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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刘建军　彭　蓉

摘　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内涵和价

值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的社会革命事业需要革命文

化。但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变化，革命文化日益面临着“失语”境地，革命文化“过

时论”等错误思潮甚嚣尘上。因此，我们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去审视革命文化的时

代境遇问题。实际上，革命文化已经成为继古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的又一近代文化传

统，即革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被写入党的十九

大报告，成为处理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与当代问题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因而也适用于革命文

化。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要

求，对革命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再创造，将革命文化的精神文化标识提炼出来，进行革命文

化宣传教育的话语转化，借助新媒体对革命文化进行立体呈现，以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

提升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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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1]。在此，党中央首次以党代会报告的形

式，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文件。由

此，“两创”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的一般性原则。“二为”和“双百”提出时间较早

且已为人熟知。“两创”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针对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时代课题被提

出来的。它旨在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当代

问题。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

传统：自古以来的中华优秀传统和近代以来的革命

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处

理好与这两种传统的关系。学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两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是非常必要

的。但对如何处理好与革命文化关系的研究却相对

较少。无论是从理论研究来讲，还是从实践操作上

讲，革命文化的时代转化和发展都已成为一个绕不

开的显性问题。“两创”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

题的思路和方案。

一、“两创”原则的提出、意义与使

用范围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

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鉴别、有扬弃地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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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

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在此，习近平

首次提出了“两创”，并且认为要妥善处理好“继

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一

关系的着力点则是在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首次向国际社会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两创”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善于将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融

相通，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这一时代任务。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论及了“两

创”。党的十九大将“两创”原则首次写入党的报

告中，并且将它与“二为”和“双百”方针并列。

由此，“两创”被提升至治国理政的高度，被当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性原则要求，

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时代的变化为“两创”原则的提出提供了现实

基础和要求。文化，从本质上讲，属于社会意识，

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

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决定的。就“两创”的

内涵来讲，“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

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

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

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

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其核

心意蕴就是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一种文化

的内涵和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对其进行再

创造，使之符合现实的社会发展要求。其问题在于

文化的发展必须适应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要随着时

代变更而进行相应的转化和创新，它处理的实际上

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与当代的问题。由此，就出

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创”原则的使用范围问

题。它能否从处理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原则上升为一

般性的处理文化传统与当代的原则？ 
实际上，在此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

概念或者范畴提出的领域是否就完全等于它最终所

能适用的领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无论是从

我们的现实生活来看，还是理论研究来看，都存在

着大量例子证明一个概念和范畴的适用范围与其最

初被提出的领域存在差距的情况。也就是说，随着

实践和概念研究的推进，一个概念和范畴通常会获

得更为广泛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我们经常会碰到这

种情况。例如，“二为”方针最初是针对革命文艺

提出来的；“双百”方针最初仅仅是针对戏曲和学

术发展提出来的；“三个面向”最初仅仅是针对教

育事业的发展提出来的。但是这些概念最终都超越

了原初提出时的适用范围，而获得了一般性的适用

范围，成为一般性的原则。如此不胜枚举。这实际

上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中遇到的概念的广义和狭义问

题。“从产生的过程和机制看，具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先有狭义，后来推广到广义；另一种是先有广

义，后来逐步落定于狭义。”[4]显然，在这里“两

创”原则属于第一种情况。“两创”原则是针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来的，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

是狭义的。那么，“两创”是否也能超越特殊而成

为处理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与当代关系问题的一般

性原则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两创”进

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

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

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

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5]。一定的

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政

治和经济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

的变化，相应的文化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性

质和发展方向取决于现时经济、社会和发展的现实

状况。“两创”原则正是基于这一点被提出来的，

因而具有科学性，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我们完

全可以将“两创”原则作为处理文化发展过程中传

统与当代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

二、“两创”原则于革命文化的适用性

从我国文化的发展大致脉络来看，依次产生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吸收这三种文化

精神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得以生成。这三种文化形态

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同时也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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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发展

