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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
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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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由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等四个要素

构成，本文主要以这四个要素为切入点，分析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

并结合中国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探讨欧美高校艺术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教育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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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专业的兴起，源于欧美各种艺术经

营、管理和研究机构对艺术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

学院先后设立了与艺术经营管理相关的专业，此后印

第安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也相继设置了

类似专业。①在欧洲，英国早在 1946 年就成立了大不

列颠艺术委员会，旨在保护和促进英国艺术文化的发

展，美国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就是在大不列颠艺术委员

会的影响下建立的，但英国艺术管理专业的设置和发

展反在美国之后。此外，加拿大、法国、芬兰、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也较早设立了与艺术管理相关的专

业。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的艺术管理专业都有

了很大发展，②但由于欧美实行的是不同的艺术管理

模式，反映在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存在诸

多差异。
在中国，艺术管理专业的发展是伴随着艺术产业

化进程的加快，从而催生的对艺术经营管理人才的需

求而诞生的。自 2001 年中央戏剧学院率先成立艺术

管理系以来，不到十年时间，国内已有上百所高校设

有与艺术管理相关的专业。虽然“艺术管理”这一专

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还不长，但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一些特征，其中既有适合我国国情的、值得肯定的地

方，也有不利于该专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相对于

欧美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艺术管理”专业

教育模式，我国的该领域的人才培养还有很多不足之

处。虽然因为国情差异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社会的艺

术管理教育经验，但有所借鉴，对于我国这一专业的发

展无疑是有益的。正是在与那些相对成熟的教育模式

的比较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不足; 也正是

在对那些相对成熟的教育模式的借鉴之中，我们才能

更好地把别人的长处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

形成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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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模式”，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

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③在实际的应用中，“模

式”主要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

方式或标准。因而，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指的就是

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相对固定的标准和做法。
根据教育学的一般原理，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由教育者

( 教师) 、受教育者( 学生) ，以及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

等四个要素构成。本文主要以这四个要素为切入点，

详细探讨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

征。

一、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专业师资构成分析

从教育者( 教师) 方面看，欧美高校的艺术管理

专业教师一般都有丰富的艺术管理从业经历。据美

国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的院长、艺术管

理专业教授 William F． Reeder 介绍，他所在的学院在

选聘艺术管理专业教师时，是否具有丰富的从业经历

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否具有博士学位反而在其

次。打开该院艺术管理专业师资力量一览，该专业共

有专职教师 6 人，其中 5 人具有与“艺术管理”相关

的从业经历，1 人一直从事本专业研究工作; 6 人之

中，只有 2 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余 4 人拥有硕士学

位。④Reeder 院长的简历表明，他毕业于华盛顿大学，

获硕士学位( 据他本人介绍，他目前正在印第安纳大

学学习博士课程，尚未获得博士学位) ，被聘到乔治

梅森大学之前，他曾担任华盛顿地区表演艺术联盟副

主席兼总经理，也曾在圣路易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大

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担任过教师或领导职务; 除此

之外，他还曾在维也纳、柏林、慕尼黑等欧洲城市担任

歌剧男高音多年，其演艺事业的顶端，当属在著名的

瑞士苏黎世歌剧院担任长达 8 年的首席抒情男高音，

如此经历使他跟欧洲各国艺术教育界保持着非常密

切的联系，对欧美各地的艺术管理教育历史和现状也

颇为熟悉。
据他介绍，欧洲各国对艺术管理人才的要求与美

国略有差别: 美国大量存在各种非盈利艺术机构，因

而艺术管理者首先需要掌握各种筹资技巧，而欧洲的

艺术机构与政府部门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的艺术管理

者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政府部门的各种管理政策和艺

术机构运营程序，而不是筹资技巧。因此，尽管欧洲

和美国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师一般都具有很丰富的实

践经验，但他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欧洲艺术管理

专业的教师的从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艺术场馆的管理

和艺术政策的研究方面。
比如，英国城市大学的“文化政策与管理”专业

共有专业教师 5 人，其中 3 人具有博物馆从业经历，1
人从事过具体的艺术管理及大众传媒工作，还有 1 人

一直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 5 人之中，只有 2
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 1 位教师只有学士学位。⑤由

