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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将全社会的金日成

主义化宣布为我们党的 高纲领四十周年的意义深远的时

期，举行朝鲜劳动党第八次思想工作者大会。 

借此机会，我反映所有大会与会者和全体党员一致的

心情，向百战百胜的朝鲜劳动党的创建者、建设者伟大领袖

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伟大领导者金正日

同志，表示 崇高的敬意。 

我借此次大会的机会以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的名义，

向在全国的工作岗位和哨所作为革命号手、时代先导，满

腔热血地献身奋斗的大会与会者和全党思想工作者以及全

国基层宣传工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致以战斗问候。 

在我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举行的这次思想工

作者大会，在永远发扬光大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

金正日同志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领导朝鲜革命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不可磨灭的业绩，适应革命发展的要求，重新认

识和重新肯定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打响思想战的炮声方

面，此次大会将成为划时代转变的里程碑。 

对负责人民的命运进行革命的党来说， 有威力的武

器是思想，唯一的武器也是思想。没有思想的党是诞生不

了的，也存在不了的；撇开思想工作的党务工作和革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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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是不存在的。靠思想，革命命脉得以守卫；靠思想的力

量，革命得以前进。 

赤手空拳开始的朝鲜革命唯一无二的武器就是伟大的

革命思想。朝鲜的革命家用思想的力量获得同志，解决了

武器，用思想的力量打败了帝国主义强敌，建设起富强的

社会主义。在哪个国家、哪个党的历史上都没有像我国革

命这样从第一步就用自己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开始的革

命，把思想转变成为伟大的斗争和变革的强大力量的革命。 

朝鲜革命的整个历程实际上可谓是旨在充分发挥伟大

的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思想拥有的真

理力量的思想战的历史。 

在我国革命中，思想工作始终成为首要的重大工作，

早在革命开创时期就形成了思想工作的伟大传统。 

由于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领导革命

的整个时期坚定不移地使思想工作领先，调动人民群众的

精神力量解决一切问题的英明领导，我国革命才得以尽管

走历史上未曾有人走过的路，还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刻下了

百战百胜的历史。我们党使军民的精神力量高涨起来，把

决定革命成败和进退的危机关头转变成为革命大高潮，每

当在思想工作中发生转变时，我国革命就翻越了一座高山。 

在用思想的力量打开革命转变局面的我们党的历史

中，距今 40 年前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将全社会的金日成主



 

 3

义化宣布为我们党 高纲领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思想工作

者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金日成

主义，将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宣布为党的 高纲领，这

是清楚地指明促进朝鲜革命 后胜利的前进道路，号召千

万军民动员起来投入贯彻这一纲领的政治事件。 

在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的历史性进军中，在革

命政党建设史上首次实现思想和领导的唯一性的强有力的

政治参谋部得到建立，把劳动党的红旗当作第一军旗高举

前进的战无不胜的革命武装力量和一心团结的战斗队伍成

长起来了。 

历史清楚地表明，在事大和教条根深蒂固的这块疆土

上，自主、自立、自卫的强国怎样崛起，在世界政治动荡

和帝国主义毒辣的孤立扼杀活动中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

垒是怎样筑成的。 

今天，人类在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中寻找自己前

进的道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自主的革命学说，

在地球所有地区成为向往真正自由和幸福的人民的灵

魂、斗争的旗帜。 

在全世界仰望，自主时代的指导思想诞生的祖国，在

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革命的我国军

民是无比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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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早日