的传统和当代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性质的实

质性变革。按照不同的标准，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不

同的类别。按照以往的大历史划分方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属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则相应地属于当代文化。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分类方式。此外，一部分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认为革命文化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只不过它是

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

正如我们可以用“大文化观”和“小文化观”

两种视角去理解“文化”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大

传统观”和“小传统观”这两种视角去审视“传

统”。我们可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央的

政策文件和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找到依据。

首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使用过两

个传统的说法。例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继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

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6]； 胡锦涛曾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要求文艺工作者“正确

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7]。

如此不胜枚举。其次，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发展的政

策文件中也明确采用两个“传统”的说法。例如，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要“弘扬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 
统”[8]。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中也包含了大量革命文化传承和革命文物保

护等相关内容的论述。最后，学界不乏持两种传统

说法的专家学者。例如，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就认

为：“在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正

确的传统观，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中华民族以

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一种文化传统；另一个是中国民

主革命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过程

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9]由此，我们可以合理

地认为：从“小传统观”的角度来讲，我国的传统

文化特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大传统观”的角

度来讲，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还包括革命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采用

“革命传统”这一说法的原因之一。因为革命文化

因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和特定内涵，已经在时间和实

践中沉淀为一种传统。由是观之，在今后文化发展

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处理好现时文化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其与革命文

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前一种关系，我们的研究和讨

论相对比较充分，而对后一种关系则关注较少。目

前，对于革命文化的态度仅仅停留于“传承”二字

上，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作为一种产生于革命战

争年代同时又兼具时代价值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

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如何与现实文化相适

应？这就出现了革命文化的时代化传承和发展问

题，也即革命文化的“两创”问题。

探求革命文化的“两创”问题，首先需要对革

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学界关于

革命文化的概念莫衷一是，认为革命文化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还未形成公认的学理概念，但也达成了

一定的共识。学界普遍认为，革命文化的产生与近

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先进

分子的参与有关；革命文化在当下依然具有党建、

资政、强军和育人价值。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

“革命文化”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

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即革命文化进行了集中阐释。由是观之，我们不能

将革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无限放大，否则，将失去

革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意义。如果将革

命文化的概念泛化，认为革命文化形成于革命、建

设、改革中，那么革命文化就成了一种一直没有成

型的文化，更无须谈及革命文化的独特地位，也不

能从理论上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分

开，反而会模糊二者界限，混为一谈。这不仅会产

生概念和理论上的混乱，而且还会抹杀这两种文化

自身内在特有的属性。实际上，我们应该将革命文

化的形成和它的时代发展区分开，将革命文化与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适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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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革命文化？从形成来讲，革命文

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其

间，革命文化不仅得以孕育而且已经形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孕育了成熟完备的革命文化。这种文化形

态是很完整、很典型的，具有独特地位。从内容构

成讲，革命文化包括革命理论、革命文物、革命精

神等，是理论、器物、制度和精神的综合统一体，

并且革命精神是其精髓和核心。从性质上讲，革命

文化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

先进的文化。从功能上讲，“在革命战争年代，文

化直接配合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是一大特点，从这

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化主要表现为对革命思想和革

命运动的宣传”[10]。革命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

了启发和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发挥了

重要的信仰支撑和精神动力作用，加速和促成了革

命的成功。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革命文化在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

展，得到了时代延伸。

革命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它是一

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

即便如此，革命文化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

和发挥作用，必然不能原封不动。换言之，多方面

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对革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首先，革命文化的特质和现实社会的发展需

要共同决定了我们要对其转化和发展。一方面，它

虽然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但其中蕴含的崇高的理

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时俱进的品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具有永恒价

值。邓小平就曾经明确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

发扬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

其产生背景和时代使命的特殊性，革命文化带有鲜

明的阶级斗争印记。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朝着实现“两个一百

年”的目标奋斗。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建设都要围

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因而，对于革命文化，我

们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拿来”和套用，而是要扬

弃符合当时社会需要但是已经不符合现时代需要的

部分内容，保留、继承和发扬那些对当今依然有借

鉴意义的元素，结合新时代的现实要求对其进行转

化和发展。其次，完成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要求我

们对革命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革命文化，尤其是

革命精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和道德财富，有着重要

的育人价值。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诸多文件中都规定了要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

