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真正从学术探究

写的理论与方法。拟解决戏剧史书写中该采用怎样的

的视角给予阐释近百年来的现代学术史中的艺术史研

跨门类之间交叉与融合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探研

究，由于总是偏重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研究，艺术史文

具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戏剧演剧史跨

献研究往往成为艺术史研究的短板。本课题的设计希

门类的书写视角和范式，藉此，以点带面，为跨门类艺

望努力弥补这个“短板”。首先所需做的工作是，对于

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提供有益的鉴戒。子课题主

近百年来艺术史研究中在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成

要研究狭义戏剧，就是西方传入中国的艺术门类，主要

绩和不足作出概览和评议，尤其是在古籍文献整理研

以中国现当代的话剧史作为研究内容。在这个基础上

究方法上普遍存在的“专业性”的不足所出现的学术性

确立的研究重点是“跨门类”戏剧演剧史的书写视角和

短板问题进行探讨，为今后的艺术史文献研究指出可

范式，研究工作包含两个重点部分，第一，从审美的视

开掘的工作面和研究方法[7]。在方法论方面主要是强

角探究戏剧艺术“个性”，厘清戏剧与其他门类艺术之

调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应该在艺术史文献整理研究

间可跨越的边界，即“阈值”。第二，在寻求探究戏剧与

中的严谨运用。

其他门类艺术的“共性”的史学认识基础上，探究戏剧

（二）子课题二：再现与表现：20 世纪西方中国艺术
史知识系统的建构
子课题“再现与表现：20 世纪西方中国艺术史知
识系统的建构”
（中国美术学院张坚教授主持）设想的

史书写中该采用怎样的跨门类之间交叉与融合的史学
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部分是课题研究的重点。

（四）增补项目：跨学科电影史方法研究/中国戏曲
史跨学科研究路径梳理与探究

目标是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建构。20 世纪以来，在西

其中，跨学科电影史方法研究（北京电影学院赵斌

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把本土的知识纳入到普世化的学

副研究员负责）是以电影为中心开展的艺术史哲学研

科系统当中，过往艺术史写作当中，大家用到的术语往

究，用以探索电影史可为一般艺术史提供何种方法论

往是西方研究西方传统艺术的一些术语，在中国的使

和历史思想，探索跨学科的电影史能够获得何种历史

用中牵扯到非常复杂的知识语境转换。
“再现与表现”

认知意义，即电影史研究中新兴的跨学科知识为研究

的话题，属于这个系统里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整个课题

对象，着重考察那些“超越传统单一电影学科的知识”

设计从个案的研究进入这样的语境，这些个案相互之

及其生产过程，对其跨学科的问题域、跨学科的史论概

间就具有跨领域、跨门类的特点。另一个层面是艺术

念、跨学科历史书写的叙事方式进行系统研究。在此

创作中涉及到的艺术观念的矛盾，如抽象表现主义艺

基础上，
尝试确立多种可供实践的电影史书写方法。

术家通过吸纳中国艺术的观念来激发他们的创作拓

以及，从戏曲史角度出发，扩散至各学科领域的跨

展。因此课题的整体设计思路，考虑到层层断面，希望

越视角，在学科发展学科不断交叉融合的背景下，戏曲

通过这些断面的研究来建构知识系统转换的语境，能

史的跨门类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还有可行性。目前

够深入全球化条件下的艺术史、艺术创作的复杂问

在戏班组织管理、地方戏的空间传播、戏曲观众的消费

题。同时，围绕着“再现和表现”这样一个话题，希望能

文化与消费行为、城市戏园茶楼和乡村古戏台的田野

够复原，或在一定程度上探测 20 世纪早期中国艺术在

考古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下一阶段将围绕目

欧美接纳的自身语境和西方学者如何建构自身关于中

前的跨门类成果如何有机融入中国戏曲史研究，跨门

国艺术史的知识体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研究中

类理论和方法如何丰富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范式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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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等问题进行认真思考、论证。