争取朝鲜革命的 后胜利，这是我国军民的信念和意志，

是时代和历史的意愿。 

我们要把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作为党的

高纲领高高地举起来，依靠思想的力量、一心团结的力量，

一定要完成朝鲜革命。 

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实现全党和全社会一色化的工

作的旗手是思想工作者。 

不仅把所有社会成员造就成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

的工作，而且按照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要求改造社会生活的

所有领域的斗争也取决于思想工作的成就。 

你们要重温金正日同志亲自组织思想工作者大会，在

全国党的宣传工作者聚集一堂的场所宣布全社会的金日成

主义化纲领的深远意义。 

首先要使党的思想战线点燃烈火，集中思想工作的火

力，大大提高旨在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我

国革命的进军速度。 

我们有靠强有力的思想攻势大力推动实现全社会的

金日成主义化的历史性进军的丰富经验，有可以一下子震

撼全国的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力量和手段。 

更高地举起主体的思想论这一威力强大的武器，早日

争取革命的 后胜利，这是这次大会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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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把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作为我们党思想

工作的总任务提出来的现实要求出发，我们党中央向朝鲜

劳动党第八次思想工作者大会提出了“以革命性思想攻势

促进 后胜利”的口号。 

我坚信，所有大会与会者和全党的思想工作者都具有

在推进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事业中做思想旗手

的荣誉和责任感，使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力量、千万军民无

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千百倍地迸发出来，现在要谈谈目前党

的思想工作部门面临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把党的思想工作的火力全部集中于切实建立

党的唯一领导体系上。 

我们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其目

的在于千方百计地加强革命的政治参谋部——党的统一团

结和战斗力，切实贯彻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

遗训，早日实现我国人民的梦想和理想。 

现在是要把军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扭转革

命面临的困难局面的重大时期，是为了尽快建设强盛国家，

要充分发挥千万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智慧的时候。 

能够 周到、 圆满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思想体系、

领导体系就是党的唯一领导体系。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必须从现时期党面临的基本任务出

发，对此集中火力。 



 

 6

然而，现在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出现了只在口头上、

文件上进行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工作的偏向。 

虽然全党进行了旨在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接受

并讨论文献工作，还进行了学习会和报告会，作出了很多

决议，但实际上未能事先揭露并粉碎在党内出现的现代版

宗派。 

有我们党的伟大革命思想，有 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有党组织和很好的人民，可是，在党内再度出现宗派，我

们的思想工作者也有责任。 

现代版宗派的真面目乃是对外被帝国主义的压力吓破

了胆，对内被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所污染的腐化堕落的思想

变质实体。 

向党的唯一领导体系挑战的宗派行为便从思想的变质

开始，思想的叛徒的终点就是反党、反革命。 

实现党和革命队伍的思想一色化，这是旨在建立党的

唯一领导体系的斗争的种子和核心。 

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革命性思想攻势的目标是，

将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及其体现—党的路线和政

策变成人民群众坚定的信念。 

我们党的革命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志向和要求是永远一

致的，不会有我国人民不能理解并接受不了的路线和政策。 

要从全党再一次掀起旨在精通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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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丛书—不朽的著作和党的文献的学习热潮开始，打

开思想攻势的突破口。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文献

是唯一思想教育的良好教材，是把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集

大成的大百科全书。 

所有党员、劳动者和人民军军人只要按历史、系统地

学习不朽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就能用主体思想、先军思

想、金正日爱国主义，以及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阶级意识

牢固地武装起来，深入掌握党新提出的路线和政策。 

重要的是，搞好教育工作，让每个人都精通于伟大的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作的遗训和党

的政策，把它作为工作和生活的信条。 

要有逻辑性、有说服力地解释和宣传党每个时期提出

的政策，以使群众自然产生共鸣，化为自己的东西。正像

告诉口渴的人到哪里可以喝水解渴一样，要注重依据党的

政策浅显易懂地宣传人们想知道的、想听到的东西。 

今后无论到哪个单位问谁，人们都如数家珍地讲党的

路线和政策，这样的单位可以评价为思想工作搞得好，确

立了唯一领导体系。 

在思想工作中绝不容许搞“特殊”。 

俗话说，滚石也会长苔藓，如果人特殊化了就必然腐

败。党交给的任务中会有特殊的，但是懒得过思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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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知道党的路线和政策这样的“特殊”，这在我们党

