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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事业方面，体

现金正日爱国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我已经借多次机会强调过金正日爱国主义。然而，我

们的干部不仅对金正日爱国主义还没有深入理解，而且没

有用正确的方法论扎实地进行将金正日爱国主义体现于

实践活动的工作。 

我们强调金正日爱国主义不是要求只是把它作为口

号喊或像旗帜般举着前进，其目的在于使干部、党员和劳

动者学习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亲自做出的爱国主义的崇高

榜样，切实体现于建设富强祖国的实践活动。 

金正日同志是比谁都热爱祖国和人民，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奉献一生，建树了彪炳千古的伟大业绩

的卓绝的爱国者。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亲爱的祖国

和人民珍藏在心中。 

金正日同志看到郁郁苍苍的树林和平整得整整齐齐

的广阔大地，就展望着繁荣富强的祖国未来和我国人民世

世代代享受幸福的美好未来，情深意长地低声称它为青山、

绿野；当他出国访问时，怀念祖国和人民，感怀万千地喃

喃低叫我的祖国、我的民族。他在视察指导的路上发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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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树木的山，就感到心痛，谆谆教导说，自古说我国

是三千里锦绣江山，我们要把祖国河山建设成为劳动党时

代的锦绣河山留给后代。他看到人民军军人在部队周围的

山上种植了很多树，精心育林，就感到很高兴，高度赞许

战士们的爱国精神，授予爱国者部队称号。还有，他看到

建设得景色幽雅、杏树柿树成林的村庄和连队营房，就笑

逐颜开地称它为富有民族色彩的杏树村、柿树连。 

金正日同志从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天起，就胸怀要做

负责朝鲜革命的主人的雄心壮志，毕生奉献自己的一切保

卫社会主义祖国，使之发扬光大，不断地走为祖国和人民

献身奋斗的爱国之路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

最尖锐的较量，是史无前例的极为严峻的斗争。为了扭转

祖国面临的严酷的困难局面，保卫祖国，金正日同志走上

了你死我活的征途、艰难险阻的先军长征之路。 

从艰难的行军时期起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金正日

同志一直穿的唯一的棉衣如实地说明，他为了保卫社会主

义祖国，走了多么艰难险阻的爱国献身的道路。有一年，

他感慨万端地回顾经受严峻考验的日日夜夜时，突然谈到

了他穿的那套棉衣。那时，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套棉衣是从

金日成主席逝世后开始进行艰难的行军时候起穿的，因为

难以忘怀严峻历史，所以不脱，这套棉衣是先军革命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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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棉衣穿久了就变薄，不能御寒。但是，金正日同志心

怀保卫祖国的火热的使命感，10 多年来一直穿着这套唯一

的棉衣，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精力视察指导保卫祖国的

前哨，把战士们抱在怀里培养成为以一当百的勇士。金正日

同志冒着风雪翻越的铁岭和五圣山，冲破惊涛骇浪去视察

指导的椒岛等保卫祖国的前哨基地，是他走先军长征的道

路，为祖国献身奋斗的见证人。 

正如通过这次在金日成主席华诞一百周年之际举行

的阅兵仪式看到的，由于有了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一

个世纪以前因为军力脆弱被夺去国权的我们祖国，转变成

为具备天下无敌的军力的世界军事强国，威名四扬。每当

回顾金正日同志一身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走过来的

先军长征的时候，就对于金正日同志保卫我们国家、我们

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多么高贵和崇高这一点深思。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毕生心怀火热的爱国精神，走过艰

险道路的爱国献身的长征，使我们祖国焕然一新，缔造了

建设富强祖国的万年基石。 

在领导社会主义保卫战的严酷形势下，金正日同志大

展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宏图，英明地领导了实现这一

宏图的斗争。在金正日同志热情充沛的领导下，全国土地

被平整成为不愧为社会主义土地的沃土，很多地区建设了

自流式水渠，各地村庄转变成了社会主义仙境。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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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起了现代化的新的重工业工厂和轻工业工厂，已有的