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引领下，着重于探究总

中国戏曲史跨学科研究路径梳理与探究由南京艺术学

课题研究体系内跨地域跨时间的典型案例研究，即关

院钱志中教授负责。

于早期丝路艺术史跨界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实现设

（五）子课题四：
中外舞蹈史与跨门类表达语言研究
子课题“中外舞蹈史与跨门类表达语言研究”
（上
海戏剧学院张素琴教授主持）研究的重点围绕三个部
分：
（1）针对古代舞蹈史的跨门类语言研究；
（2）跨学科
视域下的艺术语境交互研究；
（3）图像学与“图像转向”
视野下的舞蹈符号学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古代舞蹈史
的形态分析较多，而对于舞蹈记录和呈现方式的整体
关注较为匮乏，古籍文献、图像舞谱等舞蹈史料未被深
入考察。子课题基于多重证据法，将以语言的广义性
为起点，重点关注古代舞蹈史忽略的“诗乐舞”
“ 史乐
舞”
“礼乐舞”之综合特质，探讨从文字语言、音乐语言
到舞蹈语言的整体分析和历史阐释，论证舞蹈研究之
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深入分析古代乐舞文化综合形
态及内在联系。兼论古代舞谱的文字语言符号与舞蹈

计史与绘画史两大门类的跨越，解决丝路绘画与设计
两大门类的材料不成体系的问题，找到并实现丝绸之
路研究的突破点；打通设计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域，
形成广阔的早期丝绸之路学术视野史，才能实现构建
真正完整的早期丝绸之路研究体系。运用跨越音乐、
舞蹈、设计、美术等领域的方法，探索有关早期丝路艺
术史的全新研究视域，意在探研具有学术价值、应用价
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丝绸之路艺术囊括了古希
腊、古罗马、古印度、古中亚、古中国、东北亚等复杂的
地域艺术，在公元前 4 世纪的罗马庞贝遗址室内绘画
中，就能发现大量壁画内绘制的乐器、舞蹈场景。目前
出土或流传的研究资料中最为详实的是设计艺术材
料，亦即“丝绸之路艺术工艺美术”材料。在这些组成
丝绸之路设计史的工艺美术材料中，有大量与音乐、舞

身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音乐学、戏剧学、口

蹈、绘画有关的材料，而这些跨门类与媒介的艺术迫切

述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舞蹈史中诸种史实明确、

需要建立彼此的相关性研究。

影响重大而又缺乏系统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舞蹈

（七）子课题六：
音乐史学与敦煌学的跨领域研究

史学研究中，图像学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往往

子课题“音乐史学与敦煌学的跨领域研究”
（南京

把图像作为一种舞姿动态进行形态分析或是历史再创

艺术学院刘文荣副教授主持），将音乐史的研究置于考

的依据，对图像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图像形成的历

古学、图像学视域进行考察，特别是音乐史料极为丰富

史语境等整体分析不足，这一艺术史研究中重要的“第

的敦煌石窟中进行审视，弥补传统史料之不足与史料

四重证据”长期以来甚至被作为“第一重证据”运用在

书写局限，并将音乐史研究的视角放至中外音乐文化

舞蹈史材料中。以往的研究夸大或者割裂了这一材料

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总体把握，综合运用文字学、文

的价值，对其中蕴含的多重内涵、艺术的自律性等方面

献学、校勘学、宗教学、图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多领

没有进行舞蹈学、图像学甚至宗教学等三重或多重考

域的研究模式，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提升总

虑，这些舞蹈图像究竟是图像的自律还是舞蹈的自

结。坚持历史文献学的考证与分析方法，以可靠的文

律？以图证史和以图证舞，究竟有何历史偏差？这一

献史料作为研究的支撑、前提和基础，坚持传统文献史

认知会带来何种艺术史之谬？尤其是近年来图像学理

料、音乐考古实物与音乐图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图

论的发展如 W.J.T.米歇尔（W. J. Thomas Mitchell）的图

史结合、图文结合，并在敦煌石窟壁画音乐史料考证的

像转向和视觉文化理论之诸多观点的产生，使图像不
仅超越材料的范畴，甚至超越历史进行艺术史的符号
书写，进而探索艺术的形式自洽和本体发展问题。子
课题所要跨向的图像学之理论和方法研究正是对这些
问题甚至是研究前沿的趋近和回应。

