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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ologist Howard S. Becker creatively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into the field of art. 

The art participan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interactionism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eventually a 

large, complex and interwoven social organization -- the art world is derived. The art circle constructed by 

collective activities is not only the network of collaborators who produce artworks, but also finds a reasonable 

channel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artworks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artists' energy, money and talent. As a result, 

works of art are produced in the social process and sold and collected i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is series 

of collective activities, distributors and distribution agen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gatekeepers. They 

make the ar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work with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internal conv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ard Becker's semiotic interact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nherent 

conventions followed by art participants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of art distribution, focusing on the three art 

distribution modes of self-sufficiency, sponsorship and public sales in the art field, and to reveal the artistic 

situation when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are 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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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创造性地将符号互动论引入了艺术界领域，符号互动论视域下的艺术

参与者联系不断密切，最终衍生出一个大型、复杂、交织的社会组织——艺术界。以集体活动方式建

构的艺术界不仅是生产艺术品的合作者们的网络，还为艺术品分配，艺术家精力、金钱、才华的补偿

找到一条合理的渠道。于是艺术品在社会进程中产生，在分配系统中被售卖、收藏。在这一系列集体

活动中，分配者和分配机构起着“把关人”的重要作用，他们凭其专业性和内在惯例使得艺术分配机

制得以运行。本文试图以霍华德·贝克尔的符号互动论视角，阐释艺术分配集体活动中的艺术参与者

遵循的内在惯例，重点讨论艺术界中自给、赞助、公开销售的三种艺术分配模式，揭示当传统惯例打

破后的艺术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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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是美国著名

的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和标签理论的代

表人物，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艺术界进行分析，在

其著作《艺术界》的第一页中就提出“艺术不是一个特

别有天赋的个体的作品”，他认为“艺术在某方面来说

是集体性的，艺术品产生于一种进程”，艺术界是一个

有序分工后的互动协作网络系统。艺术家在创作出一件

作品之后，就需要去将作品进行分配，找到一种合适

的机制和系统，可以给那些有鉴赏能力、有品位去欣

赏这些作品的人提供一个可获得它的途径，同时，也

可以回报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所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

力，通过这样的机制和系统，艺术家们也可以获取更

多的时间金钱来进行创作出新的艺术品。如果没有这

样分配系统，艺术家也可以进行创作，这就会导致很

多艺术品被创作出来之后不能第一时间展示在世人的

眼中，其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不能及时

地被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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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分配体系中符号的形成与互动 

霍华德·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将符号互动论推进到

艺术领域,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中的行动大部分是具有

重复性,偶尔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而贝克尔认为,大部

分艺术创作者大多时候都会遵守艺术界中的惯例,但偶

尔也会违背惯例，社会互动具有多样性,艺术家与其他各

种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正好展示了这种多样性。 

符号互动论认为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

互动，在个体应事物时，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

改事物对他的意义，贝克尔认为艺术品之所以被认定为

艺术品，是因为被命名为艺术，这是一种对事物的解释

和定义。当人们在界定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过程中，以

及在界定优质艺术品和低劣艺术品过程中，人们常常会

按照以往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眼前物品艺术价值，而这

些经验和标准则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并随着

社会互动不断改变发展，在某一时间阶段被认为是非艺

术品的物品，可能在另外的历史阶段就被认为是价值无

限的艺术作品，艺术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并随着社会互

动而更具有深层次的价值与意义。艺术分配者和分配机

构起着“把关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构建

了艺术品和艺术创作者，艺术分配筛选作品进入分配系

统来为作品贴上艺术的标签，也就是构建了艺术品。 

在艺术分配系统中，创作者、分配者、接受者、艺

术品以及社会更是形成有序的符号互动，个体在与其它

要素的互动中实现自我形象的认知与塑造。 

3.自给、赞助、公开销售的艺术分配方式 

艺术界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组

织，是生产艺术品的合作者网络[1]。充分发展的艺术界

提供了分配系统，通过这个分配系统将艺术家们整合进

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经济中，将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作品带