工厂适应新世纪的要求得到改建，并到处崛起为祖国的繁

荣富强和造福子孙万代的纪念碑式创造物。 

只看带来我们朝鲜式的新世纪产业革命的 CNC 化，也

可以知道金正日同志的爱国主义达到多么高的境地。2010

年 1 月金正日同志感怀深切地回顾向对 CNC 没有正确认

识的干部热情地说明 CNC，为实现 CNC 化迈开第一步的

往事。他那天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我们祖国经受困

难和考验的时期，金正日同志对因缺粮而受苦的人民心

事重重，但为了繁荣富强的祖国的明天，将宝贵的资金

拨于 CNC 化。心里流下的不是眼泪，而是血泪，但他把

可以说是国家全部金钱的宝贵的资金拨给 CNC 化，这是

金正日同志的爱国意志所带来的大胆的决策，是最英明

的选择：不进口别国亮铮铮的机器，而要培养我国实力

以使我们祖国堂堂正正地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事

实上，没有比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培养实力更大的爱国。

只有力量强大，才能保卫祖国，才能保证子孙万代的幸

福。金正日同志每当听到歌曲《突破尖端》时，就回想

起为实现 CNC 化而走过的艰难险阻的道路和为此费尽心

思的往事流下眼泪，这个眼泪的确是令人感动的爱国的

眼泪。 

我国取得的划时代的转变和展现在强盛繁荣的先军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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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的引以自豪的现实，都是金正日同志崇高的爱国主义所

带来的宝贵结晶。 

金正日同志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火热的爱心与

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发扬的忘我的牺牲精

神，是从对本国人民的绝对信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

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出发的。离开

信任，就不会有爱心，不会有忘我的牺牲精神。只有以坚

定不移的信任为基础，才能发挥真正的、热烈的爱心，才

能发扬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金正日同志说，世上没有像

我国人民这样好的人民，始终坚信我国人民，并说看吧，

最后的胜利者是谁，他确信必将胜利的祖国的未来。由于

金正日同志像相信自己一样坚信我国人民，并坚信必将胜

利的我们祖国的未来，所以他始终具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最

热烈的爱心，为祖国和人民忘我奋斗，不断地走视察指导

之路。 

金正日同志对祖国和人民的火热的爱心与牺牲精神

又是从最崇高的使命感出发的。金正日同志将自己负责

金日成主席留下的祖国的命运、金日成主席托付给他的人

民的命运这种崇高的觉悟和使命感铭记在心。从这一崇高

使命感出发，金正日同志抱着决一死战的意志走上先军长

征之路，具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最热烈的爱心，在谋求祖国

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路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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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同志具有并付诸实践的爱国主义是不仅从它

的本质内容，而且从巨大的生命力来看只能跟金正日同志

的名字结合起来的最崇高的爱国主义。所以，我谈爱国主

义时，不是说一般的爱国主义，而是说在保卫祖国并使之

繁荣富强的路上金正日同志实实在在铭刻在心并且加以

体现的爱国主义、金正日爱国主义。 

金正日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最高精华。 

金正日爱国主义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和我国人

民的最火热的、热烈的爱心，是谋求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

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的最积极的忘我精神。金正日爱国主义

是把我们国家、我们祖国的一根草、一棵树都抱在自己的

怀里，用自己的热血温暖培育的真正的爱国主义。 

金正日爱国主义以崇高的祖国观为基础。 

金正日同志在他早年创作的经典名作《祖国的怀抱》

中说，如同阳光般明亮的祖国怀抱，是慈祥的父亲金日成

将军的怀抱，从而阐明了这样深奥的思想：对我国人民来

说，祖国就是领袖，祖国的怀抱是领袖的怀抱。祖国不是

埋下胎盘长大的单纯的故乡山川，而是有人民的真正的生

活、永远保证子孙万代幸福的地方，它是由领袖来缔造的。

人民的真正的生活和子孙万代永恒的幸福只能由真心热爱

祖国和人民，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忘我奋斗的领

袖才能创造并开花结果。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离开领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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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想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只有靠领袖才能得到保卫和

