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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学识渊博、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因此,探究华岗元素的开发活化情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本论文主要以山东
省和浙江省两个华岗元素的主要集中地进行探究,让华岗的思想及其成就可以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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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ctivation of elements in Hua Gang
Yingqi Jiang
Q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Huagang is not only a time-tested loyal proletarian fighter, but also a propagandist of Marxist theory
and a knowledgeable and influential scholar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for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activation of Huagang elem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in concentration of
Huagang elem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so that Huagang’s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s
can have lasting c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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