内是不容许存在的。越是特殊单位越要加大思想工作的力

度，在思想斗争的熔炉里锻炼成为钢铁。 

思想工作者只看人们的眼色就要看出异样的因素。对

拿党已经下结论的问题讨价还价的现象，明里暗里毁损我

们党领导业绩的现象，脱离党的原则和阶级原则，在我们

内部散布毒素的因素，要刨根问底，在思想上及时动手术。 

实现党和革命队伍思想一色化的工作同实践斗争密切

结合进行，这是很重要的。 

人的思想不是表现在革命的言辞和誓言，而是表现在

实践和结果。虽然言少，但是在党所指定的时间内、党要

求的高度上贯彻党中央的构想和决心的人才是把党的思想

化为信念的人。 

党的思想贯彻战和党政策拥护战，是对党忠诚的 明显

的表现，是把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化为信念的重要契机。 

去年，在马息岭高奏胜利凯歌的军人建设者怀着一刻

也不能推迟党中央向世界宣布的时间的坚定的觉悟，创造

出一年抵十年的奇迹，从而坚决地拥护了党中央的威望。 

人民军以立体式地、攻势式地进行思想工作，使所有

官兵以坚决贯彻 高司令官命令的一个志向使自己心脏燃

烧起来，人民军的现场政治工作是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

的思想战的良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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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从思想上分析和总结在贯彻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党新提出的并举

路线和方针中没有完成的都有哪些、其原因是什么，以便

让学习人民军坚决贯彻精神的火线宣传、火线鼓动的炮声

高高地响起来。 

在确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思想攻势中，主攻对象是

只在口头上讲党的政策，不及时贯彻落实的干部的错误的

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 

要向在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没有圆满执行党的政

策也行，人民生活有困难也行的干部的思想毛病进行斗争

的火力打击。要有策略地进行铲除失败主义、明哲保身、

形式主义、要领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本位主义等不健

康的思想因素的教育和斗争。要周密地做好党的宣传部门

和党的组织部门的配合作战，把思想战和法律斗争结合起

来， 大限度地提高其效果。 

要使清算现代版宗派，跟着党中央坚决走革命的千万

里路的我国军队和人民高昂的精神力量变为革命大高潮的

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从历史上来看，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以后，

肃清反党反革命宗派集团后，祖国解放战争以伟大的胜利

告终；铲除 1956 年 8 月宗派后掀起了千里马大高潮；在党

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上揭露和粉碎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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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在反美对抗战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斗争中取得了轰动世界的胜利。 

党的思想战线要积极发动所有党员和劳动者，使他们

成为像前一代人一样以革命的大高潮保卫党中央的突击战

的旗手、伟勋的创造者。 

只要全体军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掀起大高潮，那些信念不坚定的人和动摇分子就会振

作精神，在全党和全社会建立的党的唯一领导体系就会坚

如磐石。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面临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掀起大力

推动社会主义保卫战的思想战的高潮。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理想，是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现在我们肩负着自主人民的尊严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粉碎帝国主义的疯狂攻势，踏破历史的雪路。如今，社会

主义的前进道路和胜败取决于朝鲜革命家的斗争。 

为了完成我们党和人民肩负的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党的红色骨干分子——思想工作者就要成为永不熄灭的火

炬和响亮的号角。 

要使党员和劳动者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社会主义保卫战

的本质和性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主义保卫战中，我们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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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孤立扼杀活动，捍卫了我们的思