保证。因此，为了祖国献身奋斗，就等于忠于领袖，对领

袖的忠诚就是爱国心的表现、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 

金正日爱国主义是以以民为天的崇高的人民观为基

础的。 

以民为天是金正日同志毕生的座右铭。金正日同志

说，若说世上有全知全能的存在，那不是老天爷，而是人

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才有祖国，这是我们的金正日

同志的爱国信条。金正日同志的爱国的心灵里始终有人民

两个字。只要是人民所希望的，就要摘来天上的星星，在

石头上开出花来，这就是金正日同志具有的热爱人民的崇

高的思想和意志。歌曲《爱民之歌》说，把金正日同志的

业绩铺展就变成海洋，堆起来就顶天，将他一生的业绩合

起来只有人民。我每当听到这支歌时，一辈子胸怀人民的

金正日同志慈祥的面容就浮现在眼前，不禁热泪盈眶。 

金正日爱国主义由于金正日同志具有的崇高后代观，更

加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不要活在为今天的今天，要活在为明天的今天！”这

个口号概括了金正日同志的后代观。无论做什么事情，一

定要做到最好、完美无缺，虽然自己不能享福，但到了遥

远的将来为后代造福，这就是金正日同志的崇高的意志，是

他经常说的恳切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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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金正日爱国主义是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留给我国

人民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实践榜样。 

金正日爱国主义是所有爱祖国爱人民的人必不可少

的宝贵的思想精神食粮，是给所有为祖国和人民而斗争的

人带来勇气、注入斗争活力的强有力的原动力。金正日爱

国主义将是接代把我国人民培养成为真正爱国者的辉煌灯

塔、斗争和生活的罗盘。 

我们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要积极学习金正日

同志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毕生为祖国和人民日夜操

劳付出了一切的崇高爱国主义，不折不扣地、分毫不差地

体现于实践活动。 

要加强使金正日爱国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的

教育工作。 

我们要加强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使全体党员、劳动

者、人民军军人和青少年学生都清楚地认识到金正日爱国

主义的真正涵义，把它珍藏在心灵深处。 

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原理上全面而深入地进行。 

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不要喊口号式地进行，而要从原

理上全面深入地进行，以使所有党员和劳动者清楚地认识

到金正日同志的祖国观、人民观、后代观，成为像金正日

同志那样为祖国和人民忠实地服务，像为祖国和人民的未

来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而战的抗日革命先烈那样，虽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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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艰苦但为人民的愿望如花盛开的明天不惜付出爱国血汗

的真正的爱国者。 

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实践结合起来扎实地进行。 

目前，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教育工作

脱离实践活动。脱离实践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爱国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献身和投身。金正日同志说，忧

国不是爱国，光说爱国是没用的。他说，要想真正爱国，就

得抱着真诚的爱国心做爱国行动。爱国心要表现在为祖国

和人民的实践活动中。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不是用言语回

答而是挺身而出以实践回答，这才是爱国者的姿势。在任

何困难和考验面前也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一心走真正的

爱国道路的人，不折不扣地及时地认真执行祖国和人民交

给的革命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要脚踏实地，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爱国始于自己家的院子。爱

国心从对自己父母妻子的爱、对自己家乡和工作岗位的爱

发芽，进而作为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滋长起来。不爱自己的

父母妻子的人，不爱自己的家乡和工作岗位的人，就不能

热爱祖国和人民，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我们要教育

所有党员和劳动者成为从爱护自己的父母妻子开始把自己

生长的家乡和自己的工作岗位整修得令人羡慕，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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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付出诚实的汗水、舍生忘死的真

正的爱国者。 

要做好将金正日爱国主义落实于实践活动的工作。 

落实金正日爱国主义，是指切实实现金正日同志为祖

国的繁荣发展和子孙万代幸福的构想和愿望，按照金正日

同志的方式进行谋求祖国繁荣昌盛的一切工作。我们要忠

实地继承并完成金正日同志生前的构想和践行的工作，使

他的理想和愿望在这个疆土上变为现实。 

最大的爱国在于保卫祖国。由于有祖国，才有党和政

权，才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于

保卫祖国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爱国生活。站在保卫祖国的

前哨的人民军官兵要紧握革命的枪杆子，可靠地守卫祖国

的防线，后方人民则要以热诚的援军来拥护我们先军的祖

国。全体人民要重视军事，认真学习军事，一旦敌人来犯

就决然迎头痛击，为保卫祖国的圣战献出爱国忠诚。 

要使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把金正日爱国主义珍藏

在心灵深处，奋起投入争取实现我们国家、我们祖国繁荣

富强的斗争。争取祖国繁荣富强的斗争，是实现我国人民

长期愿望的豪迈的斗争，是贯彻落实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遗训的神圣的爱国斗争。我们要像解放初期响应金日成

