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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崔利萍 1，2，阎树群 1
（1.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思政部，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化的重要论述是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拓展，这些论述始终贯穿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主线，并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价值维度，深入剖析和回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文化本
质属性；二是动力维度，阐发了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动力作用；三是实践维度，提出了保
持革命文化高度的自觉自信。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建构具有新气象和新作为的新时代政党形象，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发挥革命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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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领导

释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的相关论述，深入学习和领会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党全社

[1]

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过程中创造的，以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以崇

会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提供思想遵循和实践引领。

一、价值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革命作风和革命精神为基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运用历

本内容的新型文化形态。习近平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

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

政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革

结构性矛盾，并指出其所导致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

命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阐释、新内容，集中

化，进而围绕“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批判了劳

阐发了革命文化的本质属性、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动

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力作用、弘扬革命文化的现实路径。这些重要论述体

本矛盾。针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又提

现着习近平对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深刻体认和科学

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社会从资本的束缚中

把握。本文将从价值、动力、实践三个维度梳理和阐

解放出来，把人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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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185，让社会

伟业。”[1] 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解决人民最关切的现实

成为人的社会和人成为人自身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

利益问题展开，把“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

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践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

义，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理论。这种文化和理论在新时代的

物质需要，同时也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表现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

全体人民，让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最高位置。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

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期待

求和根本立场。
（一）坚守人民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新

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人民立场，是对“革命文化”

期待。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阐明了文化产生于

本质属性的定位。革命文化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人民的实践，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理应也是文

民主主义革命，源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

化的享受者，这是革命文化在文化主体和功能上的价

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值定位。所以，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把人民精神生活

[1]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的新期待作为文化工作的根本指针，把满足人民精神

设，仍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增进人民

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

福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价

近平强调：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

值旨归。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 革命文化所蕴含的坚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
“历史活

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道德、伟大的革命精神、感人

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

的英雄事迹，发挥着净化人们灵魂的作用，滋养并引

[3]104

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

领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革命文化是丰富人民

观点。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革

精神生活的时代强音，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武

命文化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

器”。习近平指出，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

产党创造、丰富革命文化的不变遵循。回顾新民主主

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

义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胜利，归根结底

添很多正能量”[4]。革命文化所承载的物质和精神资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领导土地改革，解决了千百年

源能够感染人、教育人，激发民众对革命文化的崇敬

来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之情，引发人民的思想同频共振。为此，要利用革命文

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调动亿万人民建设新

化资源创造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大力发

社会的劳动热情，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着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实

经济的根本目的，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回顾改革开放

现文化成果人民共有、共享的价值旨归。

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在于放弃单一的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必须坚持以人民

计划经济、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了广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

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

人民的文艺。人民的精神需求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

40年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

值，人民的精神追求指引着文化发展的价值方向。习

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参与和奋斗。

近平要求“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不能离开人

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

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习近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继

感人事迹……”[5]154。只有观照人民现实生活，表达人

续发扬革命时期“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

民真情实感，解决人民关切问题，思想深刻的文化作

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

品才能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然而受到市场逻辑逐

民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利本性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有些作品一味追求利

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

益，低俗庸俗媚俗、粗制滥造，甚至丑化英雄、歪曲历

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

史。这是对文化的亵渎，也是对人民的精神世界的污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

染。习近平提出从事文化文艺工作不仅要有精湛的

2

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专业素养，还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要“引导人

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

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

革命。”[9]526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是革命，并且具

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6]166 。革命文化记录了革

有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得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命先辈们的英雄伟业和高尚品德，是珍贵的历史文化

的根本原因。进行革命，就必须保持革命精神。习近

遗产，是文化和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如习近平所说，

平强调：
“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

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7] 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过程

题”[6]175。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启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中，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认为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已经

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为人民书写，为

完成而放弃革命精神；或者仅以经济建设为目标，将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紧紧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广大

革命简单等同于发展生产力，忽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的价值目标，背离实现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是革命文化的本质属性。

最终目标而丧失革命精神，这与其他执政党并无本质

二、动力维度：保持革命精神、
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

区别。故此，习近平明确指出，
“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
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不

语焉不详”[10]66。因而，我们要保持对党的无产阶级革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集中体现

命属性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坚定态度和执着

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政治觉悟、意志品质和革命

信念。习近平清醒和敏锐地认识到：偏离初心、丧失

风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资源。习近平居

革命属性、消解革命精神的结果“不仅是政党政治制

安思危，提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必

度的颠覆，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复存在，整个社会

须保持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神。

革命精神荡然无存”[11]，因此，作为革命党必须保持

（一）革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
的深层动力

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
和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

