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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党、全军、全民遵循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

大会提出的宏伟纲领，为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

后胜利大力展开总攻战，在这样的革命高潮时期，召开

了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历史性契机，

向全世界彰显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威力

和必胜的气概，进一步增强职业同盟组织的职能和战斗

力，动员工人阶级和全体职业同盟盟员一致奋起投入新时代

万里马进军。 

我热烈祝贺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期待

大会取得巨大成就。 

朝鲜职业总同盟在两位伟大领袖的积极领导和深厚信任

下成立并不断壮大和发展，是忠于党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

政治组织、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强有力的战斗部队。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的

地位和作用，解放后继党的成立，建立了吸收广大工人

阶级参加的唯一政治组织—北朝鲜劳动组合总联盟，在

革命发展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指明职业同盟的前进道路，

英明领导工人阶级尽到自己作为革命先锋部队的责任和

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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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根据主体的群众团体建设思想，阐明

把职业同盟加强和发展成为我们党可靠的帮助者、拥护者

的明确指针，细心引导职业同盟组织出色地完成自己作为

政治思想教育团体的使命和任务，并亲自点燃群众运动的

火炬，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掀起集体的、联合的革新

热潮。 

每当面临艰巨而重大的革命任务时，两位伟大领袖总是

先想到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开创了革命新的全盛期。

他们的热爱、信任和英明领导是培养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

盟员成为坚强的时代英雄，使职业同盟在历史的狂飙中

毫不动摇地走忠诚一路的阳光雨露。 

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绝对信赖两位伟大领袖，并遵从

革命义理拥戴他们，站在前头克服严峻的考验和难关，忠实

地拥护了党和领袖。我们的工人阶级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

战后以千里马的气势用短暂的时间在这块变成废墟的土地

上建立了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在艰难的行军和

反美对抗战的严酷时期以拼死拼活的觉悟和意志奋斗

不息，为自卫国防工业的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祖国各地出现的震惊世界的事变

和转祸为福的奇迹中都留有同人民军军人并肩战斗，同心

同德拥护党的领导的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的精忠爱国

的辛劳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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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人阶级、职业同盟盟员以及职业同盟干部，不

管在平稳时期还是在严峻时期都以一片丹心坚信我们党，

积极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

竭尽爱国热忱和智慧，我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

战斗问候。 

目前，我国人民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举起的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下，怒涛般地

奋起展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庄严斗争。 

在今日的全民总进军中，革命性和组织性强、创造力

无穷无尽的工人阶级应起到主导的、先导的作用。 

我们党给一向忠实地拥护两位伟大领袖的思想和领导

的朝鲜工人阶级授予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这一

伟大的称号。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这一称号，反映我们

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要一如既往，继承两位伟大领袖让

工人阶级站在前头完成惊心动魄的社会历史变革，战胜

严峻困难的以工人阶级为重的思想和领导业绩。凝聚着我们

党对工人阶级的巨大信任和期待：我们党希望工人阶级

在主体革命事业中尽到自己作为金日成同志的工人阶级、

金正日同志的工人阶级的本分。 

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要高举全社会的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化旗帜，成为带领总进军队伍的火车头、社会的

榜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这是在主体革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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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革命赋予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崇高任务。 

我们的工人阶级要铭记党和人民的深厚信任，作为在

两位伟大领袖的关怀下茁壮成长的主体革命先锋部队、国家

的长子，出色地完成祖国和革命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和任务。 

要使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神圣的时代任务，就要彻底

改进并加强职业同盟工作。 

职业同盟是培养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成为无限忠于

党和领袖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组织和动员他们完成

主体革命事业的强有力的政治武器。 

朝鲜职业总同盟要将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

作为总的斗争任务狠抓。 

我国革命依靠党、军队和广大劳动群众团结的力量得以

前进和胜利。只有实现全党和全军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化，实现青年同盟和职业同盟等群众团体的金日成金正日