此可以看出，欧美主要国家“艺术管理”专业教师的

一般特征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历一般是硕士为

主，拥有博士学位者，和只有学士学位者都不多见。

二、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专业的入学要求分析

从受教育者( 学生) 方面看，欧美国家艺术管理

专业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其入学要求中。艺术

管理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欧美国家的学校提供

的主要是艺术管理及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一部分学

校提供学士学位，很少有学校提供博士学位。根据

“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提供的资料分析，目前

美国共有 70 余所大学设有艺术管理专业，其中 46 所

提供硕士层次教育，30 所提供本科层次教育，同时提

供硕士和学士层次教育的学校有 3 所，只有 2 所学校

( 德州理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 提供博士层次学

历教育。协会会员单位中的欧洲院校只有一所提供

本科层次教育，一所提供博士层次教育。⑥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在学士、硕
士和博士之间有着不同的分工。一般来说，本科阶段

提供的主要是基础教育，使学生掌握一些基础性的知

识和技能，可以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硕士阶

段提供的主要是应用性教育，学生可以在这一阶段的

学习中解决自己在工作中碰到的很多实际问题，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美国高校硕士研究生课堂上看

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职的学生; 至于博士阶段，提供

的则主要是旨在提高学生研究能力的教育，多数学生

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都会选择在高校任教或者去科

研机构工作。笔者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所在的乔治

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就只提供艺术管理专

业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育。
本科教育层次，欧美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关于新生

的入学要求与其他专业大致是一样的，一般没有对艺

术才能或管理才能的特别要求。欧洲很少有高校提

供艺术管理专业的本科教育，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

会欧洲会员中只有芬兰的 Humak 应用科学大学有一

个艺术管理专业提供本科阶段教育，因为是一个英语

课程，有语言能力方面的要求，学生需要加入一个叫

做 Erasmus 的项目，此外再无具体要求。而在美国，

几乎所有提供艺术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对新生都没

有特别的要求。比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弗瑞德尼亚

分校艺术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入学要求是: 拥有高中

毕业证书，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的 GED 证书，成绩

列所在班级前半，等级为“B”或以上，SATs 成绩 1000
分以上，或 ACT 成绩 23 分以上。再比如，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史帝文分校艺术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入学

要求是: 申请进入艺术管理专业，必须先达到威斯康

辛大学史帝文分校的入学要求; 要获准进入该专业学

习，学生还必须完成校园内部的两个实习项目; 此外，

只有平均分保持在 2． 75 以上，才能保有该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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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资格。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只有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斯卡布罗分校艺术管理专业对申请入