不忘初心的自我革命是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集

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

中表现，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还要进行彻底的

[7]

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保持昂扬的革命

自我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彻底的革命精神不仅表现在

精神和革命斗志是新时代不忘初心进行伟大社会革

对客观世界的革命，还表现在革命者对自身的革命。

命的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

毛泽东曾说：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

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终极奋斗目标。中国

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

共产党以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新

来。”[12]1004-1005习近平也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

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中国共产党发

识，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展壮大的历程就是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不断进

[8]1438

。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中国

行自我革命的过程。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挑战”和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

“四种危险”，习近平秉承“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逻辑，

步”

[8]1438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

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敢于刀刃向内，敢于

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夺取政权属于政治革命的范

刮骨疗毒，以此来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畴，政治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并不是革命

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针对“四风”、腐败等消解革命精

的全部内容和形式。革命还包括在经济基础、思想文

神的问题，坚持“零容忍”，高悬反腐利剑。新时代只

化等领域的社会革命，如果把革命只作政治革命来理

有以最严厉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管党治党，才能使中

解，就会带来对革命内涵理解的偏狭。马克思认为，

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锋队的性质，保持革命的初心。

更艰苦。”

纯粹的政治革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的专制

（二）奋斗精神：中华民族复兴的恒久动力

性质，并未真正实现人民的解放。他指出：
“社会革命

奋斗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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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精神境界，更是新时代的鲜明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敢于上

特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下求索、开拓进取，树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

的历史，就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奋斗精神史。习近平指

人的雄心壮志”[14]279。这是习近平对创新精神的精辟

出，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长

诠释。发扬创新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

[1]

化创新，为改革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使中国特色社

征路”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首先，保持奋斗精神就要继续奋斗，
“就要像接
[13]146

会主义保持生机与活力，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和

。中国共产党为

担当。在理论创新方面，必须坚持理论是行动先导的

人民谋幸福、谋复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断解

科学理念。
“五位一体”总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总布

决旧矛盾，不断面对新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

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人民群众现实诉求的

代领导集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庄严承诺“我们这一

回应与解答。在制度创新方面，要大胆改革阻碍生产

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

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发

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5]36

。其次，奋斗

展的新制度，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精神表现为戮力奋斗。戮力奋斗就是党带领人民齐心

和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

协力共同奋斗，包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

成先进的制度文明，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在科

苦共同奋斗；也包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只

技创新方面，要把创新驱动作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要大家“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

牵住科技创新这个关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5]64

；

“牛鼻子”，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占

还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的自我奋斗。幸福的生活是奋斗

据主动地位。在文化创新方面，习近平指出：
“深化文

来的，个人在参与创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

化体制改革……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6]186

的美好人生。
“中国梦”离开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无从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

实现。通过奋斗把国家梦和个人梦紧紧连在一起，这

创意产品开发，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增强文化生

是新时代最有温度、最有力度的动员。最后，奋斗精神

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总之，勇于变革、敢于冲破思

表现为勇于担当，也就是面对挑战，敢于迎难而上、奋

想观念的障碍，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习近平思

力拼搏的勇气。邓小平说过，发展起来的问题比没有

想中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发展起来面临的问题更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社会

革的精神动力。

心奋斗，就一定能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

矛盾凸显期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深水区，面对改革
的艰巨任务，领导干部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实践维度：新时代保持高度的
革命文化自觉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精神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

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

完发达国家百年道路的根本动力，更是未来在新的历

程、特色和发展趋向的自我认识，文化自信则是对自

史条件下进行伟大斗争、破除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

身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所持有的信心和信念。习近平

精神力量。

对革命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觉和自信：
“历史和现实都

（三）创新精神：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

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

创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勇往直前、始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

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内在精神源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

剧。”[6]12革命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引领

“无论哪一个时期，都需要弘扬革命文化的精神内

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堪称最富创新精神的政

核，转化为社会建设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15]12。习

党。创新精神，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近平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是革命文化的精髓。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6]，反复告诫全党任何时候不能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延续创新精神的优良传
统，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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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17]，
这体现了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高度自觉。

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一）铭记革命历史：纪念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断推向前进”[20]，要求党员干部坚守真理、坚持原则、

纪念历史人物和事件、凝练革命精神形态是革命

提高人格修为、党性修养，自觉做远大理想的坚定信

文化自觉的生动写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仰者和践行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倡导全党同

最本质的特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

志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永不

特别重视对革命先辈的纪念和学习，不忘回顾先辈

变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青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为革命奋斗的人生历程，凝练和诠释先辈的精神特

