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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议案

“艺术研究是学术界未来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如果大学要为人类社会的下一阶段服务，我们需要继续发展强有力和可转化的实
践......”（来自受访者）

 
这个“行动议案”围绕着关于对舞蹈与表演实践艺术博士学位的要
求。我们特别关注是那些将创造性的具体化实践作为研究的核心
模式并将这种具体实践作为其研究成果一部分的博士学位。

这个议案来自于《欧洲艺术博士学位进行的研究：舞蹈和表演实践项目中
的第三周期教育》项目  ADiE 2016-2019  (www.artisticdoctorates.com) 。 
ADiE是一个由Erasmus+所资助的合作伙伴关系，由在英国、瑞典和芬兰
的八个组织组成。该伙伴关系开展了调查、收集案例研究、策划活动，
以供相关利益者进行分享、反思来提升加强博士教育的经验和意义。

我们的研究发现，舞蹈和表演实践方面的艺术博士学位提供了一个真正具
有创造性的机会，并以此促进研究过程中体现的知识。艺术研究者通过融
合创造性行为和具有反思性实践的方式，深入了解专业实践者的知识，结
合共同创造和合作实践来寻求混合的探究。通过对于舞蹈和表演实践的假
设，艺术研究者们开发出了严谨的，但通常是非线性的步骤程序，这些步骤
能够有效地囊括了那些完全未知和还未知的时刻。这些研究过程和成果将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分享，包括表演实践、研讨会、电子材料和制品、
著作等。这些因素的结合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差异，而这些不
仅会与舞蹈和表演实践领域相关，而且会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相关。

行动议案: 
关于加强舞蹈与表演实践艺术的博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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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推崇和提高这种可能性，为影响和加强艺术博士领域提供指导。我们的研
究表明，需要做得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博士生们的研究，以便充分发挥出他们艺术研究成
果的全部价值，并分享他们所产生的具体知识，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很重要。

这个议案围绕着创建协作研究环境、针对学科的具体培训、监督和审查考试流程以及
增强影响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大学和与相关的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努
力促进博士候选人之间的联系，并倡导在一个专业的舞蹈和表演实践语境中开展艺
术博士研究。这个议案的基础是对关怀精神和培养多元化的承诺与支持。

如果您是以下条件之一，您就会想要阅读本文章：

• 一位在考虑攻读博士学位的准学生

• 一位艺术博士学位的主管或导师 

• 一位参与设计并提供艺术博士研究课程方案的主管或者学术人员

• 一位对支持、委托或展示博士研究和/或其成果有兴趣的相关文化部门或行业合作伙伴

• 一位正在寻找最好的实践型艺术博士学位课程的博士教育提供者

• 一位为研究制定资助计划、研究框架、规章制度或进行博士研究审查制度的政策制定者
 
这个议案可以在下面的这个曾被出版的文章中读到，博士学位教育的最佳做法（参见萨
尔茨堡II议案；QAA特点声明：博士学位；佛罗伦萨原则）。 ¹  他们还认识到，艺术博
士学位教育在不同的国家和机构有着不同的组织和管理，并且在一些国家的艺术博士学
位已经建立了已有长达30年之久，而另一些国家的艺术博士学位才刚刚出现。²

关于术语的说明：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艺术研究”这一术语来统称一些在英国被称为“实践即研究”、“实践主导
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研究方法。 此外，我们还写明了艺术博士学位在不同环境中可能被称
为艺术博士或哲学博士的高级研究学位。 最后，我们也可以使用专有名词像“艺术博士候选
人”或“艺术家兼研究员”来指明那些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舞蹈和表演实践的专业人士。

行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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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议案

“今天，艺术研究是使艺术成为
时事问题的，根本的，发展的
和真正有创意的主要渠道”
（来自受访者）

这个行动议案主要分为四个关键板块：

• 完善博士生培养和教育

• 支持与辅助博士监督者和审查员

• 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 增强影响力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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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博士培养和教育

完善博士培养和教育

“‘艺术博士研究’是一种比表面更加深入的方法，我作为一名艺术
家，它有助于我在工作中找到更多的方法”（来自受访者）

 
1. 确保多元化和通道畅通
 
推进和分享非标准的认知方式，艺术博士课程可以非常好地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多样
化的研究群体。考虑到在哪里和如何进行艺术博士学位的传播方式和营销渠道、
入学政策和培养方案计划，可以向更广泛的候选人推广艺术博士学位的潜力，并
支持具有包容性研究实践的发展。反过来，这也将推动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
 
采取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艺术博士研究方法，从代表性较低的社会群
体中招募候选人，并鼓励那些具有广泛研究兴趣的人。