想和制度的历史性奇迹。 

现在的社会主义保卫战可谓是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和

成果， 大限度地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威力，在社会

生活的所有领域压倒帝国主义的斗争。 

近，我们党把农业战线和科学战线也规定为社会主

义保卫战的前哨。这是意味着一刻也不要忘记不仅在敌我

对峙的战场，而且在我国人民生活的所有地方同帝国主义

激烈地进行看不见的对抗和竞赛。如果对已取得的成果自

吹自擂，不加紧革命和建设，不给人民实惠，社会主义的

生命力就会丧失。 

我们要高度发挥资本主义无法模仿、也无法具有的社

会主义优越性和威力，早日建立强盛国家，在所有领域拉

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使之成为天壤之别。 

在强盛国家建设中要有魄力地展开进一步高度发挥军

民大团结威力的思想战。 

军民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一心团结，是我们朝鲜式社

会主义基石、强盛国家建设的天下之大本。 近接连不断

创造辉煌奇迹，震撼了祖国河山，这都是军民大团结、军

民协同作战的产物。 

人民军一如既往，今后也要在加强军民大团结威力方

面起到骨干带头作用。要深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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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保卫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高度发挥自己作为思想强

军的威力。人民军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证明了朝鲜的决

心就是实践和现实，军队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要继承革命强

军这样自豪的历史，不断创造“马息岭速度”这样的时代

新词；社会党组织要快马加鞭地进行学习革命的军人精神

和斗争风气的工作。 

今后到了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总决战的时候，就要

用基于革命的军人精神的军民大团结威力、全民抗战的威

力，去争取 后的胜利。 

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大力进行思想攻势作战，使集

体革新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我国人民早在伟大转变的 20 世纪 70 年代就创造了

以全民集体革新运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大全盛期的宝贵

经验。 

革命的鼓声、速度战进攻的号角声响彻云霄的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在从军事上应对美帝国主义大规模战争演习

的同时，实现了祖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创造和变革。

在这一时期，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废除税金制度，实行普

遍的 11 年制义务教育，对发展中国家和斗争的人民给予了

莫大的支援。 

我们党决心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发挥社会主义威力、

集体主义威力，热火朝天地进行经济强国、文明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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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人民军和社会更加大力掀起争获吴仲洽七团称号

运动和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热潮，按部门、单位、地

区、分期组织激烈的社会主义竞争，使集体竞争热潮席卷

全国。 

现在我们党要求在军队和社会所有部门创造样板单位

使之成为火种，实现连带革新。思想工作者要对创造走在

时代前头的样板单位、开展赶超样板单位的竞争，激发群

众的创造热忱和积极性予以深切关注。 

要加大反对逞威风、耍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的力度，

使所有干部成为和群众同甘共苦、把众人之心团结一致的

核心、群众性革新运动的得力的尖兵。 

在历史严峻的考验中清楚地证实了自力更生的威力，

要致力于高度发挥自力更生精神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一言以蔽之，就是自

力更生的历史。在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子里，我们党和

人民经历了空前的考验和难关，但是赢得了我们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未曾享有过的光荣。如果我们被外部势力的压力

所屈服，抛弃自力的原则，主体的社会主义就不能问世，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我们国号也肯定失去光辉。

沿着自力更生的轨道，千里马在废墟上腾空而起，我国成

为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及发射国、核保有国，这是我们民族

史上的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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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者要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加强对干部和

劳动群众的教育工作，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力更生就是

强盛国家建设的前进道路。 

自力更生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技术

走在世界前头的民族自存精神、突破尖端精神。要将空手

制造拖拉机和火车头的那种斗志、用我们的力量和技术征

服宇宙的那种精神坚决继承下去。要采取宣传鼓动攻势，

使所有人要有在自己的哨所和工作岗位展开尖端突破战的

自觉，奋起投入到将我国所有东西转变成世上独一无二的

社会主义财富的斗争中去。要从思想上支持粉碎帝国主义

垄断尖端技术的阴谋活动，将高新科技化为己有的斗争。 

在以科学技术为火车头的自力更生大进军中，积极鼓

舞科技工作者坚守自己的革命岗位，是很重要的。在全社

会树立重视科学的风气、大力掀起全民科学技术人才化热

潮方面，思想工作者要独当一面。 

要采取从思想精神上战胜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帝国主

义反动势力的宣传攻势。 

现在，帝国主义毒辣地进行反朝制裁扼杀活动，同时

大肆展开颠倒是非的欺骗宣传，针对我国军人和青少年不

断传播颓废的反动思想文化。反动的思想文化，过去是侵

略的马前卒，现在是侵略的主角。 

社会主义保卫战，必须是对外从政治思想上压制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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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进道路的帝国主义，对内用革命的思想文化清除非