（六）子课题五：设计史与早期丝路艺术史跨界域
研究
子课题“设计史与早期丝路艺术史跨界域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程雅娟副教授主持），是在总课题“跨门

基础上，对中国音乐史学书写的传统基础与音乐史学
的构建进行反思，对音乐史学书写的传统基础与音乐
史学本体叙事进行补充，同时对音乐史学方法论进行
实证研究。在全面掌握敦煌石窟音乐内容分布的基础
上，力求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将传世文献与敦煌壁画及
西域、中原石窟音乐考古、音乐图像结合起来，通过比
较研究阐述、丰富与弥补传统文献音乐史书写内容表
达的不足；二是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置于魏晋南北朝
以来中西音乐文化融合、交流的丝绸之路石窟遗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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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并将突出的音乐史料置于丝绸之路中西文化西

某领域）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如今古史研究者需要以

渐东传过程中在音乐图像与考古史料方面的彰显与更

“探古”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提出阅

替上，力求发挥图像的直观证史作用；三是把音乐史料

读文献的方法要点等。又如文化学研究方法，本课题

进行科学分类，并置于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历史背

中的多项子课题采用这一方法探讨如何将文化背景分

景中进行比较研究、理论辨析与跨文化研究。

析与文化史和艺术史学形成互证，揭示其文化产生与

四、研究方法
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需要借助哲学

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再如比较研究法，本课题的
题域范围均可列为是跨界域研究，其论题均需要通过
比较研究法而获得相应的结论，横向与纵向比较兼顾。

史等一系列跨学科史学研究的视角，将研究视域提升

自然，可借鉴的研究方法还有许多，如综合法，可

至整体的形而上的认知层面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得到

分为综述和述评，这是在本课题中针对研究综述使用

与以往门类艺术史学研究不甚相同的认知，明晰跨门

的必备方法，构成概括科学，评价公正的效果。还有各

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建构的必要性以及史学发展的

类移植方法，如借鉴历史考古研究方法，求证课题对历

内外在逻辑脉络。具体研究过程中，将以人文学科和

史论述内容的真实性。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

交叉学科的综合考量来设定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及技

科学，可以借鉴应用。如逻辑学方法，是关于思维规律

术路线。

的方法论，逻辑学的本质是寻找事物的相对关系，即用

首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已知的材料推断未知的事实，寻找事物变化和发展的

观点和方法推行本课题问题的探讨，这是本课题确立

线索。在研究中将避免过于强化学科分化的倾向，而

的方法论主旨。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以发展规律的眼

强调只有通过无所不用的互补参照，才能发现原本认

光来求证客观世界“怎么样”的问题，这符合本课题跨

识的矛盾，从而进一步接近于了解艺术史学原本产生

界域认识历史的最一般规律的需要。其方法的核心意

的时代和原貌。

图贴近本课题的论述要求。就辩证唯物史观而言，这

如上所述，不仅仅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相应的

是关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方法。本课

研究手段，这也是本课题研究推进的关键。诸如资料

题采用辩证唯物史观方法论，更加注重历史演进过程

搜集，这既是本课题研究工作开展的基础，也是本课题

中人的作用，进而实现认识历史的基础在于描绘出人

推进研究的关键。其中，涉及的资料种类，有理论性、

类发展的真实过程。就辩证唯物史观方法论而言，在

学术性、材料性的资料；手段有直接查、间接查、广泛而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是有机统一的哲学理论基础。唯

全面地查；类型有史学的档案材料，以至专门史的统计

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始终是人们判断现实问题的

资料，艺术史的典籍与作品材料，社会史的田野调查和

准绳。故而，本课题针对多领域、多方面的史学问题的

书信等。而搜索资料的手段方法，则具体可利用中国

阐述，均离不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

期刊网查找法、参考文献查找法、全国报刊资料索引、

场、观点和方法去推进研究工作的进展。比如，在考古

人大复印资料索引，以及国外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等。

艺术史学研究中，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遗迹或遗

对于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新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及

物，重点剖析其人文内涵，揭示其精神意义，既要研究

时跟进，
力求研究水准先进和全面。

“形而下”，还要注重“形而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针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探究，
可以产生更加客观和有科学依据的论述学理。