 
2. 结合学科特色教育
 
在理解和应用艺术研究方法方面，许多博士候选人报告了不同程度的自信。
此外，他们每个人接受的培训不一致。我们的研究中表明，提供艺术研究具
体知识的方案最能支持博士候选人，就像艺术研究目前表现在舞蹈和表演
实践方面，特别注重认识论、方法论和对于方法的开发方面的发展。
 
推进具有针对性的和包容的专业艺术研究培训，以及专业资深
的方法和方法论就如目前在舞蹈和表演实践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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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博士培养和教育

3. 为艺术活动和具体实践提供机会
 
艺术研究的核心是以基于这门工艺的技能和具体实践为基础。但是，
似乎一些机构和部门往往没有提供什么来维持或加强这些具体的做
法，而这些做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一些安全做法问题，并限
制了潜在可能的结果。虽然我们认识到此类培训在时间和地点方
面都具有影响，但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有娴熟技艺的艺术家兼研究
员，可以包括以下：通过综合的方案计划来提供身体训练，与该领
域的专家进行定制式的培训，或在某个艺术场所进行驻地学习。
 
结合维护、持续发展和严格审查各种活动，为具体实
践提供机会，以便推进安全和严格的实践。

 
4. 支持多种形式的博士成果 
 
除了学术写作的惯例之外，表演实践和其他形式都可以在艺术博士学位中
被认为是知识承载和认知的本质。为了支持潜在范围的研究成果，为候选
人提供文献整理过程和多媒体格式方面的培训是有益的。此外，要进一步
确保在规章框架、提交和审查考试要求以及在存档过程中明确阐述各种成
果的可能性，这无论对于在大学内部建立和整合这种研究模式，还是与
相关文化部门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和扩大研究对象范围都具有重要意义。
 
监管和培养框架意识，在艺术博士研究及其最终结果中支
持范围广且具有灵活多变的表演和多媒体形式。 

5. 接受道德规范及保障  
 
道德问题在舞蹈和表演实践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涉及身体完整性
和参与和合作的道德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对于制定符合道德标准的
批判性思维、安全的实践和具有关爱精神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表明，博
士候选人往往发现道德程序难以驾驭，意识到这些程序往往不能反映其艺
术方法的特殊性质。导师和大学可以有效地完善协议，包括涵盖多种不同
的工作方式，并在舞蹈和表演实践语境中树立道德规范的艺术实践榜样。³ 

深入参与道德行为协议，并确保研究在反映具体
实践和艺术研究方法完整性的标准。

 
6. 促进专业知识和创造性领导 
 
现代的博士学位的目标不仅仅是产生与特定领域相关的新知识，而是将
博士学位持有者提升为未来的战略领导者，无论这种领导力在何种情况
下表现出来。设计参与职业提升和创造性领导理念的课程计划可以帮助
毕业生来实现他们作为文化变革创造者的潜力，通过在一系列环境中
创造性地运用他们基于动作本身的专业知识来开辟新的职业道路。⁴
  
创造性领导能力发展是培养博士学习的一部分，增强未来的
职业选择以及博士候选人成为文化变革创造者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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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辅助博士监督者和审查员

支持与辅助博士监督者和审查员 ⁵

“主管必须有先见之明，了解这种独特的方法将如何运作，
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需要什么”（来自受访者）

 
7. 加强监督流程 
 
我们的研究表明，监管的方式往往会让人们难以充分发挥舞蹈和表演实践研究的
潜力。将艺术实践置于核心过程的支持条件，监管（在艺术博士学位中，可能是
研究人员、艺术家研究人员、或艺术家和文化领导者）可以生成交流和反馈的模
式。这其中，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相信和艺术实践的行为。因此，这种
监督可以有效地被视为是创造性实践的一部分，并被作为一种扩展的研究教学
法。这需要适当的空间、足够的时间和在主管和候选人之间共同规划的承诺。
 
实现真正以实践为重点的监督程序，为创造性的反
馈和探究模式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8. 培养相互关系和共同成长的管理团队
 
监督小组的成员资格可以有效地变得更加灵活，以便使具有主动性的学习
者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建议，有效的艺术研究监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集
体努力，关注于整个人，并且以关怀、共同关系和共同生成的方式来运
作，并在透明的机构和专业框架内运作时，监督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作为透明研究文化的一部分，促进灵活、相互关联和共同生成的监督团队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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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辅助博士监督者和审查员

9. 确保对多方面过程进行审查 
 
艺术博士学位是根据特定机构的指导方针、
标准和流程来进行审查的。这些指导方针
有时概述了整个博士研究中所需的日程安
排、艺术作品的功能和数量、写作或者其他
形式的成果。但有时候他们没有这些。
 