同志的爱国号召建设了新民主朝鲜的前辈那样，像战后在

一片废墟上白手建设了人民的乐园的千里马时代英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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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成为先军时代真正的爱国者，引以自豪地建设社会主

义强盛国家。 

对由于外来势力被分割成北方和南方，长期以来经受

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我国人民来说，统一祖国是刻不

容缓的民族至高无上的任务。统一祖国就是爱国，分裂祖

国就是卖国。凡是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的人，不管他住在

北方、南方还是海外，都要遵循卓绝的爱国者金正日同志

崇高的爱祖国、爱民族的理念，果敢地奋起投入统一祖国

的正义斗争。 

可以说爱国如同宝石。宝石即使埋在地下，也不失去

光彩，同样，爱国之心虽然是不大的，但它是宝贵的，总

是高尚的。无论是谁都要把宝石般的爱国之心珍藏在怀里，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主动找有益的事情做。

要经常问自己，我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什么，振作爱国精

神。只有这样做，哪怕栽种一棵树，也会凝聚真诚的爱国

之心；在建设工地上哪怕铲起一锹土，也会流爱国的汗珠。 

在学习并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的工作中，党组织和群

众团体组织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起到自己的作用。 

现在，多谈党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党

务工作没有成为发动人民心灵深处的爱国精神的工作、依

靠人民爱国热情的工作。不论是党务工作还是群众团体工

作，都是做人的工作、为祖国和人民的工作，因此，应当



 

 12

成为培养和发扬他们爱国精神的工作。今天，在我们的党

员和劳动者中有很多不管人前人后，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

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祖国和人民工作的人。这种人都可以

说是真正的爱国者。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要珍视并高度

评价在党员和劳动者中间出现的爱国的所作所为，在全社

会掀起爱国热潮，使人人都要奋起投入爱国事业。 

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都要对金正日爱国主义教

育予以关注。在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和把它体现在实践的

工作中，尤其要提高教育部门的作用，使教育工作朝着搞

好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向进行，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密切地结合起来。 

干部要在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方面做出榜样。 

干部不要做只是坐着担忧国家事情的忧国之士，要做

不惜献出自己，为祖国做出贡献的真正的爱国者。我们党

提出的“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口号是今天我们的干部要

高举前进的爱国口号。干部比谁都要为祖国和人民，发挥

爱国热情，总是站在爱国斗争的前头，和人民一起流下爱

国的汗珠。只要所有干部和人民同甘共苦，和他们一起背

东西，献出自己的一切勤勤恳恳地工作，全体人民就都会

以爱国的一条心积极投入建设富强祖国的斗争。 

不久前，我说过要做到使人民何时何地都高呼劳动党

万岁，这话里含有不仅在群众大会上，而且只身处于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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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深山幽谷的时候也由衷地高呼劳动党万岁的意思。只要

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干部流着爱国的汗珠，脚掌都磨破地

奔波再奔波，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给人

民创造富裕的生活条件，他们就会无论何时何地都由衷地

高呼劳动党万岁。 

我们党要求在全国掀起金正日爱国主义热潮，以高昂

的爱国力量、一心团结的威力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建设的最后胜利。像解放初期，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有

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建设新民主朝鲜的历

史性的凯旋讲话点燃爱国烈火，开辟新朝鲜建设的前进道

路那样；像金正日同志以为了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

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们一心一德努力工作的亲笔书函，使

爱国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战胜严酷的考验，开辟社会主

义强盛国家建设的前进道路那样，今天我们党要以金正日

爱国主义为火种，点燃熊熊的爱国烈火，打开社会主义强

盛国家建设的新的转折局面。这就是我们党坚定的意志和

决心。 

只要在全国掀起金正日爱国主义热潮，全体人民把

金正日爱国主义切实体现于实践活动，我们的祖国就将成

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