主义化，才能胜利地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

实现党、军队和群众团体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这是

社会主义事业、主体革命事业的 终胜利之所在。 

实现职业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是实现工人

阶级的革命化、精锐化，千方百计地增强其核心作用、先导

作用的根本保证。只有我们社会的先进部队、核心力量

—工人阶级成为火车头和榜样，站在前头带动，才能

胜利推进按照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要求改造和变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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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成员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宏伟事业。 

要在职业同盟内更加切实建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 

职业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这是把全同盟建设

成为只信奉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思想的纯洁体、在党的

唯一领导下一致行动的组织整体、行动的统一体的工作。 

职业同盟的指导思想今天是，明天也是，永远都是伟大

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职业同盟要把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

主义作为唯一指针，进行同盟建设和活动。要坚决拥护

并切实落实两位伟大领袖的职业同盟建设思想和理论以及

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把两位领袖的遗训作为生命线狠抓，

并彻底加以贯彻。 

职业同盟要无限忠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职业同盟

组织要根据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筹划和进行同盟

工作。职业同盟组织要整饬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及时向党汇

报同盟工作面临的所有问题，并按照党的结论去处理。职业

同盟组织要誓死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要把党的方针和指示

及时传达到下级基层，并在 短的时间内、在 高的水平上

去执行。长子 先领会并遵从父母的旨意，同样，国家的

长子—工人阶级要带头实现党的意旨和要求。 

誓死拥护党中央，这是朝鲜工人阶级的第一生命、引以

自豪的传统。即使工人阶级世代交替，也要永远把竭诚拥护

党和领袖的传统、一心团结的历史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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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里和乐元的工人阶级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也心怀有

金日成同志在我们就必胜的坚定信念，为战争胜利进行了

顽强斗争；降仙的工人阶级掀起千里马大高潮，誓死拥护

了党和领袖。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要像他们那样始终

不渝地绝对信赖并跟随党，永远与党同生死共命运。要发扬

战后高喊着要把宗派分子放进电炉里，拥护我们党的那种

精神，千方百计地拥护党的思想和权威，对在贯彻执行党

的方针中所出现的反党的、负面的种种现象丝毫也不要

放过或妥协，要用工人阶级的铁拳断然加以粉碎。 

要加强对同盟组织思想生活的指导，把所有职业同盟

盟员切实造就成为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 

同盟组织思想生活是把盟员造就成为金日成金正日

主义者的思想教育的学校，是锻炼组织性的熔炉。职业

同盟组织要把对组织思想生活的指导作为主线抓好，首先

致力于此。 

要在职业同盟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上集中力量。 

职业同盟组织要大力进行我们党提出的五大教育，把

所有职业同盟盟员造就成为全面具备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

的思想精神面貌的思想和信念的强者、热烈的爱国者、阶级

的先锋战士、高尚的道德体现者。职业同盟组织要致力于

灌输革命军人精神和白头山英雄青年精神的教育工作。要

给职业同盟盟员灌输党的以军事为重的思想和路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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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真学习军事，一手握紧革命的枪杆子，另一手握紧

阶级的锤子，始终保持紧张和动员的状态。要加大思想

教育和思想斗争力度，以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势力的反动

思想文化渗透阴谋，以严防职业同盟盟员被资本主义毒素

所污染，让所有盟员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健康地、革命

地生活和斗争。 

要根据每个人的准备程度和特点，采用各种形式和

方法，崭新地进行对职业同盟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积极

采用我们党提出的楔形攻势式思想工作方法，促进工人阶级

和职业同盟盟员的思想改造，使大高潮的热风席卷全国。

要建设好职业同盟教育基地，并利用其据点有计划地经常

进行教育工作。要有效地运作建在职业同盟组织内的教育

系统，全面调动宣传鼓动手段和方法，解决和完成党所

关注的问题、重要的政策任务。 

要加强对职业同盟盟员组织生活的指导。 

职业同盟组织要以增强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为重点，与

执行革命任务的工作结合起来搞好对同盟组织生活的指导。

要在职业同盟盟员当中树立好自觉的组织生活风气，使他

们始终依靠组织工作和生活，并及时准确地执行组织的决

定和分工。要提高同盟组织生活总结会的水平，使生活

总结会成为用革命思想教育和锻炼职业同盟盟员的重要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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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同盟组织要严格同盟组织纪律，提高对组织生活