在所有情况下，对实践给予积极关注意味着要考虑
规章制度和考试系统，以便充分反映艺术研究的过
程，这些过程往往是多方面的和过程性的。这可能
包括了冗长和迭代的考试过程，包括参与和评估
研讨会、演讲示范、阅读实验性写作以及理论反
思等几个方面。在审查过程中公平地参加实践，
确保对所有提交的材料的质量和贡献进行评估。
 
确保考试过程遵循关注艺术博士学位的
多方面和过程性，从而使广泛的艺术博
士研究可以得到充分地处理和审查。

 
10. 促进主管和审查员的培训
 
主管和审查员表现出了一种被孤立感。一些人对他
们自己的监督和检查能力感到不安全，并且往往依
赖于他们支持和进行博士研究的个人经验。我们的
研究表明，为审查员和主管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网络
和定制培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培训可以采取
特定学科资格的形式进行监督，并为审查员提供更
明确的指导方针。此外，非正式或在线网络可以有
效地开发适用于艺术研究的最佳实践和新模式。
 
推进和促进跨机构定制培训和（国际）
国家网络，以主管和审查员共享资源
和制定良好做法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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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相关文化部门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对两者都至关重要”（来自受访者）

 
11.  发展财政支持 
 
艺术博士研究的经费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很大。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总的
来说，很少有明确的财政援助途径能够支持构成艺术博士学位基础的必要流程和创造
性产出（例如，包括表演者费用和制作成本）。跨文化部门和高等教育背景的主要资
助者之间的政策和做法可以有效地为艺术家-研究人员提供适当水平的资源和认可。
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跨越学术和艺术的语境下工作，并明智地审视和发展整个领域，
从而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并在合适的情况下，为艺术市场开辟切实可行的道路。
 
通过博士和跨部门资助机构认可及支持制作过程和相关的财务成本，
从而可以充分实现高质量的艺术研究成果并传达至观众。
 

12.  确保适当的环境和设施
 
艺术博士学位利用专业环境和设施。支持艺术研究需要定期并有时持续地进入
舞蹈工作室、表演实验室、生产设施、技术设备和技术支持中。开发这些资
源还将允许受众能够参与到研究的共享和传播。我们认识到，这需要管理空
间和员工的时间，并且还可能需要得到与伙伴组织的合作协议的支持。
 
通过有效的管理、规划和合作获得专业的环境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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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13.  通过跨部门合作加强互联互通和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博士生通常在大学和文化部
门工作，并涉及健康、教育和技术等领域。为
了充分支持候选人，可以与跨部门合作伙伴建立
有效的机构和计划方案的关系。为艺术博士候选
人提供有意义的、适当的、协调的冰具有针对性
的机会，让他们与剧院、画廊、博物馆以及其
他非表演合作伙伴合作，这将提供更好的职业
发展，为该领域创造互惠机会和更大的影响。

高等教育与文化部门以及其他跨部门行
业合作伙伴之间的有针对性和持续的
合作已经制定并纳入各项计划。

 
14.  参与更广泛的网络
 
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国家跨学科论坛用于艺术研
究，虽然很少专门关注于舞蹈和表演实践的艺
术研究，但却提供了可以开发博士研究的环境，
以及它的过程和成果的共享。⁶ 参与和加强此
类网络（以及舞蹈和表演实践领域的其他类似
社区）可以支持候选人的需求，特别是可以增
强小群体或独立的艺术博士候选人的经验。
 
使候选人能够参与学术和文化部门的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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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影响力并发挥作用

增强影响力并发挥作用

“艺术研究的特殊意义[包括]其对社会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的
根本性转变的伦理和政治含义”（来自受访者）
 

15. 在艺术学科内外产生交叉互助
 
艺术博士研究在舞蹈和表演实践的学术和专业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改变观念，促进新的
见解和调查这些领域的实践。除了这些最直接的背景之外，还有可能为其他广泛学科的研
究人员提供信息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非标准性认识论的使用和应用上。开发学科
内部、交叉/跨学科研究空间和培训可以挑战传统方法和研究形式。这可以加深博士生对不
同方法的理解，丰富各领域的博士候选人的工作，使艺术研究的见解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在研究培训、项目设计、合作伙伴关系和其他活动中超
越大学和艺术范畴，最终实现交叉互助。

