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格斯与《共产主义原理》
——写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下）

理论·学习05 2020年11月29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奉清清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文选德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原理》
中阐明的基本原理，合作写成《共产党宣言》，
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唯物
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统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
基本规律，说明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决定性作用，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
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伟大
思想，是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纲领性文献。然
而，《共产党宣言》也是在坚持吸收《共产主义原
理》的基本内容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在这里，我们只要把《共产主义原理》和《共
产党宣言》两相对照，就可以得知：二者除了其形
式不同，即《共产主义原理》是问答式，《共产党宣
言》是宣言式以外，其余一切如著作的基本框架、
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及其内容编排、表述方式等
都是基本一致的。当然，作为由共产主义者同盟
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供发表的纲领”
的《共产党宣言》，在整个内容的谋篇布局上应该
说更为合理、更为科学、更具逻辑性和完整感；在
对一些基本思想原理的阐发论证上则更为严谨、
缜密和准确，更有理论性和真理性；而在文字表
述上，也是显得更加生动活泼，更加文雅流畅，极
具文学色彩和感染力。

《共产主义原理》是一部成熟的科学社会主
义的基本著作。一开头，“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
产主义？答：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
学说。”恩格斯开宗明义的一问一答，其实是恩格
斯给作为整个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
主义所下的一个最经典的定义。这个“定义”无论
从思想学说和思想理论、从社会形态和社会制
度，还是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运动来说，都
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品格；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恩格
斯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明确了恩格斯的思想学说是科学共产主义的
真理，肯定了恩格斯所从事的事业是共产主义革
命事业。而且这个“定义”和《共产党宣言》导语中
关于“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
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
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的召示；以及《共产党宣言》结语中关于“共产党
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
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
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
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号召，都是相互呼
应的。实际上，这个“定义”也是《共产主义原理》
的总纲，几乎已经包含了《共产主义原理》中其余
24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所有内容。

《共产主义原理》中对第二个问题到第十一
个问题的回答，叙述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过
程和工人运动兴起、发展的历史前提，提出了工
人运动的目的及其历史使命。比如对于“什么是
无产阶级”，恩格斯在对多个问题的回答中明确
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出
卖劳动’等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使
用的，后来他们都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
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引

者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
料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不是一向就有的”，

“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
于世界各文明国家”。这个“完全没有财产的阶
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作
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而“在所有文明国家里
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
生活资料的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
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在这里，恩格斯在
回答了无产者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
产者和资产者怎样占有无产者的剩余价值，以及
工业革命前都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和
手工业者、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的问题以后，还较为详细地回答了工业革命和社
会划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以后产生了什么结果
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大工业便于把世界各国人
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
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
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
各国”。“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努力
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
级”，而“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
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恩格斯
还说，“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阶
级的人数就越多。”“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
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
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
会革命”，“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
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共产主义原理》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个问题，
主要是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内在
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
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说，“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
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
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这种基
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自由竞争，也
必然“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并且导致所
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这也就使得工业生产

“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给工
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
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但是“竞争和个人
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
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所带来的
自由竞争和商业危机“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
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所以，“大工业
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
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
一切生活必需品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
部力量和才能”。“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⑴
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
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⑵通过建立新的社
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恩格斯的这些深刻分析和详尽论述，实际上揭示
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
发展规律。

《共产主义原理》中从第十四到第二十个问
题，则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和要求，就
是要废除私有制以及废除私有制的途径，预言和
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手段、途径和共
产主义新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共
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
主要要求”，并且认为“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
的”，“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
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
短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
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
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
就愈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
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
能驾驭的程度，以致常引起社会制度的极其剧烈
的震荡。只有通过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
完全必要”。恩格斯还说，“不能一下子”，“也不能
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因
为“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
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
情况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还相信无产阶级的革
命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为了这
个目的，恩格斯还总结出了“现在已经产生出来
的最主要的措施”，或说步骤一共有12 条。这12
条最主要的措施和《共产党宣言》中所列举的10
个手段内容基本相同。当然，在这个新社会里，

“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
“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
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
展的才能”，“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在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恩格斯还有几个很重
要的论述。一是民主制度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这二者的关系。对此，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
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
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也就表明了无产阶级的政
治统治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无产阶级的政治
统治形式不只是一种形式。二是和马克思一样，恩
格斯也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
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有可能胜利，而不可能在
单个国家获胜的“一国胜利论”的思想。不过在这
以后，他们都再没有提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时
发生的设想。且这个设想后被列宁在帝国主义时
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国
可以首先获胜”的结论所取代。三是在恩格斯那
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共同联合体”，
在这个共同联合体内，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地和有
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所
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
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
对立；通过消灭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
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制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
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这也就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为我们描绘