五、研究意义与价值
简言归纳，本课题的重难点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

其次，采用人文学科普遍使用的综合方法来为课

个问题是对跨学科艺术史学理论问题的明晰；第二个

题研究服务，这也符合本课题倡导的跨界域研究的主

问题是对跨学科（或曰跨界域）史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

旨。诸如古史研究史料论证方法，不仅要避免掉进始

的阐释。

终如一的以今释古的陷阱；也不可完全依从某种既定

明晰跨学科艺术史学理论问题，主要是确立对“艺

的理论范式（尤其是引入的西学范式）为出发点，以所

术史学”概念的认知。那么，何谓“艺术史学”呢？这应

谓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史述事实的考察。特

该是一个具有对艺术史学“公共性”的认知。其基本判

别是艺术学界过往比较认可从单一学科（即门类艺术

断应是能够贯穿于各门类艺术史学的研究领域，并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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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具有一定形而上的认识史观，揭示出艺术史学“公

构有中国特色艺术史学理论的话语范式。本课题研究

共性”研究领域具有的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阐释问题

力求突出这一点，这既是本课题话语体系的突破，也是

的价值与作用。过往的史学研究主要是有赖于史料的

创新或推进之所在。

记载，这是有限度的。史学研究只有把握了全局才能

另一方面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在于，针对“跨门类

阐释部分。这在史学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公共性”史

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这是课题的核心所在。所

学领域的相关史实和理论，将治史能力与哲学思考相

谓“跨学科”就宏观层面解释，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发展

[8]

联系 。

趋势，跨学科研究无论是作为比较研究，抑或是互证研

所谓“跨界”研究，就艺术史学而言，过往门类艺术

究，都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分支，它始终具有搭建不

之间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应该被打破，但学科方法论

同学科与认知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因而，跨学科研

的规则无须“破”，也不能随意“破”，即所谓“隔行不隔

究的目标，从微观角度解释，不仅包括不同门类学科，

理”。在跨学科研究中，尤其要强调方法论的严谨性、

也涉及相同门类学科间各个分支领域的交互研究，所

对结果解释的局限性、对概念和术语外延的限制性等

有这些都需要从“跨”字上实现学科的综合性探究。这

原则。如若违反这些学术基本原则，所得结果会引起

一点从国内外关于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动态与趋势分析

误判，自然不当的推论又会引起错误的导向。有鉴于

来看，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且放在提升其研究

此，第二个问题关涉艺术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由之形

的效应上[9]。自然，关于跨学科的范围，广义地讲可以

成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可谓种类繁多，需要作为本课

是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门类之间的交叉；也可

题的重点攻关论题来推进。以上两点拟解决的关键性
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转化出来就可说是本课题的创
新或推进之处。

六、结语
本课题的突破、创新与推进，主要体现在围绕“跨
学科与跨门类”
“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史学”
“中
国立场”和“中国话语”而展开的相关论题研究。课题
关涉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针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
学大量引进，直至 21 世纪初叶，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理
论与方法讨论中言必称西方而引发的问题思考。其

以是具体门类内部各个不同分支领域的交叉。本课题
是艺术史学发展的新思考，尤其是作为学科涉及的新
问题，其在学术方面做好综合与引导艺术史学理论紧
随时代发展而构建，这其中更多的是关涉艺术史具体
门类内部各个不同分支领域的交叉。故而，在坚守好
艺术史学学理脉络的同时，解决好学科发展中的门类
交叉与融合问题的思考，以至纠偏学科领域内的认识
问题，特别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对艺术史
学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这对艺术史学研究的推
进有着积极作用。

中，至关重要的认识论是，如何在当代西方艺术史学研

最后，希望 2020 年度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重大项

究大潮及发展趋势中，立足中国史学立场，构建起符合

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能够收获申请书

中国学派的艺术史学研究基础的话题渐成焦点。由此

中提出的主旨，
圆满完成这项科研工作。

提出，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起，艺术史学界开始
反思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引入后的传播与借鉴问题，并
试图挣脱唯西方艺术史学理论话语的桎梏，建构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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