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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在全社会确立生活文明的工作。 

确立生活文明，不是单纯的业务性的问题，而是与对

社会主义的信念、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攸关的极为重要的问

题。人们都希望在整齐干净的环境中过着文明的生活，但

这不是自然而然得到实现，也不是一切都富裕就能解决的

问题。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在那严峻的“艰难的行军”、

强行军时期创造先军时代革命的、高尚的生活文明的榜

样，慈江道人民之所以没有畏缩不前反而发奋图强，把自

己的家乡、村庄和工作岗位整修得整洁美观，并充满乐观

地生活，是因为他们确信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性和

祖国的未来。人民军军人们建设九月山游园地参观道路

时，在那里刻了“为未来，艰难的最后一年1997”的题字，

这个题字如实地反映了虽然今天挨饿受苦，但将来能够过

好日子的我们人民军军人的革命的浪漫和信念。 

尽管生活困难，整修好自己的家乡和村庄、自己的

家和工作岗位，充满革命热情和乐观精神战斗地生活，

这是革命者的生活方式、斗争风气。对革命者来说，只

有精心拾掇周围环境，过着文明生活，才能活得有意义，

也有搞革命的意义。因为生活有些困难，不拾掇自己生

活的街道、村庄和住宅，混日子，是缺乏对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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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国精神的表现，这样的人不知不觉就会畏缩，最后

带来思想上的变质。 

现时代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更

文明的 21 世纪。新世纪，我国人民在思想精神上自不必

说，生活文明上也都要大大超越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

只有这样才能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在新世纪也

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增光，更高度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的威力和优越性。 

现在，人民军队遵循党的方针，适应新世纪的要求

整修好军人会馆、兵房和食堂，文明地生活，但社会还

没有消除 20 世纪陈旧的印迹，还没做好适应先军时代要

求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文明的工作。我们如果忽略适应时

代的要求确立生活文化的工作，在上个世纪打下的基础

上照旧生活，就会落后于时代的文明，我国人民就永远

享受不了高尚而文明的生活。 

我们要在全国掀起适应时代要求确立生活文明的大风。 

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村庄和街道、住房和

工作岗位拾掇得文明卫生，使之符合新世代的要求。 

现在，慈江道等地方和单位，在物资短缺和困难的

情况下也把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仙景，

怀着对未来的确信乐观地生活，这是在先军的旗帜下前

进的我国的真面貌。黄海南道把土地平整得不愧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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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土地，与之相配合大量修建新式住宅，从而使草房

零零散散的道的旧貌换了新颜，在确立生活文明方面走

在其他道的前面。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拾掇自己的家乡和

村庄。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是为了后代、祖

国与民族未来的爱国事业。 

我们要使所有的人怀着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精神，

为了把自己的村庄和街道、工厂和学校、自己的郡和道

整修得文明卫生而积极斗争。 

要把平壤市等所有道、市、郡，把全国建设得富有

社会主义味，到遥远的将来也毫无逊色。最近，全党、

全国、全民总动员起来，在贯彻国防委员会关于把平壤

市建设成为符合新世纪要求的现代城市的命令过程中，

使市的面貌焕然一新。要继续大力推进建设平壤市的工

作。我们要彻底贯彻金日成主席关于把平壤市建设成为

绿荫浓密的公园里的城市的遗训，把平壤市名副其实地

转变成公园里的城市、树林里的城市。现在，我无论走

到哪都强调大量植树，实现全国的树林化。山自不必说，

城市和村庄、工厂和企业的区内和周围都要实现树林化。

道、市和郡所在地也要整修得能够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和威力。即使花一点钱也要制定具体的计划，搞

好道、市和郡所在地的建设。要对把公园、游园地和名

胜地建设成为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也予以深切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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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到处都有闻名于世的名胜地。要在名胜地修好休养所、

静养所和夏令营，以使人民在其中愉快休息、恣情作乐。

这样，祖国山川不再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锦绣河

山，而是要把它建设成为在劳动党时代更加绚丽夺目的

三千里锦绣河山。 

在整修街道、村庄和住宅等人们的生活环境方面，

不要出风头，而要做到一切都方便人民的生活，使他们

过上更文明的生活。城市和农村修建的每一幢住房都要

符合新世纪的要求，以便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生

活水平。地方自力兴建的发电站生产的电力，要主要用

于住房的电气化。电气化的目标是不仅用于照明，而且

还用来做饭和供暖。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和文明，也能保护山林资源。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配