学的新生有艺术才能方面的特别要求: 申请者的学业

成绩，领导经验，一门或多门艺术学习的背景，以及通

过专门的申请表格，很多时候则是通过面谈，所显示

出来的对于艺术管理专业的兴趣和潜在才能。
应该说，在录取新生的时候，适当考虑其艺术或

者管理才能是必要的。或许是因为欧美国家设有艺

术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本来就不多，且没有名校参与

其中，所以在这些方面要求并不是很规范。但在研究

生阶段，欧美高校的艺术管理专业则普遍对学生的艺

术或者管理才能提出了要求。比如，波士顿大学艺术

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入学要求是: 申请者必须拥有学

士学位，还应具有一门可以证明的、经过专门训练的

艺术专长，通常要求具有艺术专业本科学历，但也可

以通过其他材料证明。
这也是美国设有艺术管理硕士专业项目院校的

一般要求，有些学校对学生的艺术才能要求更多，比

如美利坚大学 ( American University，或译作美国大

学) 艺术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入学要求是: 除了满足

学校研究生入学的最低要求( 平均分 3． 0 以上) 外，

申请者还必须完成 9 门以上关于舞蹈、戏剧、音乐，或

者视觉艺术的课程，三分之一以上必须是高级课程或

相当于高级课程的内容。相当于高级课程的内容指

的是 4 年以上在专业的公司或艺术机构工作的经历。
鼓励并要求未满足学术要求的申请者参加面试。申

请者需要提交两封推荐信。
还有一些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某些艺术才

能，还希望学生具有管理才能。比如乔治梅森大学艺

术管理专业硕士项目的入学要求是: 本专业特为对艺

术怀有激情者而设计，我们期望具有各种不同背景的

申请者对我们的专业感兴趣，对每位申请者的评估都

是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做出的。我们特别强调工作

经验的重要性，我们特别期望申请者来自某个艺术团

体，接受过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视觉艺术或数字艺

术方面的专门训练与从业经历，同时具有管理市场、
财经、策划、产业方面的才能。那些能够把艺术商业

运作方面的才能与其此前受过的艺术训练结合起来

的学生也很受欢迎。
从中可以看出，申请者在艺术和管理两方面的才

能都得到了强调，但相对而言，显然申请者对艺术活

动的了解程度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而其管理方面的才

能则会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因为本专业主要就是培

养学生的管理才能的。所以，作为入学条件，管理才

能并非是必需的。
相比较而言，欧洲院校的艺术管理专业对申请者

的艺术才能和管理才能要求则低一些。比如，英国城

市大学的“文化政策与管理”硕士专业的入学要求

是: 考虑到申请者和好的学生来自各不相同的环境，

学校和系里除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之外，就

没有其他标准化的要求了。我们通常希望学生拥有

好的第一学历，但入学前的实践经验也可以用来弥补

学历的不足。
由以上材料分析可以看出，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专

业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大多没有太具体的艺术或者

管理才能的要求; 但对于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则较为

普遍地提出了比较高的艺术专业方面的才能要求，部

分院校也要求学生具有管理方面的经验。

三、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分析

无论哪个国家的艺术管理专业，都需要培养学生

艺术和管理两方面的才能，诚如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

艺术管理专业对其教育理念的阐述中所说:“艺术管

理专业的成功，取决于管理者对当代商业实践的了解

和对于艺术的深刻理解”，⑦这是不错的。在当代艺

术管理实践中，艺术与管理二者同样重要，其作用和

意义则互有侧重，艺术必须假经济手段存续( 于商业

社会) ，但必须作为艺术才能获得成功，威斯康辛大

学麦迪逊分校艺术管理专业的教授们如此理解艺术

与管理之间的关系。⑧

对于艺术管理这样一个应用性极强的专业来讲，

其培养目标与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期望有非常直接

的联系。由于欧美艺术机构运营和管理模式之间存

在一些区别，他们对艺术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就有所不

同，反映在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面也会存在

一些差异。大致说来，美国的娱乐产业对艺术管理人

才的需求是比较商业化的，希望管理者能够为自己的

企业带来丰厚利润; 而政府资助的，以及非盈利的艺

术机构，则更强调艺术管理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其主

要工作就是在艺术、艺术家和观众、消费者之间搭建

桥梁，从而为艺术和文化的繁荣提供发展空间。在欧

洲国家，由于艺术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远比美

国更为密切的关系，⑨艺术管理者必须了解有关的政

策法规，也更需要熟悉艺术机构的管理程序。比如，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跟艺术管理相关的专业

名称就叫“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在其关于培养目

标的说明网页上，直接标明其涉及领域是“政策的制

定与文化的管理”，显示出对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艺术

机构管理问题的浓厚兴趣。
在美国，多数高校的艺术管理专业提供的是 MA

或 MFA 学位，少数院校提供 MBA 学位。⑩诚然，不管

是 MA、MFA，还是 MBA，学生都要学习艺术和管理两

方面的知识，培养两方面的才能，但提供 MBA 学位的

专业在财务、会计、营销，以及企业管理运营等方面则

有更高的要求。比如，美国加州大学长堤分校戏剧管

理专业同时提供 MFA 和 MBA 两种学位，如果学生只

申请 MFA 一种学位，他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非

营利机构管理、筹资、战略策划、生产、营销和领导;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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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们想同时拥有 MBA 学位，那么他们需要再学习

另外 30 门管理类课程，包括财务、会计、营销，以及企

业管理运营等内容。众所周知，MBA 作为市场经济

的产物，MBA 培养的是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因而，艺

术管理专业中的 MBA，必然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

关系密切。事实上，美国高校中提供 MBA 学位的艺

术管理专业，其培养目标大都明确提及为盈利企业培

养人才这一点。瑏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提供 MBA 学

位的艺术管理专业，其培养目标就跟盈利企业管理人

才无关。事实上，在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 31
个仅提供 MA 或 MFA 学位的美国正式成员中，只有 3
所学校的艺术管理类专业明确表示只为非营利组织

培养管理人才，其余学校的服务对象均兼顾盈利与非

营利组织。显然，这种宽口径的培养目标设置，对于

其毕业生的就业是较为有利的。
很多学者并不主张在本科阶段设立艺术管理专

业，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 Reeder 院

长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本科阶段不应该设置艺

术管理这一专业，有志于从事艺术管理活动，或计划以

此为职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应该专门学习一门艺术或

者是产业经济方面的课程，硕士研究生阶段再系统地

学习管理学方面的课程，并逐步将管理才能运用在艺

术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之中。乔治梅森大学的艺术管

理专业就是只有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为了让本科学生

也能熟悉艺术管理的工作环境，他们开设了一门“艺术

管理”选修课，但并不提供这方面的学士学位。
提供艺术管理本科层次教育的学校，大都将其培

养目标定位为“入门级”的，其课程体系兼顾艺术与

管理两个方面瑏瑢，学生就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艺术

和管理两方面的课程都学得很好。可能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欧美国家的很多学者才不主张在本科阶段设