到欣赏他们的大众面前，大众会反馈足够的金钱，让艺

术家们的创作继续。这样的分配系统可以由艺术家自身

来操控，更多的是依赖于专业的中间人，很多艺术家都

会将那些熟悉艺术惯例的中间人当做创造艺术的合作伙

伴，而中间人的利益跟艺术家的利益是有所不同的，中

间人是在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销售，他们十分注重和强

调作品的相对稳定性和无规律的生产合理化。对这些艺

术品的分配会直接的影响到艺术品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范

围以及艺术家的名声，由于大多数的艺术家都非常的需

要分配带来的好处，所以艺术品总是会带有他们分配系

统留下的印记，不同的分配系统对于艺术家的影响也是

有所不同的：当艺术家主要依赖于非艺术资源时，分配

系统的影响是最小的；当主要依靠赞助人时，受到分配

系统的影响是最大的;当作品进行公开销售时，艺术家是

在为不知名的观众进行创作，影响更多的来自于中间人

所施加的限制，他们运作着必定是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分

配系统。  

3.1. 自给：非艺术资源对艺术家的资助 

自给，顾名思义，就是艺术家自己提供资金支持，

资助自身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自给系统分配艺术

品是艺术家通过非艺术资源进行分配的一种系统。艺

术界内部分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且收入比较微薄的

从业者，比如诗人、摄影师、作家等等往往会选择自

给系统来对艺术品进行分配，也正是由于这些领域不

需要较大的投资，所以吸引了许多的从业者，甚至有

部分的从业者是业余的，有其他的非艺术界的职业，

比如一个作曲家可能是某一艺术学院的教师；一名作

家可能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等等，他们可能本身有一

定的经济条件支撑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活动，也可能是

从事着其他的工作来获取资金以支持自身的艺术创作

和艺术活动，但由于艺术品的创作也是需要很多时间

和精力的，所以这一类艺术工作者，更偏向于教师、

医生等自由支配时间相对较多的职业，也可能更偏向

于不太有威望的工作，这样能花费更少的注意力。 

为自己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艺术家可以独立于

他们艺术表现形式的现行分配系统：他们根本不需要

为了获得金钱回报而去分配自己的作品。[2]某一些可

以充分脱离艺术界的创作者，几乎可以忽略掉分配系

统的限制，没有了分配系统的限制，他们的创作可以

更加自由，更加随心所欲，不用太考虑受众的需求和

喜好，但大部分的艺术家还是需要去适应艺术界的，

因为虽然依赖于自给分配系统的艺术创作者，可以自

己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分配系统

将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带到大众的面前。与专业人员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样的艺术从业者具有更多的选

择权，如果他们不愿意受到系统的限制，可以寻求其

他的途径，如果有足够的外在资源，他们甚至能够创

造出自己的分配系统。总之，自给的分配系统给予了

艺术家们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不必为了分配而创作，

这些艺术创作者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观念等因素

有选择地参与到现行分配系统，创作、展示、出售自

己的作品，如果一个现行的分配系统拒绝分配他们的

作品，这些艺术创作者们就会组织一个自给的替代系

统来处理他们的作品，比如商业出版社拒绝出版的书

籍，可以由创作者自己提供费用进行自费出版，由此

也表明了是否参与到现行的分配系统中是区分严肃艺

术家和业余人士的重要标志。 

3.2. 赞助：有闲与精英阶级对艺术家的资助 

赞助系统是指一些个人或组织机构会在某一时期

全额赞助艺术家的创作，在这段被赞助的时期里，艺

术家受雇佣创作有特定要求的作品，赞助人一般来自

于有闲阶级和精英阶级，他们知识渊博，可对艺术家

创作的作品进行细微的控制，也有闲暇时间深入了解

支配高雅艺术的复杂惯例。赞助人有可能是政府，可

能给艺术家固定的薪水让其为政府服务，也可能指定

艺术家创作某个公共场所需要的艺术品；赞助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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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教会，需要艺术家为教堂创作美丽的壁画，或者威