育、共产主义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红色基因

教育等。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思

想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对革命文化的

精神实质进行时代性解读和阐述，如此才能增强革

命精神文化的现实感，增强学生对革命文化的亲近

感和认同感，在心理上接受和认同革命文化，使革

命文化真正入脑、入心，并且在实践中传承革命文

化。最后，受众的心理感受决定了我们要对革命文

化进行转化和发展。从现实人们的心理和对革命文

化的认知状况来看，人们对革命和革命文化的认知

大多还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文化和精神“过

时论”“无用论”等错误思潮依然存在并且有着不

小的影响。在社会革命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之前，

人们对革命和革命文化还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是

拒斥和反对。一些人谈革命色变，对革命有着一种

本能的拒斥、疏离、逃避。革命文化作为一种集体

记忆日渐式微。鉴于此，我们要引导人民群众用发

展的观点和积极的态度去理解革命、去了解革命、

去接纳革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科学性和价值

性，从而认同蕴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的文

化和精神。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赋

予革命和革命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概言之，革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近代以来的文

化传统。无论是从革命文化自身的存续和价值的发

挥来讲，还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讲，

从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来讲，抑或是从受众的

心理来讲，我们都需要对革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三、革命文化“两创”的基本路径

顾名思义，革命文化的“两创”就是指要结合

新时代的特点将革命文化中依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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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旧的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达

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要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对革命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拓展和完善，增强其

影响力和感召力。其本质是对革命文化进行时代化

阐释和更新，是一个转化和生成并重的过程。二者

都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大前提和大背景

的。革命文化“两创”的实质是对革命文化进行更

新再创造，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散发强大的号

召力和感召力，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发挥其在治国

理政、党的建设、文化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方面

的价值和作用，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服务。

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辩证

统一的。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很多创新性的发展成果最初是从转化开

始的；革命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和动力，新的发展成果又可以为“转化”提供指引

和导向。同时，二者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创造性

转化侧重于对革命文化中已有的元素进行时代化阐

释，意味着从旧到新、推陈出新；创新性发展则意

味着根据时代条件对革命文化进行补充、拓展和完

善，进行再生、再创造，意味着“从一到多”“从

无到有”。

就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言，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要将革命文化的精神文化标识提炼出

来。对革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具有整体意识，从总体上去把握。除了要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

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外，还要从革命文化自身

入手，挖掘和阐释革命文化的内核。从现实的生活

经验来看，当我们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

就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仁义礼智信”，说出“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等传统。而当我们被问及什么是

革命文化、它的内核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却

很难从容应答。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革命文

化的内核实际上还没有被提炼出来。我们很难用三

言两语向人们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文化。从宣传教育

的一般规律来讲，要尽量做到全面而简明，这样才

能更易于被受众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要求：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1]革命文化也是

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要致力于将革命文化的精神

标识和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研究者们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对革命文化

的内核进行探索、凝练和总结。因此，学界同仁应

该重视这一问题，自觉研究和归纳革命文化的内

核，经过不断研究，逐步达成共识，最终将革命文

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以提升革命文化的社会认

同度、增强其影响力。

其二，要进行革命文化教育宣传的话语转化。

要用人民群众乐意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革命文化

的宣传和教育。要对蕴含在革命文化中的精神特质

进行时代化解读，注入新的内涵，以增强革命文化

的时代感，拉近人民群众与革命文化精神的距离。

毛泽东曾强调：“革命的文化不接近民众，就是

‘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到此

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

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

泉。”[12]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弘扬革命文化依然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要真正使人们发自内心亲近和接

纳革命文化，就要把握受众心理和需要，必须进行

文字和话语上的改革，必须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从而拉近革命文化与人民群众的距

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

表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了

革命文化尤其是革命精神，并且对这些文化和精神

用新的话语进行了新的阐释。例如，他用“初心”