 
16.  接触社区和参与世界问题
 
艺术博士学位的价值通过其产生的复杂的跨学科和综合知识延伸到艺术和研究背景之
外。舞蹈和表演实践的候选人通过对身体知识形式的深入和批判性理解，公开了个人、
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公开了人类与不同种类的材料，例如植物、动物和环境之间
的相互关系。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我们作为人类是谁的问题，并为实现更可持续相关
性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证明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会。因此，艺术博士
学位有潜力进入和绘制未知领域，超越大学，可更广泛地联系、造福和改造社会。
 
我们支持候选人大胆地实施他们的工作，造福他人，实现艺术博士
学位在解决社区、跨学科问题和社会问题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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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支持主管和审查员

7.  实现真正以实践为重点的监督
程序，为创造性的反馈和探究
模式注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8.  作为透明研究文化的一部分，
促进灵活、相互关联和共同
生成的监督团队和流程。

9.  确保审查考试程序关注艺术
博士的多面性和过程性，从
而使广泛的艺术博士研究能
够得到充分处理和审查。

10.  推进和促进跨机构定制培训
和（国际）国家网络，以主
管和审查员共享资源和制
定良好做法的实践模式。

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11.  通过博士和跨部门资助机
构认可及支持制作过程和
相关的财务成本，从而可
以充分实现高质量的艺术
研究成果并传达至观众。

12. 通过有效的管理、规划和合
作获得专业环境和设施。

 
13.  制定高等教育与文化部门之间

以及其他跨部门行业伙伴之
间的有针对性和持续的合作发
展，并将其纳入各项方案。

 
14.  使候选人能够参与跨越学术

和文化部门的国际网络。   

增强影响力并发挥作用

15.  在研究培训、项目设计、
合作伙伴关系和其他活动
中超越大学和艺术范畴，
最终实现交叉互助。

16.  我们支持候选人大胆地实
施他们的工作，造福他
人，实现艺术博士学位在
解决社区、跨学科问题和
社会问题方面的潜力。

完善博士培养和教育

1.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艺术博士
研究方法，从代表性较低的
社会群体中招募候选人，
并鼓励广泛的研究兴趣。

2.  推进具有针对性的和包容的专
业艺术研究培训，以及专业资
深的方法和方法论就如目前
在舞蹈和表演实践中一样。

3.  结合维护、发展和严格审查
技能和具体实践的机会，以
推进安全、严格的实践。 

4.  监管和培养框架意识，在艺
术博士研究及其最终结果中
支持范围广且具有灵活多
变的表演和多媒体形式。

 
5.  深入参与道德行为协议，并确

保研究在反映具体实践和艺
术研究方法完整性的标准。

6.  创造性领导能力发展是培养博
士学习的一部分，增强未来的
职业选择以及博士候选人成
为文化变革创造者的潜力。

摘要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博士候选
人经验的质量、研究成果和
确定影响途径，ADiE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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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萨尔茨堡II议案: 
 https://eua.eu/downloads/publications/salzburg%20

ii%20recommendations%202010.pdf 

 QAA特征声明：2015年博士学位
 https://www.qaa.ac.uk/docs/qaa/quality-code/doctoral-

degree-characteristics-15.pdf?sfvrsn=50aef981_10 

 佛罗伦萨原则: 
 https://www.elia-artschools.org/documents/the-florence-principles

 >> BACK TO PAGE 3

2. 参见: https://www.artisticdoctorates.com/2017/06/23/
current-issues-and-practices-event-resources/

 >> BACK TO PAGE 3

3. Bolt, B.和Vincs, R. (2015) ‘Straw Godzilla: 在艺术研究项目中考
虑学术和研究伦理’，教育哲学与理论, 47:12, 1304-1318

 >> BACK TO PAGE 6

4. 参见: www.culturalleadership.org.uk

 和: https://europeanculturalleadership.org/work-in-
progress/rethinking-cultural-leadership/

 Douglas, A. and Freemantle, C., with Performing Arts Labs, Cultural 
Enterprise Office, Scottish Leadership Foundation (2009) ‘The artist as 
leader: research report’. Available online from: http://openair.rgu.ac.uk

 >> BACK TO PAGE 6

5. 有关ADiE研究和监督的未来反思和指导，请参阅: 
 https://www.artisticdoctorates.com/2019/04/01/reconsidering-

research-and-supervision-as-creative-embodied-practice/

 >> BACK TO PAGE 7

6. 艺术研究社区包括:

 艺术研究协会: http://www.societyforartisticresearch.org

 欧洲艺术研究网: http://www.artresearch.eu/

 表演研究国际艺术研究工作组:
 http://www.psi-web.org/about/working-groups/

 IFTR, 绩效研究工作组: 
 https://www.iftr.org/working-groups/performance-as-research

 >> BACK TO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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