严的雕塑等等。 

艺术家想要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和最

优化的分配，无疑要取悦自己的赞助人，一旦有了赞助

人，艺术家的创作除了带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外，

更需要符合赞助人的需求和审美，所以艺术品最终呈现

出的效果与赞助人的品味、学养和财富是密不可分的,简

而言之，赞助人系统在赞助人想要和理解的东西和艺术

家创作的东西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赞助人提供资

金，选择能够提供自己所需之物的艺术家，并提出自己

的需求，艺术家就提供创意，并进行创作，所以在一个

高效的赞助系统中，赞助人和艺术家是共享惯例和美学

的，他们合作一起创作了艺术品。 

在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对十七世纪意大利绘画研究

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赞助系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而

变化，赞助人可以分为很多的类型，首先是哈斯克尔所

描述的理想赞助人，这是当代的私人赞助人，他们有钱

且慷慨，并有学识，大部分人都掌握了当代艺术的惯例

和美学，知道如何将金钱得当地投入到艺术中，教宗乌

尔班八世就是这样的一位理想赞助人，他支付的报酬很

高，且不拖欠，有良好的学识教养，能够理解当时绘画

作品中的内在含义，还能够参与到设计中去，提供自己

的想法和创意，毫无疑问，能够有一位这样的赞助者，

对于一名艺术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其次，有很多赞助人并没有体会到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

美学意义跟价值，这一类赞助人是通过赞助行为来展现

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赞助的行为使得赞助人拥

有了进入当代艺术的入场券；另外还有一种赞助人就是

政府赞助人，政府赞助人一般会因为展览和以纪念某件

事、某个时刻来赞助艺术家，要求创作能迎合大多数人

的审美，能够放在交通便利的某些重要场合的艺术作品，

在政府，许多事情都要在艺术之前进行考虑，这也让艺

术的创作有了许多的限制，而且政权的性质不同，政府

的赞助也会不一样，商业赞助人也跟此类似，但虽然有

这些限制，政府也曾造就了许多当代重要的艺术品，这

就需要一些专业的官员存在。 

3.3. 公开销售：供需关系与中间人决定中的艺
术商业模式 

第三种分配系统是公开销售，在这样的分配下艺术

家制作公开出售或公开分配的艺术品，这是一种由供需

关系与中间人决定中的艺术商业模式，这样的分配系统

遵循自由买卖的市场原则，基本运作方式如下:（1）实

际需求是将要花钱购买艺术的人造成的。（2）他们需求

的是他们在教育与经历中已会欣赏和喜爱的艺术。（3）

艺术价格伴随需求和数量的变化而变化;（4）这种系统

处理的是它可以有效分配、不会影响它自身运转的作品; 