合电气化与甲烷化，让居民看电视，过上文明生活。自

古以来朝鲜人喜欢住在平房，在周围种果树和蔬菜，过

安适的生活。要在农村盖雅致的平房，在郡所在地也不

要盖高层住房。要在所有村庄里都修建实现电气化、甲

烷化的雅致住房，周围多种些果树，以使所有的村庄变

成为社会主义桃花源。 

要使人们整修好街道、村庄、工作单位和学校，还

要使他们经常把它拾掇得干净整洁。街道、村庄和生活

设施整修得再好，如果不收拾好就会回到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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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和企业要整修好文化会馆、宿舍和食堂等文化

福利设施，使之服务于职工的生活。工厂和企业的生产

文明搞得不错，但生活文明搞得不怎么好。我在视察工

厂企业的时候，我们的干部不请我看看文化会馆、宿舍

和食堂之类，即使要看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以后我视察

市、郡和工厂、企业时，要看食堂的经营活动和副业生

产等后勤部门的工作。 

工厂和企业要建设好文化情趣生活的据点——工人

文化会馆，通过它切实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

水平和文化素养。咸兴荣军塑料日用品工厂的荣军们下

班后去会馆进行学习和文化娱乐，过着充满乐观情绪的

生活。其他工厂和企业也不要把文化会馆当做只看电影

和艺术演出的场所，而要广泛利用于进行各种形式的教

育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农村要修建好农业科学技术知

识宣传室，使农业劳动者在这里学习农业生产技术，过

上各种文化生活。 

工厂和企业要建设好食堂、宿舍、澡堂、静休养所

等文化福利设施，改善服务事业，使寄宿生和职员在生

活中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过上文明卫生的生活，切身

感受到我们党的人民性措施。干部们，特别是党务工作

者不要光说是人民忠仆，要对解决这个问题予以深切的

关注。党委书记要认清不是举行报告会才是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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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后勤工作也是有威力的政治工作，修建好劳动者的

宿舍，抓好提高饮食质量的工作和副业生产等文化福利

的全盘工作。在改善对劳动者的文化福利工作方面，重

要部门工人很多的慈江道应成为全国的榜样。 

确立生活文明，重要的是让人们适应时代的要求讲

究穿戴和装束。 

人的穿戴和装束，不是单纯的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显

示思想精神状态的一个标志。端正的外貌可以提高人品，

增强社会的文化情趣和风趣。穿戴和装束既要适应时代的

要求搞得多种多样，又要健康、高尚、富有民族情趣。 

以困难为借口衣着随便地外出，或者穿着平时穿的

衣服参加重要活动或观看演出，这都是没有文化的旧生

活习惯的表现。人要习惯于按季穿适季的衣服，穿的衣

服一定要拾掇得干净，讲究衣着，做到美观整齐。参加

万寿台艺术剧院或人民文化宫、4·25 文化会馆等举行的

活动或观看演出时，最好衣着文明些，穿西服系领带。妇

女穿裙袄就好看，也能突出民族情趣。 

在社会上要消除留着长头发的现象。现在有些青年

和演员留着长头发，真难看。头发理得短而端正的人，

更显得高雅和健康，头发留得蓬松的人则显得暮气沉沉、

糊里糊涂。妇女头发披散到腰间，也不是我们朝鲜式的。

有些青年观看故事影片《无名英雄》后，模仿主角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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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发，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对这样的人要进行有原则

的教育，予以严厉的批评，使他们把头发梳理得端正。 

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把穿戴和装束搞得多种多样。现

在，服装店缝制的衣服剪裁和加工技术还不错，但没有

多种样式，这是缺点。服装店要备置服装样式图册，以

便人们看着它选择合乎自己爱好的样式，或者在各不相

同的样式中效仿自己适意的部分。理发也要按人的头型

理得各式各样。理发馆要挂上各种各样的发型图画或照

片，以便客人看着它提出自己合意的发型。要使穿戴和

头发梳理适应现代美感，多种多样，就要参考有服装样

式和发型的外国书籍。要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样式，不让

看外国的书籍就发展不了。生活方式不要固定公式化，

而要使之适应现代的要求，健康而高尚地发展下去，这

是在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文明方面必须遵守的重要要求。 

生活在革命首都的平壤市民，要讲究衣着和打扮，

使之文明，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外也毫无逊色。 

要致力于提高语言生活的文化水平和确立高尚的礼

节和道德，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人的思想感情和文化道德水平、国家的文明程度表

现在言行，因此，人人都要提高言行的文化水平，遵守

礼节和道德。如果不重视和忽略提高人的言行的文化水

平的问题，就不能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文明。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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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生活和礼节道德漠不关心，随便说话和行动的人，不

