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正   恩 
 
 

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青年运动的鼎盛期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金   正   恩 
 
 

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青年运动的鼎盛期 
 

主体 105 年（2016 年）8 月 28 日在 

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亲爱的青年代表同志们！ 

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全国青

年大力促进旨在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

的总进军的激动人心的时期召开，卓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

工作，对此我感到满意，向参加大会的全体青年代表表示

热烈的祝贺。 

我向在保卫祖国的哨所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战场

上创造奇迹，建立功勋，尽到自己作为党的青年先锋的

光荣使命和本分的全国青年，表示由衷的感谢，致以战

斗的问候。 

同时，向参加大会的海外同胞青年代表团成员表示祝

贺，向为祖国的自主统一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斗争的旅日

朝鲜青年等海外同胞青年和南朝鲜青年学生致以热烈的同

胞友好的问候。 

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拥护和

永世弘扬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青年运动思

想和业绩，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将青年同盟巩固和发展成

不可战胜的先锋队伍方面，成为重大契机。 

大会反映全国青年一致的要求和愿望，通过了把青年

同盟命名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的决议。给青年同



 

 2

盟冠以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这是在把我们的青年同盟巩固和发

展成为永恒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青年同盟方

面，缔造了永不动摇的根基的重大事件，是青年同盟组织

和青年的无上光荣和幸福。 

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彰显青

年先锋继承青年同盟的光荣历史和斗争传统，在党的领导

下将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信念和意志的忠诚之大会，

是积极发动青年奋起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战的总进军

大会，是在主体青年运动的乘胜前进和青年同盟的巩固和

发展中建立新里程碑的历史性大会。 

代表同志们！ 

我在主体青年运动发展中成为分水岭的意义深远的大

会讲台上，对把青年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接班人，建立引

以自豪的青年强国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无

限感激，肃然起敬。 

青年同盟走过的七十年历史，是两位伟大领袖独创的

重视青年思想和英明领导所取得的光辉胜利的历史，是朝

鲜青年拥护党和领袖、祖国和人民的火热忠诚和爱国献身

给装点的历史。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早年在抗日革命烈火中开创青年

运动的起源，提出主体青年运动思想，对青年予以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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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关爱，细心引导青年工作。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以重视青年路线和卓越而老练的

领导，把青年同盟巩固和发展成为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

青年组织，把青年培养成为继承白头山血统的可靠的接

班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猛将，开创了青年运动新的

全盛期。 

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我们两位领袖把重视青年当

做国事的重中之重、革命的战略路线，英明地领导，历史

上第一次完美地解决了青年问题，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青年强国，这是他们建立的特殊的功绩。 

诚然，朝鲜青年运动是在两位领袖的伟大思想和英明

领导下开拓并发展的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运动；

我们的青年强国是在两位领袖的崇高信任和关爱下建立的

金日成金正日青年强国。 

主体青年运动乘胜前进的引以自豪的年代里，渗透着

青年们为党和领袖、为祖国和人民忘我奋斗的宝贵血汗和

英雄功勋。 

我国革命的第一代青年，跟随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手

持武器闯过抗日血战万里、风雪万里，实现了解放祖国

的历史事业。你死我活的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青

年们积极拥护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为了亲爱的祖

国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英勇战斗，创造英雄朝鲜的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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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光荣地保卫了祖国。积极

响应党和领袖号召的青年，在战后艰苦的时期也在恢复

建设中建立了辉煌的劳动功勋，跨上千里马飞奔，在短

暂的时间内建立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主义国家，创

造了英雄朝鲜的奇迹。 

在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反帝反美对抗战的严峻时期，

青年们奋勇当先拥护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先军革命领导，

誓死保卫主体革命的命脉和社会主义祖国，战胜苦难和考

验，开创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转变时代。 

在主体革命的新时代，我国青年具有只要党相信就能

举起地球的信念和胆略，同严酷自然搏斗，出色地建成白

头山英雄青年发电站，创造英雄青年神话，充分彰显了我

们党教育和培养的新一代青年先锋的英雄气概。白头山青

年发挥的白头山英雄青年精神，是誓死拥护党中央的精神

和誓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革命精神，是象征今日我们时

代的攻击性革命精神。 

在世代相承的神圣革命征途上，青年们坚决拥护和保

卫党、领袖和祖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斗争和

功勋，将载入我们党的历史和主体的青年强国建设史册，

流传千古。 

在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造福于民的宏大而豪迈的斗

争中，青年们受到革命的教育，从精神与肉体上得到锻炼，



 

 5

壮大成为千团万层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堡垒的天下无敌

的青年大军。 

我们的青年才是爱国的、英雄的青年，很想赞扬他们，

让世人羡慕。拥有这样可靠的青年大军，是朝鲜劳动党的

洪福、朝鲜的骄傲，尊严的我们国家的强大和辉煌的未来

就在于此。 

上一代青年在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事业

中不惜献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贵青春，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还向如今也在实现党的构想和意图的路上建立青春功勋，

像星星一样发光的全国青年，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再次致

以热烈的战斗问候。 

代表同志们！ 

今天，青年同盟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适应主

体革命的新时代要求，将青年同盟永远巩固和发展成为

两位伟大领袖的青年同盟，在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

议的斗争中大力发挥作为党的排头兵、侧翼部队的威力，

从而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运动鼎盛期。 

青年同盟要出色地完成时代和革命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和任务，就要实现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 