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美好图案。
以上《共产主义原理》中从第二个问题到第

二十个问题，恩格斯所回答的所有内容，在《共产
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第二章“无产
者和共产党人”这两个章节中，都有更进一步的
全面系统科学准确的阐发和论述，并且对共产主
义基本原理的一些表述，也都和《共产主义原理》
中的答案基本相同。

《共产主义原理》中从第二十一个问题到第
二十五个问题，主要是回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
家庭、对现有民族、对现有宗教的看法，以及共产
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共产主义者怎样对
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对于家庭，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
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无须干预
的私人关系”，“共产主义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
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对于现有民族，恩格斯
回答说“保留原案”，即维持他在《共产主义信条
草案》中的答案，“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
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须融合在
一起，从而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
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
——而消灭一样”。对于现有宗教，恩格斯也说，

“保留原案”，亦即维持他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中的答案，“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
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
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历史发展
阶段”。

属于这种“保留原案”情况的，在《共产主义
原理》中还有第九个问题，即无产者和手工业者
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
原理》的手稿中，既没有“保留原案”的字样，也没
有答案，而是留下半页空白。但在“1847年6月9
日于伦敦”公布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此问
题被列为“第十二个问题”，且有详细的答案。

对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以及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的问
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二十四个问题
和第二十五个问题也作了回答。恩格斯把当时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即“第一类是封
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
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第二类
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
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最后，第
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民主主义的
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在许多
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有时尽可能和他
们采取共同政策和共同行动，但“并不排除讨论存
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在这
里，恩格斯的分类虽然是简单的，但和《共产党宣
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所述
内容还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共产党宣言》也是分
为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的，即“1. 反动的社会主
义”，其中包括“（甲）封建的社会主义”，“（乙）小资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丙）德国的‘真正的’社会
主义”；“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3.批

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见《共产党
宣言》中对分类的表述更为具体更为科学。

对于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恩格斯的回答是，“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
度”，并且告诉“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
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
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
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把它推翻”，“不要跟着
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
胜利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的花言巧语”，
只有“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
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
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
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
样”。恩格斯所论述的这些内容和《共产党宣言》
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的
内容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就在 184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恩格斯完成
《共产主义原理》的写作后，即刻在1847年11月
至1848年1月的短暂时间里，又和马克思一道顺
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诞生的伟大著作的写作任务。《共产党宣言》是第
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它进一步
系统而科学地，严谨而完整地论证和表述了恩格
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全部重要理论观点。

《共产党宣言》原本是用德文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起草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开始曾名为《共产主
义宣言》，后在1848年2月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
出版时才正式更名为《共产党宣言》。开始，各种
版本都没有作者署名，直到 1850 年英国宪章派
机关刊物《红色共产党人》杂志刊载《共产党宣
言》的第一个英译文本时，该杂志编辑乔·哈尼才
在序言中第一个标明了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
名字。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
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
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
纲领”。《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开辟了人类历史的
新纪元。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两个月的时间
内就能完成这样一部“永远值得一读”的伟大经
典，这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有着密切关
联，因为《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党宣言》提供了
十分成熟的思想理论资料和著作蓝本，应该说

《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
上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完全坚持了《共
产主义原理》中阐明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对于恩格斯来说，1847年是一个
值得永远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恩格斯起草的《共
产主义信条草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
大会上得以通过，这一年，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
义原理》成为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这一
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
言》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的
写作，从此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了，“马恩”也就
成为永远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至少21次单独或与马克思并列
提到恩格斯的名字，多次引用恩格斯的有关论
述，并且在讲话结束时还说，“恩格斯说：只要进
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
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
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他的名字和事业都将
永垂不朽！

邢鹏飞

作为马克思最亲密战友，无产阶级的伟大导
师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他不仅以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以其伟大人格为全世界
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在恩格斯
诞辰200周年之际，缅怀他的思想理论和伟大精
神，要从五个方面向他学习。

学习他胸怀世界、造福人类的崇高理想。由于
从曾祖父开始就积累下的雄厚家庭产业和物质财
富，恩格斯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哥”。但在英国曼
彻斯特的经商生活，使恩格斯深切地了解了资产阶
级的贪婪残酷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在世界观和
政治立场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放弃了唾手可
得的资产阶级富贵和安宁，宁愿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哺育着工人运动。从恩格斯的思维开始勤奋地
思索、脚踏实地的实践探索，到他伟大丰富多彩的
一生结束，他始终深沉地同情被压迫者的苦难，坚
定共产主义信念，全部思想和实践都属于劳动人
民，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