的要求。要按照同盟章程和同盟生活规范进行职业同盟

组织生活，加强对职业同盟盟员的组织监督，以免发生

脱离组织生活的现象。 

要有力地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投入

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职业同盟组织要蓬勃开展激发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

的精神力量奋起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

工作，鼓舞群众创造新的奇迹，建立新的功勋。工人阶级

和职业同盟盟员要大力进行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

生产突击战，每天、每月、每季度一定完成自己承担的计划

任务，要在科学、教育、保健和文学艺术等所有领域成为

奇迹和革新的创造者、光荣的万里马骑手。要把自己的

工作岗位看作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战的前方哨所忘我奋斗，

从而创造贡献于加强国防力量、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利

的更多财富。 

要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中切实体现自强力第一主义。

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要具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好、自己

的力量 可靠这种坚定信念，高度发扬自力更生的斗争精神，

大胆地实现原料和设备的国产化、生产技术工艺的现代化，

在 高水平上创造社会主义文明。要以朝鲜工人阶级的自尊

和骨气，用自己的双手比别人更出色地制造所有东西，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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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进口病这一词，为民族的智慧和祖国的荣誉增光。 

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要想成为自强力的强者、知识

经济时代的主人翁，就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只要把工人

阶级的革命性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就无所不能。工人

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要牢记我们党关于让所有人都成为

知识分子型劳动者、科技人才的意图，利用远程教育体系

等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认真学习，不断提高现代科技

和文化知识水平。要消除经验主义和技术神秘观点，以新的

发明和有价值的技术革新积极贡献于自己单位的科技发展

和知识经济建设。职业同盟组织要帮助和引导工人阶级和

职业同盟盟员，使他们站在全民科学技术人才化的前头。 

职业同盟组织要在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当中大力

推进实现大众体育活动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正常化，确保

文明生产、文明生活的工作，以创造工人阶级的新文化，

使社会充满朝气蓬勃的气概。 

群众运动是以集体革新不断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

强有力的手段。职业同盟组织要根据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事业进入新的更高阶段的现实要求，积极组织和进行社会

主义竞赛运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争创26号模范机器

运动和做好事运动等各种群众运动，使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

盟员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热情和智慧。要把工作

重点放在完成党的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上，反映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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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和要求，制订高目标，为其实现进行顽强的斗争，以

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生命力。职业同盟组织使工人阶级和

职业同盟盟员清楚地认识到群众运动的目的及其实行途径，

积极推广正面榜样，做好总结工作和评价工作，增强工人

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对群众运动的关心和热忱，让社会

充满这一运动的气氛。 

为实现祖国自主统一和世界自主化而斗争，这是工人

阶级和职业同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盟员要深入领会我们党自主的

统一祖国路线和方针，并为其实现带头进行斗争。要支持

和声援南朝鲜工人为实现反美自主化和社会民主化，为争取

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在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下，实现

同南朝鲜工人运动团体的联合与团结，开创自主统一的道路。 

职业同盟要维护并落实我们党的对外政策理念和

原则，鼓励世界进步人民为自主、和平与社会主义而进行

的斗争，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工会、劳工团体以及国际

工会组织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壮大我国革命的支持者

和同情者队伍，早日实现世界的自主化。 

为胜利完成职业同盟所面临的任务，就要加强各级

同盟组织，增强其职能和作用。 

要建设好职业同盟领导机关，使领导机关的成员尽到

自己的责任。除了职业同盟干部和行政经济干部，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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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在劳动现场工作的职业同盟核心盟员参加各级职业