能成为体现我们时代要求的真正生活的创造者、享有者，

只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语言生活中要尽快清除乱用庸俗而不文明的语言

和外来语、用咸镜道方言说话的现象。现在孩子们说得

太快，很难听懂，这是因为学校里没有搞好国语教育。

我们要使人人都喜欢并爱用朝鲜语的标准——平壤话，

积极振兴词汇丰富、富有表现力的朝鲜语的优越性，同

时不要使非朝鲜式语言混入语言生活。学校要致力于国

语教育，使人们从小开始准确地使用国语，习惯于适合

场所、上下级有礼貌地说话，遵守电话礼节。 

我们的干部和劳动者不愧为生活在东方礼仪之国的

人，要在生活中好好遵守同志式礼仪。我们的礼节和道

德不要成为家长制的礼节和道德，而要成为高尚而文明

的同志式礼节和道德。只有人们之间、上下之间好好遵

守礼节和道德，才能巩固集体的和睦和团结，树立革命

的工作体系和秩序。我们着重强调遵守礼节和道德，但

在干部中还有不少不懂礼貌，分不清自己该坐和该站的

位置。礼节和道德问题不要只让人们自觉遵守，放任不

管，而要大力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斗争，尽快解决这

个问题。学校要搞好礼节和道德教育工作，以使人们从

小就懂得礼节。要用电视、广播等各种方法开展宣传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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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让所有的干部和劳动者都认清符合我国人民高尚的

感情和情趣的礼节，并在日常生活中遵守。 

在提高语言的文化水平、遵守礼节和道德方面，干

部应做出榜样。干部要有礼貌、为人谦虚，懂得尊重下

级。只有这样才能有威信，才能受到下级人员的尊敬。 

要大大提高饮食生活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应在人的饮食生活上显示出来。为此要增加粮食、副食品

和基础食品生产，同时对提高饮食生活文明水平的工作予

以深切的关心。 

我国人民的饮食生活不够多样，太单调。我国饮食

主食以米饭或面条为主，副食品也不够多样。饮食生活

要搞得多种多样，只吃米饭或面条就不能搞好饮食文明，

很难保持国家粮食消费平衡。现在，我们的干部中没有

多少人关心人民的饮食生活。认为在今日情况下不能做

多种多样的饮食,不为实现人民饮食生活的多样化努力，

就永远解决不了饮食方式问题。为了使人民的饮食生活

方式多样化，就要多研究，严格要求。 

要在我们时代搞好增加饮食种类的工作，改善人们

的饮食生活方式。主食不要只吃米饭和面条，也要吃面

包，菜也要吃多种多样的菜。米饭和面食不要做单调的

一种，而要做多种饮食。今后准备把白米、面粉和土豆

当作主食吃，因此，要解决用面粉和土豆做多样的饮食



 10

的问题。如果大量生产土豆，饲养山羊，把土豆和牛奶

或乳酪一块吃，对孩子们的发育有好处，我国人民的饮

食生活方式也会多样化。家庭和食堂要参看烹饪书，把

饮食做得多种多样。 

要尽快发展食品加工技术和烹饪技术，树立好饮食

生活文明，使我国人民吃到既有味道又富有营养的饮食。

不管什么饮食材料，我国人民只知道煮熬吃，又将饮食

做得辣、咸或者酸。要实现食品加工的现代化，发展烹

饪技术。饮食做得有刺激性，就只是让人多吃米饭，对

健康也没有好处。国家经济能迅速振兴，但是烹饪技术

和食品加工技术只有下一定时间的工夫才能提高，因此

干部们要对提高烹饪技术予以关注，并坚持不懈地做出

努力。要积极采用外国发达的食品加工技术和烹饪技术，

还要派人去学习食品加工技术和烹饪技术。目前要解决

用同样的饮食材料，做既合我国人民的脾胃和口味，又

富有营养的饮食的问题。 

要积极鼓励和发展民族饮食，并做好找出每个地方

的风味和人民喜欢的大众饮食用于饮食生活的工作。过

去大大宣扬宫廷饮食，但是今天要做好发掘和鼓励我国

人民喜欢的群众饮食的工作。佳肴美馔出自于人民，这

些佳肴美馔做法简单，又好吃又有味道。 

要使我国人民过上无所羡慕的生活，就要让他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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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丰盛的饭菜相称的好食具、匙子和筷子等厨房用具。