社会主义和颓废的思想文化的攻击战。 

思想工作者要广泛宣传我们思想和事业的正确性，展

开揭露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和丑恶面目的高水平对敌言论

战、电波战，大灭敌人的气焰。要更多地制作给敌人以沉

重打击、给我国军民带来必胜信心的思想导弹。 

要挂两三层严密的蚊帐，防止敌人执拗地散布的资本

主义毒素渗透到我国境内，同时要主动展开作战，使帝国

主义的思想文化渗透活动化为泡影。 

本来，勤劳的人民群众本能地排斥提倡黄金万能、弱

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要更多地创作和普及反映人

民群众美好的梦想和理想、充满我们民族芬芳气息的我们

朝鲜式健康而革命的文艺作品、文章和影视新闻广播作品，

使人们自觉地排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针对帝国主义盗用

人类 新科技成果广泛宣传反动的思想文化，我们要采取

决定性应对措施，将因特网转变成我们思想和文化的宣传

手段。 

在思想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周密地拟订实现群众及对

外宣传手段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计划，要坚持不懈地加以

推进。 

要以猛烈攻势进行党的思想工作。 

在思想工作中我们党的战略战术是，以迎头打击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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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精神大力掀起思想战的热潮，使全国成为轰轰烈烈的革

命大高潮的熔炉。 

我们党的思想阵地不要搞成防御型，而要搞成攻击型。 

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实现把全社会以劳动党的红色思想

一色化的思想教育工作，也要火线式地进行激发千万军民

的精神力量的政治工作，还要闪电式地进行清除一切杂牌

思想和牛鬼蛇神的斗争。 

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思想工作，首先就要根除思想工作

者失败主义的观点。 

如果思想工作者被失败主义所俘虏，即使让这样的人

站在思想工作的前头，也不能自我前进。 

白头山密林中创造的“延吉炸弹”精神、小汪清和车

厂子的誓死抗战的精神不是普通的日子里创造出来的，千

里马的传说和速度战的奇迹、革命的军人精神和江界精神

不是在比现在好的情况下诞生的。 

同志们！ 

思想工作的失败主义是比经济工作的失败主义更危险

的。今日的思想攻势要从消除思想工作者的失败主义开始。 

在主体思想的祖国进行思想工作的干部要成为，不是

坐等奇迹，而是狠抓思想的武器有目的、有意识地深入到

群众中去同他们寻求方法的积极的实践家、献身的创造者。 

你们守卫的保卫祖国的哨所和工厂、农村等各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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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民的朴素呼声中寻找出转祸为福、化险为夷的妙术的

卓绝伟人做出的卓越领导艺术的榜样。 

只要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革命领导

史作为教科书来学习和工作，就没有做不了的，也没有不

懂的，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就会成为掀起飞跃热潮的有力的

底火。 

要圆满地保障革命的思想攻势，就要用思想的火炮实

施集中炮击、连续炮击和命中炮击。 

首先，要把已准备好的宣传鼓动力量和手段全部动员

起来，灵活地、集中地开展思想工作。 

如果党提出新的路线和政策，就要迅速地总动员教育、

讲演、鼓动网和新闻出版手段，一一告诉从中央干部到山

区农民的全国人民。思想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手段和方法

要完全服从于完成革命任务。要把宣传鼓动力量和手段集

中于党重视的对象，使点燃新的飞跃火炬的鼓声响彻云霄。 

其次，思想工作要使我们党的呼声不断地响起，使思

想斗争继续达到高潮，不让形形色色的杂牌思想和牛鬼蛇

神在我们内部站得住脚。 

打个比喻，在机场下雪的时候，用扫雪器吹扫跑道上

的堆雪一样。不是五分钟热度地、走形式地进行思想工作，

而是要在何时何地都作为日常的工作进行，像人呼吸空气

一样体会到党的思想。要不断地、高强度地进行消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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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潮流和生活方式的思想斗争。要在这项工作中彻底防