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用“革命理想高于

天”、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去阐述革命理想

的重要性和意义；用“教科书”“营养剂”和“清

醒剂”比喻革命历史的价值；用“红色基因”对党

和国家历史上的光荣传统进行形象化概括；在今年

的两会期间，他又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这些

新的提法和话语实际上是对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理想

信念等内容进行了时代化、形象化和大众化的转

化，用人民群众愿听爱听的语言讲述革命文化，使

革命文化重回大众视野，是革命文化话语转型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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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借助新媒体对革命文化进行立体呈

现。无论是内容转化，还是话语转化，都需要一定

的形式呈现出来。形式转化，主要是指运用互联

网、VR（虚拟现实）、AR等新媒体技术和文学艺

术等载体对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进行生动形象的呈

现，使革命文化变得可读、可听、可视、可感、可

亲、可爱、可信，增强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的体验

感。当前，一些红色网站、网上博物馆和陈列馆等

都是运用现代科技呈现革命文化。例如，2017年10
月17日，光明日报推出了一款名为《我的红色气

质》的H5融媒产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

播红色文化。网友通过上传自己的照片，就可以自

动生成一幅专属的个性化红色文化画像。每个场景

都有配图文字，这些文字对仗工整、内涵丰富，从

不同侧面展示了革命精神的内涵，引发了大批网民

关注，有效地传播了党的革命历史、文化和精神。

再比如，2019年5月18日，陕西“互联网+革命文

物”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运营，这是全国首个5G 革
命文化教育平台。该平台利用了全新的革命文物展

示体系，提供革命文物的全息影像欣赏，为观众提

供浸入式体验，有身临其境之感。还有许多高校和

科研机构相继研发了新媒体与革命文化结合的新技

术。如此不胜枚举。这些实践都是新时代革命文化

的时代呈现的具体事例，具有很强的参考、借鉴和

推广价值。

相较于创造性转化而言，革命文化的创新性

发展问题就显得比较抽象和难以把握，是一个总体

性问题。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对革命文化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创新

性发展。例如，就革命理论的创新而言，习近平创

造性地提出了“伟大斗争”这一术语，意在表达在

新时代要与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

矛盾进行斗争的思想，号召全党发扬斗争精神、提

高斗争本领，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提出了“97年
来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概念，将中国的革命、建

设、改革都放在社会革命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是一

种全新的中国化的社会革命观；提出了“两个革命

论”，使得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革命性有

了更深刻认知；他还重提共产党人是“革命者”这

一概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发扬斗争精

神和革命精神；再比如，就革命精神的创新而言，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苏区精神等在内的革命

精神概念，并对这些精神的内涵加以概括提炼，实

现了革命精神形态在概念上的从无到有；他还对井

冈山精神、焦裕禄精神、长征精神等的内涵进行了

拓展和完善；对李大钊、邓小平、朱德、胡耀邦、

万里、刘华清等老一辈革命家精神进行了提炼和概

括。这些提炼和概括丰富了革命精神谱系，推动了

革命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创新性发展。概言之，革

命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就是面向新时代，要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党领导人民群众

正在进行的奋斗中，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获得

灵感、不断汲取创新的素材，还要依靠人民群众来

创造新时代的革命文化。

总之，革命文化的“两创”问题是一个新兴命

题，在实践操作层面是一项系统工程。推动革命文

化的时代转换和发展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在理论研

究、制度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本文只

是一个尝试性探索，提出这个问题，以抛砖引玉。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

物，并且二者对于现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

言都属于传统的范畴，因而对革命文化进行“两

创”也要善于借鉴吸收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两

创”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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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Liu Jianjun    Peng Rong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with unique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social revolutionary cause nee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facing the "aphasia" situ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utdated theory" and other erroneous 

thoughts are rampant. Therefore, we need to examine the existen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ac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has become another modern cultural tradition after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traditi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here in after referred to as 

“two creations”) was written into the Party’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and became a general guiding principle for dealing with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us applicable to revolutionary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in line with new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and 

realistic requirements ,re-creat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refine the spiritual mark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transform 

the discours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nd use the new media to presen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a multi-

level way, thus activ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enhancing the appeal and influ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new 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