要制造盛民族饮食等各种各样饮食的食具。盖浇饭也是

多种多样的，因此要按种类制造多样的食具，也要制造

盛香肉汤和酱汤之类的食具。 

要使人们遵守饮食生活文明和用餐礼节。我看电影

或电视节目，有些人吃饭时一手一起拿着调羹和筷子吃，

或乱抓着调羹大口地吃饭，这都是不合用餐礼节，文化

水平低的表现。要教给人们摆饭桌和吃饭的礼节等我们

民族的用餐礼节，以使他们遵守这种礼节。 

要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文化情趣，充满乐观。 

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没有情趣、生硬、枯燥无味，

这是个问题。有些人把钓鱼视为松逸懈怠的现象。要让

人们在节假日、结束一天工作后钓鱼和散步，使生活富

有情趣。星期天或节日要让所有人都休息，教育孩子，

一家团圆愉快地休息，玩民俗游戏和家庭娱乐会。要积

极发掘和提倡我国人民自古相传的民间的、富有情趣的

良好风俗。还要使所有的人都爱读书、努力学习，并使

之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要大力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体育活动，使所有

的人过充满革命的浪漫和热情的生活。金日成主席很早

以前就把群众文艺演出视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形式之

一，要求在党员和劳动者中间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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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大力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也有计划地举行了群众文

艺演出，现在却轻视乃至忽略群众文艺演出。这样，社

会的群众文艺活动不如过去，落后于军队。最近人民军

军人和军嫂大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思想精神状态从而

发生了变化。现在军嫂也经受苦难，但她们都唱着歌，

过着革命的、充满乐观情绪的生活。形势越困难复杂，

越要让人们唱歌、跳舞，充满乐观情绪，克服困难。所

有部门、所有单位都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体

育活动，以使到处都热闹，使人们满怀革命的乐观情绪

和信心工作和生活。 

要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文明，就要积极学习人

民军队创造的先军时代的生活文明和军人文化。 

人民军队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按照党的意图去做，即

使做一件事也做到富有新世纪的气息，达到最高水平，

以便能够留给后代，并在思想和道德、文化生活的所有

领域都站在时代的前头。人民军军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

发扬抗日游击队的斗争风气和生活风气，兵房自不必说，

福利设施和后勤设施也都精心修建，生活也过得富有文

化情趣而富足。人民军队创造的军人文化充满时代精神，

充满战斗浪漫和丰富的感情，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活文

明的典型、所有干部和劳动者都要学习的好榜样和典范。 

所有干部和劳动者都要像人民军队那样，具有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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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革命的无限忠诚和爱国心，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好，

使之符合时代的要求，保证质量达到最高水平，以便能

够留给后代。干部们不要光说向人民军队看齐，要使思

考方式和工作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力开展确立符合

时代要求的生活文明的斗争，以使先军时代创造的军人

文化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要用正确的方法论始终不渝地推动确立生活文明的

工作。确立生活文明的工作，是向人们灌输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精神，把他们都培养成为真正生活的创造者

和享有者，高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工作。确立

生活文明的工作，只有激发广大群众，转变成为群众自

己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就。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要把

确立生活文明的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抓，用正确的方法毫

无偏向地推行这项工作。像现在这样，干部们没有正确

的方法论，只用往下压的方式进行确立生活文明的工作

是不行的。要发动人们的思想、激发群众来进行的工作，

如果用往下压的方式进行，就不能指望取得成果。干部

们要把党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而文明的意图清楚

地告诉人们，并周密细致地安排确立生活文明的组织政

治工作，还要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向。 

要清除陈旧道德和旧习气，防止资产阶级文化和生

活风气侵入我们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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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文明是既适应时代和革命的要求，又体

现民族特点的健康而革命的我们朝鲜式的社会主义生活

文明。在全国确立革命的、高尚的我们朝鲜式的生活文

明的工作，只有大力进行消除旧道德和旧生活习气，反

对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潮流侵蚀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就。 

我国人民的头脑里还存在着不少陈旧道德和生活习

气，影响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文明的工作，使人们的头脑

模糊不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择手段地进行阴谋活动，

企图散布腐败透顶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风气，瓦解我

们的内部。 

我们要根除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陈旧的道德和生活

风气，为反对腐败透顶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风气侵入

我们内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特别是要发动广大群众投入

这一斗争。即使是长期以来遗留下来的风俗，对其中不

符合时代要求的陈旧而落后的部分也要加以清除。要全

面了解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文明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纠

正落后于时代的、不符合我们朝鲜式的方式。 

尽快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使我国人民在文明的环境里

过高尚而文明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的意图和决心。所有干

部都要认清党的意图，奋起投入贯彻党的意图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