（5）足够多的艺术家将会制作出系统可以有效分配的作

品，以使系统持续运转; （6）如果艺术家的作品是分配

系统无法或者不会处理的，他们就会寻找其他分配的途

径；否则，他们的作品将获得最小限度的分配，甚至不

被分配。[3]公开销售的分配系统是一种相对于自给和

赞助更为复杂的分配系统，在这样的分配系统中，艺

术品被当做是一种投资的对象，艺术品的价格则是由

供需关系来决定的，分配系统则是由中间人来进行运

作，艺术家制作出用以进行公开销售的艺术品，中间

人负责组织运行机构，向有能力购买这些艺术品的人

提供渠道，公众支付金钱来购买这些艺术品，回报艺

术家们和中间人在作品创作及作品宣传等方面中所投

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也可以获取更多的时间金钱

来进行创作出新的艺术品。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将这

种分配系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画廊

—商人系统或经理人系统，二是大规模的文化产业系

统。 

一个画廊一般包含着：一个商人，他一般拥有着

一个用以展示艺术品的固定的场所，经常专营着一种

风格和派别的艺术作品；一群艺术家，他们制作用以

公开销售的艺术品；一群买家，定期购买提供经济支

持；一个或多个批评家及一群画廊参观者，他们都会

对画廊起着至关重要的宣传作用，使更多的人对画廊

的艺术作品产生兴趣，扩大画廊的市场。在这样的分

配系统里，商人、批评家以及收藏者在对艺术品的价

值以及如何欣赏艺术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而

这种价值的共识包括了美学上的价值以及艺术作品经

济上的价值：美学上的价值与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

创作能力和风格，艺术品的主题、形式、意义，以及

观众鉴赏能力与趣味密切相关，可以增强大众对画廊

艺术品的兴趣，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些艺术品。艺术

家创作艺术品，商人安排展览，批评家解释分析艺术

品，收藏家和买家购买艺术品，形成一个完整的分配

系统；现在，艺术品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资方

式，合理选择艺术品投资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艺术

品的经济价值受到然后向顾客解释被选中的作品具有

独特的艺术价值，最后还需要做广告、营销、展演，

确保稳定的利润许多方面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艺术品

有经济价值，分配系统的一些工作就是直接处理由此

引发的问题，比如确定公开销售的艺术品的真实性，

有些艺术作品的作者已经过世或者不记得自己是否创

作过，真实性的问题就十分关键，在这样的情况下，

专家和商家需要合作，用艺术史研究方法来确定具体

作品的真伪，用美学方法决定艺术家、作品和整个派

别的相对价值，[5]然后大众展示出被这些被分配的艺

术品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并为了推广这些艺术品进行

广告营销及展示等等，确保能够从中获得金钱回报。

商人系统与博物馆机制是关系紧密的，优秀的艺术品

最终会储藏在博物馆内，而这些艺术品在最开始是通

过商人开始流通的。 

文化产业与规模相对较小的画廊—商人系统或经

理人系统有所不同，在当代社会中，最典型的文化产

业是图书出版行业、唱片业、电影工业以及广播与电

视行业。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产业是近来才有的，是科

技的进步使它们大部分成为了可能，同时在这样的分

配系统中，观众是不可预测的，创作者与分配艺术品

的人都没有与观众有真正的联系，艺术家无法确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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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购买艺术品，在什么情况下消费艺术品，以及会有什

么效果，这样的分配系统是通过文化产业经理人与艺术

家之间的互动来影响艺术品的；文化产业分配系统运用

可机械复制的技术来进行艺术品的复制生产和大规模的

分配，这样的操作造就了多少标准化的产品，而标准化

的存在，也使得没有显现出这些标准的作品显得业余。 

4.艺术分配中的惯例的遵循与打破 

正是由于创作者、分配者、接受者、艺术品以及社

会之间有序的符号互动，从而构成了艺术界的惯例与协

商秩序，惯例确保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简单、 持续、高效; 

协商则使艺术界改变分工与合作的模式成为可能。[5]艺

术界的惯例是创作者、分配者、接受者、艺术品以及社

会之间有序合作的基础，但是当现有惯例不再适应于艺

术界的发展时，原有的惯例就会被打破，新的惯例会取

代旧的，这些惯例包括了艺术惯例和合作惯例，艺术惯

例是指创作者会在作品中表达情绪时使用一些惯例的手

法及技巧，通过这些手法和技巧来尽可能使接受者能最

大限度地感受到创作者的意图和想要表达的情感，合作

惯例是指艺术创作者要使用合适的材料和尺寸等，在接

受艺术品进入分配系统时要考虑到社会规则和行业标

准。   

合作惯例的改变是艺术分配惯例被打破的重要方

式，对于艺术分配惯例的打破方式包括分配手段和分配

途径的改变。跨界合作的模式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艺

术分配与商业中心的合作等等，这就是打破了原有的分

配手段，拉近了接受者与作品的之间的距离，也重建了

艺术分配者的形象，同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也推进了艺术分配惯例的不断更新，比如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使得许多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能在各大 APP

上收听观看等等，科技的进步为艺术分配所带来的影响

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打破更

新过程中，带给了接受者全新的艺术体验与感知，艺术

分配者与艺术创作者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艺术创作

者也可以是分配者。 

5.结论 

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界，使得艺术作品成为

集体性的作品，在社会进程中完成，在艺术分配系统里，

创作者、分配者、接受者、艺术品以及社会在其它要素

互动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形象的认知与塑造，为自我和艺

术贴上标签，艺术分配中的惯例的遵循与打破，也使得

艺术界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

展，也为艺术界的分配系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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