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艺术研究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学科、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130100 艺术学理论 计划
招生
91人艺术学

01 艺术理论

1 艺术意识形态分析 韩子勇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1艺术意识形态分析

2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与批评 王列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2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与批评

3 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 刘梦溪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3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

4 艺术理论与艺术思想史 李心峰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4艺术理论

5 艺术文化学与艺术思潮 李世涛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4艺术理论

6 艺术美学 李修建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4艺术理论

02 艺术遗产

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田青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8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苑利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9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 郑长铃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03 艺术管理

10 艺术管理学 高福安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6艺术管理学

  

11 艺术经济学 周泓洋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7艺术经济学

04 艺术跨学科研究

12 艺术人类学 方李莉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8艺术人类学

13 《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 孙伟科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09《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

14 国学教育与传播研究 摩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0国学教育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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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0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学

01 音乐史

1 中国古代音乐史及宗教音乐 田青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2 中国古代音乐史 李宏锋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3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李岩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02 音乐理论

4 民族音乐学 张振涛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5 中国音乐文化遗产 项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6 民族音乐形态学 李玫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7 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研究 吴玉霞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1音乐史论

复试考核器乐演奏

舞蹈学

03 舞蹈史

1 中国现当代舞蹈史 江东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2舞蹈史论

2 中国舞蹈史 茅慧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2舞蹈史论

3 中国古代乐舞史 王宁宁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2舞蹈史论

04 舞蹈理论

4 舞蹈身体语言学 刘青弋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2舞蹈史论

5 跨文化舞蹈交流与传播 欧建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2舞蹈史论

第 2 页，共 6 页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戏剧戏曲学

01 戏曲史

1 中国戏曲史与剧种表演史 王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3戏曲史论

2 中国戏曲史 刘祯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3戏曲史论

3 戏曲文学创作史 谢拥军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3戏曲史论

02 戏曲理论

4 戏曲文学理论 秦华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3戏曲史论

5 东方戏剧比较研究 毛小雨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3戏曲史论

03 戏剧历史与理论 6 话剧历史与理论 宋宝珍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4话剧史论

04 曲艺历史与理论 7 曲艺历史与理论 吴文科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5曲艺史论

电影学

05 电影史

1 中国电影史 丁亚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6电影艺术史论

2 中国电影史 高小健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6电影艺术史论

3 华语电影研究 赵卫防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6电影艺术史论

4 外国电影研究 秦喜清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6电影艺术史论

06 电影理论

5 电影社会学 孙承健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6电影艺术史论

 

6 电影表演、导演艺术理论 李锦云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7电影艺术史论

与河北传媒学院联
合培养

广播电视艺术学

07
广播电视艺术历史与

理论

1 电视艺术理论与文化批评 贾磊磊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8电视艺术史论

2 中国电视剧历史与批评 仲呈祥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8电视艺术史论

3 外国电视艺术理论与批评 潘源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8电视艺术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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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00 美术学 

美术学

01
美术历史
与理论

美术史

1 中国古代美术史 牛克诚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2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华天雪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3 西方美术史 王端廷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4 美术史史学理论与画史 杭春晓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美术理论

5 美术理论 邓福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6 美术理论及民间美术研究 吕品田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7 中国现代美术思潮 郑工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8 书法与文字学 陆明君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19美术史论

 

02
书法与篆

刻

书法

9 中国书法创作研究 李一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0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书法创作工具

10 中国书法创作研究    杨涛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1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书法创作工具

11 中国书法创作研究 陈海良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2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书法创作工具

12 中国书法创作研究    陈忠康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3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书法创作工具

篆刻 13 篆刻艺术创作研究    骆芃芃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4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书法、篆刻创
作工具

03 中国画

人物画

14 中国人物画创作研究 何家英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5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15 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研究 陈孟昕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6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16 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研究  赵建成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7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17 中国工笔画当代性创作研究 张见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8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18 中国重彩人物画创作研究 潘缨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29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19 中国人物画创作研究 徐里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0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0 中国水墨写意艺术研究 周京新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1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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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画 山水画

21 重彩山水画创作研究 许俊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2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2 中国山水画创作研究 卢禹舜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3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3 中国当代山水画创作研究    许钦松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4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4 中国山水格韵与创作研究  陈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5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5 中国山水画创作研究  薛亮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6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6 当代中国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研究      范扬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7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7 中国山水画写生中笔墨语言的研究   何加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8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28 中国画传统画法与创新研究 蒋威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39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花鸟画

29 中国工笔花鸟画创作研究   江宏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0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0 中国没骨画创作研究 林若熹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1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1 中国花鸟画创作研究   唐建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2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2 中国意笔花鸟画创作研究    刘万鸣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3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3 中国花卉大写意笔墨语言现代性研究   姜宝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4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4 中国写意画创作研究  张立辰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5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5 中国工笔花鸟画创作研究  苏百钧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6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04 油画

36 油画创作与艺术语言研究 龙力游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7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7 油画创作与绘画性原理研究   郑光旭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8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8 油画语言与风格图式研究 韩洪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49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39 写实油画的东方意韵研究 朱春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0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40 油画创作中的象征性研究 徐青峰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1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41 中国当代油画创作研究   罗中立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2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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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雕塑

42 雕塑创作研究 吴为山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3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雕塑创
作工具

43 雕塑创作与材料语言研究 郅敏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4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绘画、雕塑创
作工具

1304Z1 美术设计 

01 设计历史与理论

1 工艺美术史论 邱春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2 设计艺术史论 刘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3 设计艺术史论 曹小鸥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4 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 尚刚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5 西方现代设计史 张夫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6 设计艺术史论 潘鲁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7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 杭间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02 环境设计

8 环境与营造艺术 刘托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9 传统营造理论与现代设计研究 田林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10 建筑历史与理论 崔勇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03 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

11 当代视觉艺术与设计应用研究 谭平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6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设计绘画工具

12 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何洁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7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设计绘画工具

04 手工艺设计

13 陶瓷艺术设计研究 朱乐耕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2
艺术概论③3058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

自备设计绘画工具

14 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设计转换研究
许平、   
李博生 

①1001英语或1002法语或1003俄语或1004日语②2001
艺术概论③3055设计艺术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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