同盟领导机关。职业同盟领导机关要为贯彻执行同盟组织

面临的任务，积极采取措施，经常给委员分工，使他们积极

进行活动。 

改善和加强职业同盟工作的关键在于增强支部等职业

同盟基层组织的作用。职业同盟基层组织是贯彻执行党对

职业同盟提出的方针的主要战斗单位。职业同盟基层组织

首先要致力于职业同盟盟员的工作，把所有盟员紧密团结

在党的周围，积极发动他们奋起落实党的政策。要做好核心

盟员、积极分子的工作，用一人教十人、十人教一百人的

方法教育和改造群众，加强同盟组织。即使一个盟员在工作

和生活中有毛病，也要下功夫教育他，真心帮助他，以使所

有盟员与轰轰烈烈的时代气息同呼吸共步调，共同前进。

要大力开展争创忠诚的模范组织运动，积极进行赶超先进、

学习榜样的运动和经验交流运动，使所有职业同盟基层

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使全同盟沸腾起来。 

要提高道、市、郡职业同盟委员会的作用。道职业

同盟委员会要作为职业同盟的地区领导单位，建立井然有序

的同盟生活指导体系，加强对属下同盟组织的掌握和领导，

从而，把职业同盟组织建设成为活的政治组织。市、郡

职业同盟组织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同盟内部工作和基层组织

的工作上，不断加强同盟组织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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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筹划职业同盟

全盘工作，进行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参谋部。职业总同盟

中央委员会要把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和党的方针作为唯一

指针，让所有工作服从于其贯彻执行，周密细致地安排

科室之间的配合作战和协同作战，扎实地进行对下级的掌握

和领导。 

职业同盟组织的战斗力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

和领导同盟工作的职业同盟干部的水平和工作方法。 

要提高职业同盟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职业同盟干部

要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牢固地武装自己，洞悉两位伟大

领袖对自己部门的遗训和党的政策，并把它作为坚定不移

的信念。职业同盟干部要成为精通同盟工作业务，善于

主动地、创造性地组织和展开工作的得力的政治干部。要

成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丰富的文化

修养，和群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发动他们创造万里马

速度的群众工作的能手。 

职业同盟干部要深入领会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式工作

方法，并付诸实践。要把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出的教育

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崇高榜样作为借鉴，把一切工作都按照

金正日同志的教诲进行。职业同盟干部要经常到下面去跟

群众一起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职业同盟干部

要彻底消除对下级单位照本宣科地传达党的方针，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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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件应付同盟工作等陈旧而落后的工作方法，经常深入

到群众中去，用自己双手播下种子，下功夫收获硕果。 

党组织要重视并积极帮助职业同盟工作。 

党组织要选拔忠于党、在群众中享有威望、通过劳动

久经锻炼、业务上精明强干的得力的人，建设好职业同盟

干部队伍。要密切关注对职业同盟干部的教育工作，以使

他们时刻铭记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发挥自己的

作用。党组织要在工地劳动的盟员当中选定对党忠心耿耿、

有发展前途的人作为职业同盟干部后备人员，并通过工作

锻炼他们，还要保送到培训机关，系统地培养他们。 

要设法提高职业同盟组织的自立性和创造性。各级

党委员会要及时给职业同盟组织传达每个时期我们党提出

的方针，以使职业同盟组织根据党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工作

和活动。党组织要引导职业同盟组织主动地筹划并大胆地

推进工作。党组织要消除撇开职业同盟组织，包办其工作

的现象，大胆地给职业同盟干部交待任务，帮助他们靠

自己的力量完成任务。要保障职业同盟组织的工作条件，

积极推重并高度评价职业同盟干部，以使他们满怀自豪感

和荣誉感，全力以赴进行工作。 

只要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职业同盟组织充满活力沸腾

起来，我们革命队伍的威力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社会主义

强国建设事业就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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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全体工人阶级、职业同盟盟员和职业同盟

组织遵循两位伟大领袖的崇高意旨，出色地完成祖国和革命

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任务，大力彰显金日成金正日工人

阶级的英雄气概，为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

后胜利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