止出现像一模活脱儿一样反复同一内容、同一方式的现象。 

其次，思想工作重要的是，根据人的准备程度、特点

和思想表现正确地确定思想战的目标，使用合适的手段和

方法。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曾经教导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生

的，但母亲对长子说的话和对老儿子说的话不一样，人的

工作应该是这样做的。如果，思想工作者的单位有一万人，

就要了如指掌地了解每个人的内心，用一万个方法去搞工

作。 

我们的革命道路不平坦，各条革命战线都召唤在心灵

深处怀有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训练有素的真正的思想工

作者。 

事实上，我们党宣传工作者和教育网、讲演网、鼓动

网属下的基层宣传工作者的力量是很可观的。只要有做好

准备的成千上万的思想工作者，就能组建强大的精锐军团，

拥有这一力量就天不怕地不怕，没有做不成的事。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说，一部电影、一篇文章能代替几

千吨粮食和几万发炮弹，在革命战士当中，比谁都爱护思

想战线工作者，引导他们，鼓励他们。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的任务非常重大。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人人都要成为敌人比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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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的武力还要害怕的思想与信念的强者。 

外表虽然朴实平凡，但内心始终不渝地与党的思想一

起跳动，全身以革命干劲和斗争热情沸腾的工作者，就是

我们党需要的宣传工作者。思想工作者，要成为就是抛头

颅也坚持党的思想工作原则的真正的革命家。思想工作者，

要具有为及时传达党的呼声，一夜走几十里路的精神，熬

几十、几百夜学习党的政策、知识和技术的热情，并对此

习以为常。 

树立人民观的问题，对需要打开人的心扉的思想工作

者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要求。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者在教育群众之前，要向他们学习，

成为体谅人民的辛苦的真正的人民的儿女。要成为这样的

思想工作者，就要先想到自己面前的人民是伟大的金日成

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推重并崇拜的伟大的人民。 

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和尊重，出于热爱劳动的精神。我

们的干部要把手上粘油、鞋上粘泥土，与群众打成一片，

视为引以为荣的事情。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为人民建立了

丰功伟绩，为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留下。 

思想工作者要把党的思想和信任当作毕生的财富，为

使更多的人认清党的政策，使自己承担的单位进行集体革

新，感到人生意义和自豪。比万贯金钱更珍视看到人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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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想听党的呼声，举双手支持党的政策，就心头热乎乎的

人才是真正的思想工作者。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所到之处，响起党的呼声和嘹亮

的革命歌声、劳动党万岁声和社会主义万岁声，这给党带

来极大的力量。 

全党要做宣传员、鼓动员，所有干部都要搞政治工作。 

无论是党干部，还是行政经济干部、基层干部都要把

激发群众的精神力量当作关键狠抓，对此予以应有的关注。

尤其是，道、市、郡党委责任书记、所有部门和所有单位

的党负责干部，要直接掌握思想工作，下功夫认真负责地

进行。 

要使在党的领导下，所有干部按照抗日游击队方式，

背着背囊到下面去，根据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要求，

发动群众，让点燃革新烈火的 20 世纪 70 年代那种朝气勃

勃的气概，充满全国。 

同志们！ 

我们面临的革命任务艰巨，形势依然严峻。但是，我

们要进行飞跃提前迎来未来，始终战斗前进。 

你们要离开大会场，径直深入到士兵群众和人民中去，

传达党中央的意图，抱着新的觉悟，占据思想攻势的出发

阵地。 

我再次强调，思想战线越沸腾，群众的精神力量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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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力，革命靠千万军民的革命干劲前进。 

我坚信，大会与会者和我国所有思想工作者将成为伟

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式政治活动家，让全国沸腾

起来，实现全军革命化，早日取得 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