立艺术管理专业。

四、欧美国家艺术管理专业培养措施分析

培养措施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欧美国家的艺术

管理专业尽管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

对艺术修养和管理才能的注重则是其共同的特征; 体

现在课程设置、教学过程、考核方式等一些具体的人

才培养措施方面，欧美国家的艺术管理专业还是会体

现出一些共性。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本科阶段的艺术管理专

业虽然大都强调课程设置的多元性，但为了使学生毕

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管理工作的需要，多数学校的课

程设置都会偏向经营管理方面。
比如，芬兰 Humak 应用科学大学艺术管理本科

专业的培养目标中所设想的理想毕业生应成为“理

解文化和艺术、传播文化、或为文化艺术活动创造合

适条件的专业工作者，而其课程设置则主要包括文化

输出、传媒教育、国际文化合作等几方面内容，基本不

涉及艺术和文化的具体内容，只是为学生毕业后可能

从事的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美国一些学校

的艺术管理本科专业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比如美国

长岛大学 CW Post 校区艺术管理本科专业称其培养

的学生应具备“艺术才能与坚实的管理基础相结合

的能力”，而其课程设置则明显偏向管理方面: 艺术

管理概论、艺术管理实践、艺术发展、艺术会计、艺术

品营销、艺术和娱乐业公共关系; 公开演讲; 管理原

则; 组织行为; 计算机图形概论。更有一些学校如南

加州的查尔斯顿学院明确申明其培养目标就是管理

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学生广泛学习经营管理方面的技

能，并学习将这些技能运用在跟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

合作过程中。事实上，本科阶段的学生一般既缺乏艺

术文化方面的知识，也缺少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试

图让他们在短短四年中成为兼通艺术和管理的艺术

管理通才是不现实的，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适应毕业后

的工作环境，以培养实用人才为宗旨的艺术管理专业

只好在课程设置上倾向经营管理方面。为了改变这

一尴尬局面，有些学校的艺术管理专业( 如纽约州立

大学弗雷多尼尔分校) 要求，所有艺术管理专业的本

科生，都必须选修一门艺术类课程，譬如音乐，戏曲或

舞蹈，并确保每位学生深入理解至少一门艺术学科，

这样的做法或许是有些效果的，但在有限的时间里，

学生无论如何都很难做到精通艺术和管理两方面的

知识和才能。
如前所说，欧美国家艺术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在入

学前一般都会对艺术类学习经历有所要求，部分院校

还希望学生具有管理类工作经验，这样一来学生在研

究生阶段就可以专注于管理类知识的学习，以及如何

将其运用在艺术机构的管理活动中。比如，美国乔治

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包括: 筹

资、艺术与社会、艺术公共关系和营销策略、董事会管

理、艺术财政预算、艺术政策，全部是实用的艺术管理

知识和技巧。再比如，美国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研究生

的必修课程包括: 艺术管理考察、艺术营销、艺术筹

资、文化政策、艺术财政管理，也是全部集中在艺术管

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由此可见，William F． Reeder
等人不主张在本科阶段设立艺术管理专业是很有道

理的。事实上，笔者也认为，本科阶段努力学习一个

艺术门类，随后在参与艺术管理的实践工作中，发现

问题，然后再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这样培养出来的艺术管理人才更能适应各种现代

艺术机构的需要。
其次，在教学过程方面，根据现有资料、朋友提供的

材料，以及笔者的亲身经历，可以发现欧美艺术管理专

业的课堂教学特别重视案例分析，特别重视学生参与互

动的意识，学生的课堂表现也常常作为教师评定学生学

业成绩的根据之一; 而纵观其整个教学过程，则会发现

他们特别重视学生的校内和校外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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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方面，一方面，欧美院校艺术管理专业

