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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儿童保育教养法的根本 

 

第一条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是祖国的

未来，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后备队，是将接代干革命的我国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二条  由社会抚育儿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措

施之一，是基于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教育方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用国家和社会的经费在托儿

所和幼儿园抚育所有的儿童。 

 

第三条  儿童到了该上托儿所的年龄，不送托儿所而

留在家里抚养，这属于他们父母的自由。 

 

第四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教养法，

是继承了在争取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自由幸福的光荣的抗

日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辉革命传统的法令。 

 

第五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教养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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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

的伟大主体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 

 

第六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教养法，

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我国全面建立的先进的保育教养

制度，把所有的儿童培养成为主体型的、革命的新人，完

成从抚养儿童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妇女的神圣事业，有力地

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社会的革命化、工人阶

级化的历史事业作出贡献。 

 

第七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各方面关怀所有

的儿童，使他们在 良好的现代化的保育教养条件下，无

所羡慕于世地幸福成长。这种关怀由建立在我国的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自立民族经济的牢固基础和以不断提高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自己活动的 高原则的朝鲜劳动党与

共和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措施来切实保证，并随着国家经

济基础的加强而不断增大。 

 

第八条  国家在对儿童保育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中贯彻伟大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群众路线：上级

帮助下级，使政治工作先行，激发保育员、教养员和抚

育机构服务人员自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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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由于进行争取和

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争取科学文化自由的斗争

而被迫流亡我国的外国人的子女，也根据其父母的希望，

用国家的经费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予以抚育。 

 

第十条  本法所指儿童系指从出生到入学前的儿童。 

 

 

第二章  用国家和社会的经费抚育儿童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在儿童保育教养工作中

彻底贯彻一切都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使一切都为人服务的

主体思想的要求。 

 

第十二条  国家和合作社要按照“ 好的东西要给孩

子”的原则，负责保障儿童保育教养工作所需要的一切。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和合作社要在 好的地方设置具

有良好的保育教养设备和体育、游戏设备的现代化的托儿

所和幼儿园。 

国家机关和合作社要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置备乐器、玩

具、出版物和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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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在城市、村庄，凡是

有儿童的地方都要建设儿童公园和游戏场，置备各种游

戏设备。 

 

第十五条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儿童

一出生就得到粮食供应。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合作社要供应托儿所和幼儿园

奶类、肉类、蛋类、水果、蔬菜等和糖果类及其他各种经

过加工的食品。 

供应托儿所和幼儿园儿童的食品的经费由国家和合作

社负担。 

 

第十七条  国家保证把童装、童鞋以及各种儿童用品

做得 好，价格定得仅够补偿生产费用的程度或比这更低，

其差额由国家负担。 

 

第十八条  国家在育幼院和保育院抚育无法受到父母

照顾的儿童。 

 

第十九条  国家特别保护革命烈士、爱国烈士、人民军

军属和荣誉军人的子女，对他们的保育教养予以深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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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国家特别保护带孩子的母亲。国家保障妇

女的产前产后休假。产前产后休假期间的工资、口粮和分

配额由国家和合作社负担。 

国家通过产院设施等医疗机构及时登记所有孕妇，对她们

免费提供系统的医疗服务，替她们接生，保护她们产后健康。 

国家给孕妇安排适宜的轻劳动，保障带孩子的母亲在

工作时间内有喂奶的时间。 

国家缩短多子女的母亲的工作时间，照发全日工资。 

 

第二十一条  国家对一产多胎的母亲和这些孩子给以

特别的照顾。 

对于一产双胞胎以上的母亲，增加产后休假时间，工

资照发。 

对于三胞胎的孩子免费供应衣服、襁褓、一年的乳制

品，发给直到入学年龄为止的抚养补助金，专门派医务人

员负责照顾孩子和母亲的健康。 

 

 

第三章  文明的科学的儿童保育 

 

第二十二条  抚育国家的花蕾—儿童，使他们健康

聪慧，是革命者 崇高的义务。 



 

 6

国家深切地关心文明地科学地抚育儿童。 

 

第二十三条  托儿所和幼儿园要以慈母的心情温暖地

照顾儿童，按照集体保育规范和卫生防疫规范的要求抚育

他们。 

保证儿童生活环境清洁卫生，室内要保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 

管理儿童要讲究卫生，要根据年龄与体质，经常利用

空气、阳光、水和医疗器具、体育器材，来锻炼他们的身

体，增进他们的健康。 

 

第二十四条  托儿所和幼儿园要按照营养标准，并根

据儿童的年龄和特点，充分地供应各种主食品和点心。 

 

第二十五条  国家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儿童提供系统

的医疗服务。 

一切保护和增进儿童健康的医疗服务，是根据我国实

行的普遍的免费医疗制免费进行的。 

给每个托儿所和幼儿园配备医务人员，供应医疗器具

和药品，并通过专门医疗机构及时预防和治疗儿童疾病。 

 

第二十六条  国家为了彻底保护儿童的健康，积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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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妇女的社会活动，在所有有托儿所的地方设立小儿病房。 

小儿病房接受无须住院的病情较轻的托儿所儿童进行

治疗。 

 

第二十七条  国家在温泉、矿泉、海滨和风景优美的

地方，办好儿童疗养设施，以增进儿童的健康。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和保育教养机构要综合分析儿

童的健康和发育状态，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儿童保育工

作的科学化，并不断加以发展。 

 

 

第四章  革命的儿童教育 

 

第二十九条  从小就用革命思想教育后代，是保证祖

国的昌盛发展和革命的光辉未来的重大事业。 

国家根据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原理，首先致力于把所有

的儿童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培养成为主体型的革命者。 

 