未来和希望，习近平格外重视对青少年理想信念和革

质，丰富革命精神的个体形态。他以先辈的光辉事迹

命传统的教育。由于青少年处于价值观养成的重要

和崇高精神激励和锻造全党，增强党的历史责任。习

时期，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

近平指出：
“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错”[6]117。要把理想信念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心中，让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18]紧紧抓住重大革命历史

他们从小接受理想信念、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事件，首次对“红船精神”和“苏区精神”进行概括和

培养担负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使革命的事业后继有

阐释，同时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进一

人。所以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提出，
“一定

步诠释了长征精神，勉励现代人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

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路。2013年7月，习近平赴革命圣地西柏坡考察，重温

特别是在对青少年一代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21]。

毛泽东“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针对广大民众，习近平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步”[8]1438的论断，进一步阐释“两个务必”思想，告诫

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

全党“进京赶考”的任务还远未结束，必须始终保持

撑。”[6]11要在全社会开展革命文化教育，弘扬革命文

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革命历

化的精神内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

史中蕴含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信仰支撑和精神力量。革命文

精神等精神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实践历程的高度浓缩

化是培育人民思想道德的现实教材，对于培育道德情

和概括，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和

操，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道

政治优势。

德风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追忆革命志士艰苦奋

习近平倡导全社会都要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

斗、无私无畏、宁死不屈的道德情操，学习他们革命

习英雄、关爱英雄，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19]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2014年

生观、勇于奉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对大众进行道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德育化的有效手段。

保护法》，将英雄烈士的名誉、英雄烈士的有关建筑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有一支信念坚

都纳入国家法律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增设了

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作为后盾。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南京

高度重视对官兵的革命传统教育，一方面，他强调要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英雄、捍卫英雄、认

对已成为部队基层官兵主体的“80后”“90后”补好

同英雄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习近平连续参加中国纪

党史、国史、军史课，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的

念烈士日活动，出席国家公祭仪式，高规格纪念中国

前途命运，对于人民军队基因永续、根基永固、优势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向世

永存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强调对官兵进行优

界宣告了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

良作风和革命传统教育。习近平指出，部队存在的问

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对革命历史和英雄的纪念有助于

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

唤起和加强全民族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的集体记

组织纪律、思想作风”[22]250 弱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

忆，构建起对革命文化认同的正确的历史观，进而有

解决，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必须把政治工作的

利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
“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

（二）牢记革命传统：塑造新时代的红色基因

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22]251，让革命事业薪火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的本色，着力培养

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

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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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利萍，阎树群

（三）承继革命使命：铸牢革命文化自信

存在合理性日益遭到人们的质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义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解决西方现代性难题贡

[5]16

深厚的自信”

，强调“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为此，要深入到当代中国特定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

的社会实践中，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中心，着

[6]17-18

就难以深沉而执着”

。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

眼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转化。新时代，

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标识，是中国共产

坚定马克思主义自信，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人的精神坐标，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不断地提炼中国经验，构建“自我授权”的哲学社会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

科学体系，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新的文明之路。

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
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3]36中国革命是在革命文化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的重要论述从价

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

值、动力、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始终贯穿着“不忘初

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纲领、路线和政策方针决定着革

心、牢记使命”的主线。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不忘

命文化的内涵属性，革命文化又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

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之源；保持革命精神、奋斗精

界观、价值观和群众观。革命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神和创新精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动力之源；

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

坚持革命文化自觉自信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

织基础、实践基础，决定了道路的方向和性质。在革

践之源。
“革命文化是党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保持党

命文化指引下建构的国家制度，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

的革命性的重要保障。”[24]总书记这些富有洞见的重

削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制

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对革命

度，是能够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调动人的积极性

文化价值的体认和执着，进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是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

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裕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指向的是实现人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构筑当代中国

自由全面的发展，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文明。

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思想指南。此外，

铸牢革命文化的自信，从根本上讲，要坚定对马

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看，这些重要论述对于保持党

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

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

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

时代展现党的新气象和新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

[6]73

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基于劳动

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的重要论述丰富和

为原则的共产主义学说为人类走出西方现代性困境，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理论，弘扬和传承了中国

走向一种新型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

共产党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6]94-95

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无论顺

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过马克思主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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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by President Xi
CUI Li-ping1,2, YAN Shu-qun1
(1.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revolutionary culture by President Xi is an expans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exposition is weaved by the main thread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which is elabora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value dimension, which analyzes
deeply and claims that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 is people-centered. The second is power, which explains the function
in the new era in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struggle spirit, and creative spirit. The last is practice, which requires
maintaining the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revolutionary culture. The exposi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Xi Jing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obtaining wisdom and power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constructing the Party image in the new era with new look and action, strengthening the
ruling status of the Party, and promoting its leading role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Xi Jinp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value dimension; power dimension; practice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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