的教师大都具有丰富的艺术管理实践经验，他们在课

堂上经常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讲解某些理论问题，使

课堂气氛生动活泼，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我曾经选

修过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的一门“艺术公共

关系和营销策略”课，授课教师 Karalee Dawn 曾在纽

约百老汇剧场工作过多年，于是她在课堂上就不断列

举她经历过的各种策划与营销故事，尤其是她参与策

划制作音乐剧《MAMAMIA》的过程，常常被用来说明

艺术品营销的灵活策略，这些鲜活的实例极大地调动

起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很多教师也利用自

己和艺术机构的密切联系，不定期地请这些机构中的

管理人员来客串教授，给学生讲解某个领域的实际情

况。在我选修的另外一门叫做“董事会管理”的课上，

主讲教师 Richard Kamenitzer 教授曾经请过几位从事

艺术管理工作的朋友来给学生们上课，其实主要就是

介绍他们的工作经历，讲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件，并

回答学生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他请了美国著名调研

公司 Shugoll Research 的现任首席执行官 Mark A． Sh-
ugoll 来给大家讲解一个大型机构中董事会成员之间

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也很好地调动

起学生的积极性。与中国的研究生课堂不同，这些研

究生可以在听课过程中随时打断讲课者的演讲，举手

提问，教师也很欢迎学生提问，在这样的师生互动中，

学生可以获得更多自己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第三，一般来说，欧美国家的艺术管理专业，不论

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特别重视学生的实习经历。本

科生的实习一般在大二就可以进行( 有些学校要求

学生在修完其他学分后再进行实习，有些学校则会把

实习和课堂学习交叉进行) ，有的学校只要求学生参

加一次实习，获得相应学分( 一般是 3 个学分) ，但在

学生参加实习前，学校一般会提供实习指导课程，这

类课程也可能会结合校内的实习，每周 6 到 8 小时;

有的学校则明确要求学生至少参加两次实习，一次在

校内，一次在校外，这种情况下，校内的实习就会起到

指导学生参加校外实习的作用。
比起本科生的实习，研究生阶段的实习无论在花

费时间和参与程度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研究生的

实习一般是 6 个学分，多数学校要求实习在毕业前的

两个学期内完成( 有些学校，如纽约大学斯坦哈德文

化学院表演艺术管理专业，将实习排在第二和第三学

期; 还有些学校，如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要求

学生至少完成三个学期实习时间，当然，这种情况比

较少见。其他情况还包括，有些学校，如俄勒冈大学

的实习是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的暑假中的) 。
当然，学生可以选择在一个学期内一次完成实习，也

可以选择在不同学期分两次完成，校方往往会推荐学

生尝试在不同机构实习的机会( 有些学校，如辛辛那

提大学，会要求学生完成两次为期 10 周的实习; 也有

些学校，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多数会完

成 4 次实习，当然，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 。而对那

些有艺术机构工作经历的学生( 有些学校要求至少

四年工作经历) ，还可以申请减免一半学分。
还有一些欧美学校的实习过程是以“项目”的方

式完成的，最典型的要数荷兰的乌特列兹艺术学院，

在这些项目中，学生针对所联系的艺术机构的实际问

题扮演一种顾问的角色，并藉此对艺术机构的管理获

得新的视野和经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

校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来完成学生的实习活动。这

种以完成“项目”代替实习的方式，对于解决学生，尤

其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各种现实

问题，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专业，欧美高校艺

术管理专业的考核方式也与传统学科有所不同。在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期

间，笔者特别留意到其不同时段的考核方式: 平时的

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和回答问题，并将学

生课堂上的表现计入对其学习成绩的整体评价; 期中

考试，教师也会分发试卷，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答完

题目上交，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董事会管理”课程的

期中考试，一共 40 道选择题，随堂考试，当堂做完; 瑏瑣

期末考试，教师往往会提前布置学生单独或搭伙进行

一次调研活动，然后在最后几节课上依次以演讲的方

式完成报告，瑏瑤这样的调研活动和演讲报告，已经可

以算作学生实习活动的一部分。
由以上几方面内容的说明和分析可以看出，欧美

艺术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的措施上，都有重视实用性

内容的特征: 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无论本科阶段还是研

究生阶段，均强调管理甚于艺术才能; 体现在教学过程

方面，则是特别重视案例分析、师生互动，以及实习活

动; 体现在成绩考核方面，则是传统的答卷方式与灵活

的问答、演讲等方式相结合，即考核了学生专业知识扎

实程度，也考核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欧美高校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欧美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师资、生源，以