学习他探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恩格斯
从上中学起就向往自由并不懈地追求真理。19岁
的恩格斯明确讲到：“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仅
仅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纵观恩格斯的一生，
他博览群书，忘我工作。他精通哲学、经济学、军事
科学、语言学、数学、化学等各种学科，能熟练使用

10余种语言发表演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更
是包含着恩格斯独立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言，马克
思和恩格斯“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
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在探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道路上，恩格斯遭遇过各种政治压迫、思想钳制和
物质诱惑，但这并不能阻挡他追求真理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
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
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学习他勇于实践、永不退缩的战斗精神。与
人类社会以往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虚假理论
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真正站在人民群众
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之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
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建立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恩格斯眼里，他的毕
生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为此，他不断投
身革命实践，即使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也毫不退
却。恩格斯说“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其
实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
效地进行斗争。古稀之年，恩格斯依然发出豪迈的
誓言：“只要我还有一分力量，我就要坚定不移地
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一切都是源于他
对人民的情怀、对革命的热情、对信念的笃守。即
使到了晚年，复杂的形势、政治迫害、过度操劳、
病痛折磨，都根本无法阻挡恩格斯追求真理的战
斗脚步，改变不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定
地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

学习他重情重义、淡泊名利的光辉人格。恩
格斯谦虚恭让，重情重义，淡泊名利。他总是把自
己的位置放在挚友马克思的后面，把自己看作是
马克思的助手，尽力拉好“第二小提琴”。恩格斯
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理论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并
解释说：“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
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
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这其实
是一种谦让。列宁感慨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
常动人的友谊故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超
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恩格斯淡泊名利，为天才的朋友马克思建立了一
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
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学习他热爱生活、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作
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跌宕起伏的人生，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恩格斯一定
非常严肃，生活缺少轻松欢乐的氛围。其实不然，
恩格斯也像凡人一样的生活。在火热的革命斗争
之余，恩格斯拥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生活绚丽多
姿。恩格斯喜欢文学，爱好音乐，喜好各种体育运
动，喜欢旅行，爱交朋友。恩格斯的人情、亲情、友
情和爱情都呈现得十分浓烈，而又处理得非常适
度。热爱生活、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无疑对恩格
斯保持蓬勃向上的心理状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
的精力有着极大的作用，年逾古稀依然充满青春的
力量。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青年路径研究”（18CKS056）阶段性成果）

向恩格斯学习
杨怀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
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高等院校如何深化产教
融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新形势下维
护国家安全，推动创新转型发展的新课题。

以增强高校科技创新活力为基，提升技术
供给质量。聚焦需求调优学科。瞄准国家急需
的科技前沿、关键领域，深入实施高等院校强
基计划，提升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能力，
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深化课程体系及教学
内容改革，持续改进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方
式，着力提升教学质量。聚焦创新育好人才。建
立“卡脖子”技术人才需求清单，围绕主导产
业，充分依托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着力培育
一大批懂技术、肯钻研的本土化高素质应用技
术人才。聚焦实践推进合作。建立“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校企
合作办学体制机制，通过共建校内、校外实践
基地，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共同论证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共建实践教学
基地、共同指导学生、共同开发项目等多种形
式，实现互补共赢。

以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为本，提高供需耦合
程度。紧跟产业新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需求
导向，面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健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供
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紧密对接，不断提高应
用型、专业型、本地需要型人才的培养比重。开
辟对接新渠道。利用“互联网+”，建立产教融合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将政府产业政策、产业技
术需要、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人才供给等信息
融合起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突出问题，为
产教有机对接、深度融合开辟新渠道。探索合
作新路子。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
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整合高校相关院系、
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瓶颈，聚焦优势和新兴产业链开展协同创新，
共建区块链技术应用研发、农业机械、生态修
复、乡村振兴等更多国省重点实验室、产业创
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

以健全产教融合机制为要，推动产业创新
高质量发展。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构
建科技转移转化平台，建设省市县互通、网状
链接的科技要素交易市场。以长三角、广深港
澳科技走廊和大长沙岳麓山科创谷为重点，探
索构建“异地研发+本地孵化生产”的科技创新
成果合作新机制。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
大对重大创新成果的奖励力度，支持事业单位
科研人员与企业开展合作，支持企业采用灵活
的“双聘”制度，探索重大技术攻关奖励股权改
革，吸引优秀创新型人才共同合作进行技术攻
关。三是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围绕企业
做大做强、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加快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教融合创新平
台，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创新
协同攻关，突破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技术，打通
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和产业化链条，
实现企业经济效应和高校成才效应互利共赢。
遴选出真正高质量的产教融合项目在全国各
行业大力推广，以实现产教融合的规范化发
展。

（作者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深化产教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