第三十条  国家教育儿童不忘我们的过去，不忘南

朝鲜人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光辉的共产主义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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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国家用“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

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和保育教养机构教育儿童喜欢

劳动，从小习惯于劳动。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和保育教养机构教育儿童爱惜

和珍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产。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和保育教养机构教育儿童，使

他们具备有礼貌的品质，养成文明卫生地生活的习惯。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和保育教养机构培养儿童丰富

的情感和艺术才能，多方面发展他们的智能。 

托儿所和幼儿园教儿童国语，教唱歌、跳舞、演奏乐

器，组织丰富多彩的游戏。 

 

第三十六条  国家对所有的儿童在幼儿园高级班实行

为期一年的学前义务教育。 

在学前义务教育期间，国家培养儿童树立过革命的组

织生活的风气，教给他们以能很好地接受学校教育所需的

诸如文化语、写字法、算术等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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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国家使托儿所和幼儿园根据儿童的年龄

和心理特点，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教育。 

 

 

第五章  培养革命的后备队的 

革命家—保育员、教养员 

 

第三十八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是把儿童培养成为我

国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主体型的新一代的光荣的革

命家。 

执行培养祖国的未来—儿童的重要而有意义的革命

任务的保育员和教养员，受到人民的高度尊敬和信任。 

国家对使社会的所有成员爱护和积极帮助保育员和教

养员，以便让她们贡献一切精力很好地抚养和教育儿童，

予以深切的关心。 

国家对保育教养儿童有功的抚育机构的服务人员给以

授予荣誉称号等的关怀。 

 

第三十九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要成为对自己的工作抱

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为培养革命未来的儿童抚育工

作贡献自己全部精力的人民的真正的忠实勤务员和真正的

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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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要用主体思想牢固地武装

自己，牢牢地树立革命世界观，使自己彻底革命化、工人

阶级化。 

 

第四十一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等抚育机构的所有工作

人员，不应有影响儿童健康的疾病，要精通文明地科学地

抚育儿童，对儿童进行革命的教育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要

具备国家规定的资格。 

 

第四十二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要具有高尚的革命家品

质，在各方面成为儿童的好榜样。 

 

第四十三条  保育员和教养员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健

壮、开朗、品行端正的我国革命事业接班人。 

 

 

第六章  儿童保育教养机构和对它的 

领导与管理 

 

第四十四条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

教养机构，是把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培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的国家及社会的抚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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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属于儿童保育教养机构的有：托儿所、

幼儿园、育幼院和保育院。 

托儿所是由国家和社会抚育进幼儿园以前时期的儿童

的保育教养机构。 

幼儿园是对四周岁到五周岁的儿童进行入学准备教育

的教育机构之一。 

育幼院和保育院是由国家负责抚育无法受到父母照顾

的儿童的保育教养机构。 

 

第四十六条  国家在住宅区和妇女的工作场所附近合

理地设置托儿所和幼儿园。 

国家为积极保障妇女的社会活动，广泛地开办周托和

月托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禁止在不适宜于儿童的健康和发育的地方和建筑物里

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 

 

第四十七条  国家加强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领导和管

理工作。 

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领导，通过中央的教育及保健行

政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来实现。 

 

第四十八条  中央的教育及保健行政机关，组织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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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关儿童保育教养的全盘工作。 

一、制定儿童保育教养纲领和托儿所、幼儿园工作条

例，不断改进和完善保育教养的内容和方法。 

二、组织和领导保护、增进儿童健康的工作。 

三、组织和领导培养保育员和教养员，提高她们的政

治、业务水平的工作。 

四、对办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中央机关进行技术上、

方法上的指导。 

 

第四十九条  地方政权机关，组织和领导自己管辖地

区内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工作。 

一、领导托儿所和幼儿园正确地执行儿童保育教养纲

领，按照条例的要求进行工作。 

二、组织和领导对托儿所、幼儿园儿童的医疗服务

工作。 

三、组织和领导建设托儿所和幼儿园，置备保育教养

设备，保障食品等物质条件的工作。 

 

第五十条  国家指导干部，使他们按照抗日游击队式

的工作方法的要求，经常到下面去了解情况，帮助和指导

下级，使政治工作先行，以身作则，作出榜样，帮助下面

解决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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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托儿所和幼儿园要正确地执行儿童保育教

养纲领，使工作正规化和规范化，加强儿童管理负责制。 

 

第五十二条  国家办好培养保育教养工作者的机构，

按需要保证质量地培养保育员和教养员。 

 

第五十三条  国家发展用革命思想教育和文明地科学地

抚养儿童的科学研究工作，办好科学研究机构，加强领导。 

国家领导文艺机构大量创作教育儿童所需的电影、歌

曲、舞蹈、童诗和童话等革命文艺作品。 

 

第五十四条  国家发展儿童用品和食品的生产。 

国家领导生产儿童用品和食品的企业，根据儿童的需

要和爱好不断增加产量，并提高质量。 

 

第五十五条  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建立托儿所幼儿园物

资供应机构。 

托儿所幼儿园物资供应机构要由上而下地负责供应儿

童用品和食品等保育教养儿童所需的物资。 

 

第五十六条  合作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保障托

儿所和幼儿园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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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农场要大量饲养鸡、山羊、奶牛等家畜，妥善贮

藏水果和蔬菜，向农场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充分供应食品。 

 

第五十七条  育幼院和保育院的儿童保育教养工作和

对它的领导、管理工作也根据本法实行。 

 

第五十八条  儿童保育教养工作是全国、全社会的

工作。 

所有机关、企业和团体都要挖掘内部潜力，厉行节约，

以加强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社会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