及培养目标和培养措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可将其

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培养目标明确，在学士、硕士和博士各层次

之间有不同分工。
学士层次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为其毕业后从事

具体工作做准备; 硕士研究生层次培养应用型人才，

注重解决学生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博士研究生层

次培养研究型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学或科研

工作，正如德州理工大学对其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去向

的统计说明所描述的那样:“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

了某些学院的讲座教授或者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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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讲求实效，注重功用，体现在师资聘用、教
学过程等各个方面。

比如师资聘用不注重学位而注重工作经验，教学

过程重视案例分析、师生互动和实习环节等，处处体

现着艺术管理专业注重实用性的特征。
第三，宽进严出，重视教学质量，主要体现在入学

要求和成绩考核等方面。
欧美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对学生的入学要求普遍

不高，本科阶段基本没有特别要求，研究生阶段则只

要求学生熟悉一个艺术门类; 但成绩考核和毕业要求

则相对较高，学生必须完成大量的调研分析和实习活

动，才有可能完成学业要求，相形之下，他们对硕士研

究生毕业论文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有些学校甚至没有

对毕业论文做出明确要求。
欧美各高校的艺术管理专业大都已有 40 年以上

的发展历史，而我国的艺术管理专业教育则刚刚起

步，相对于欧美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我国该领

域的人才培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诸如师资聘用中

重视学历甚于实践经验; 课程设置因陋就简( 因为该

专业多为艺术类院系开办，所以课程设置畸重艺术类

课程) ; 课堂教学注重知识讲解甚于实例分析( 国内

成功的艺术产业典型实例还不是很多) ，实习过程相

对马虎( 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依然难以打破) ，以

及整体上存在的不顾实际条件匆匆上马新专业( 新

专业有吸引力，易于吸引优质生源，提高经济效益，这

也是教育产业化的一种体现) ，招生过程甚为严格而

毕业要求相对宽松等问题，都是我国艺术管理专业亟

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因为国情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

照搬欧美国家相对成功的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但

有所借鉴，对于我国这一专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 责任编辑: 帅慧芳)

① 根据哈佛大学网站提供的信息，哈佛商学院目前已无该专业设

置。另据美国“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提供的数据，目前

美国共有七十余所大学设有艺术管理专业。
② 仍据美国“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统计数据，目前共有

19 所美国本土以外高校的艺术管理专业成为该机构的海外会

员，其中加拿大 7 所，欧洲 5 所，澳洲 3 所，南美洲 1 所，亚洲 3
所。中国只有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事业

管理( 文化艺术管理) ”一度成为该机构会员，但现在该机构网

站上海交大的链接已经失效。目前上海交大与艺术管理相近

的专业名称是“文化产业管理”，设在“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文

化产业与管理系。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2002

年增补本) 》，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894 页。
④ 参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

师资力量网页: http: / /www． artsmanagement． gmu． edu /content /
faculty． htm．

⑤ 参见英国城市大学艺术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专业师资力量

网页: http: / /www． city． ac． uk /cpm /staff / index． html．
⑥ 参见“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网站相关内容: http: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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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南卫理公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网址: http: / /www． smu．

edu /Meadows /AreasOfStudy /ArtsAdministration /Graduat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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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有人曾经将美国的艺术管理模式称之为间接管理，法国为直接

管理，英国为直接与间接管理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

直接管理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干预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容和形

式，而是通过中介代理机构或签订文化契约等形式来行使政府

的管理职能。因而，欧洲国家的艺术管理方式是艺术机构与政

府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政府主导或控制，但也远较美国艺术

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参见胡熠《欧美国家文化管

理的经验与借鉴》，《重庆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⑩ 在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 36 个美国正式成员中，只有 5

所学校的艺术管理类专业提供 MBA 学位。
瑏瑡 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五个提供 MBA 学位的正式成员( 仅

统计美国学校) 中，有四个明确表示其人才培养目标包括盈利

企业管理者; 有一个未明确表示，仅表示其培养的人才将工作

于“专业的艺术和文化领域”。
瑏瑢 艺术管理教育工作者协会十六个提供艺术管理学士学位的正

式成员( 仅统计美国学校) 中，只有三所的课程设置明显偏向

经济管理方面，其余学校都强调了自己课程体系的多元性( In-
terdisciplinary 或 Multi － disciplinary) 。

瑏瑣 这次考试本人考了 75 分，在班级中成绩居中。这种考试比较

像传统人文学科的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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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raining mode of qualified personnel consists of educators，guiding，and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meas-
ures． Based upon these factors，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ses the main features of fostering art management majors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and discusses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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