青年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就意味着拥戴伟大的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永恒的领袖，以两位领袖的革

命思想作为领导指针，胜利推进主体的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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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这是进入新的高阶

段的我国革命和青年运动发展的时机成熟的要求，是青年

同盟要在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举起的战斗旗帜。 

青年是主体革命的接班人，青年同盟是我们党可靠的

后备队。党和革命的前途、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青年的作用，在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社会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化纲领方面，青年同盟所承担的任务非常重要。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早已教导说，在革命斗争中青年同

盟同党和军队一起起到重要作用，党、军队、青年同盟强

大，就天不怕地不怕。落实金正日同志所阐明的关于党军

青的思想，在推进全党、全军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同

时实现青年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我们革命队伍的

威力就会千百倍地得到加强。实现全党和全军的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化并实现青年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这

是我国革命的前进道路，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根本保证。 

青年同盟要高举全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

拥护和光大两位伟大领袖的青年运动思想和领导业绩，在

青年同盟内切实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 

青年同盟要使所有同盟干部和青年在拥戴伟大的金日成

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永恒的领袖的工作中竭尽忠诚。要把

两位伟大领袖的青年运动思想作为青年运动的胜利旗帜、

巩固和发展青年同盟的根本指针狠抓，使所有工作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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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拥护两位领袖的思想与领导业绩，誓死贯彻两位领袖

遗训的工作。 

青年同盟要按照主体革命事业跳跃期的要求，不断深

入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工作，整顿铁的纪律和秩序：

根据党中央的唯一结论处理在同盟建设和活动中所出现的

一切问题，把党的决议和指示及时从青年同盟中央传达到

基层，并立即彻底加以执行。 

青年同盟要以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主，把所有青

年切实造就成为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 

青年同盟是思想教育团体，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是

青年同盟的基本任务。如果青年同盟组织忙于政治活动或

经济业务工作，而疏忽自己本职工作——对同盟员的思想

教育工作，就不能把青年很好地造就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青年工作的主干就会松动，青年同盟就会变成软弱无力的

组织。 

青年教育的总体目标是把所有青年都造就成为真正的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 

把青年培养成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的养分是我们

党的革命思想和白头山的革命精神。青年同盟要给所有青

年深入灌输我们党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和白头山的

革命精神，把他们造就成为忠于党的事业的思想和信念的

强者、自力自强的战士，使青年生活和工作的所有地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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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头山的精神和气概沸腾起来。 

各级青年同盟组织要把党提出的五大教育作为把青

年造就成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的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

狠抓，并通过思想教育工作的一切形式和机会扎扎实实地

进行。 

青年同盟组织要致力于两位领袖的伟大性教育，把青

年造就成为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青年先锋。要在青年当中

进一步深入进行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信念教育、反帝阶

级教育和道德教育，把所有青年都培养成为热爱祖国的真

正的爱国者、具有不屈的革命信念和透彻的反帝阶级意识

的热血战士、阶级斗争的猛兽、具有高度的文化素质和高

尚的道德品质的文明的社会人。 

青年同盟组织要扎实地运营学习会、讲演会等教育体

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实效，以使党的声音在青年所在的

所有地方都不间断地响起来，使青年随时都可以像呼吸清

爽的空气一样体会我们党的革命思想。 

要富有青年气味地、崭新地、攻势式地开展青年的教

育工作。要彻底消除利用滥竽充数或死板的方法进行思想

教育工作的倾向，适应青年的特性和时代的要求，崭新地、

朝气蓬勃地、战斗般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要积极摸索和

使用扣动青年群众的心弦，使青春的热情涌现出来的真挚

而大有实效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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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组织和青年要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成为先

锋队、突击队。 

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是按照两位伟大领袖和党的构想，

在祖国大地上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富强的人民

乐园的神圣事业。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前头打开突破口，

这是党的战斗后备队、我们社会最富有活力的部队——青

年应有的本分。 

所有青年要积极遵循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战

斗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豪迈斗争中，发扬光大我

们时代英雄青年的崇高荣誉。 

“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总突击战中充分发挥英雄青

年的智慧和勇猛精神！”，这是现时期青年同盟和青年要

积极响应的战斗口号。 

青年们要竭诚拥护我们党的先军革命领导，在社会主

义祖国保卫战中成为敢死队。 

青年是先军革命的排头兵、祖国保卫战的主力部队。

所有青年要把我们党的重视枪杆子思想铭记在心，把保卫

祖国视为最神圣的义务、最大的爱国，踊跃投入保卫社会

主义祖国的斗争。人民军和人民内务军内的青年要不愧为

守卫我国革命的第一生命线反帝军事战线的哨兵，握紧革

命的武器、阶级的武器，铜墙铁壁般地捍卫祖国的防线和

社会主义制度，在同早晚要决一雌雄的我国人民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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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殊死决战中创造新的战胜神话。 

青年学生无论是谁都要抱着热烈的爱国心和坚决的卫

国精神，认真参加军事训练，一旦有事时需要就手持枪杆

子一致奋起投入全民抗战，可靠地保卫亲爱的祖国、自己

的家乡和工作岗位免受敌人的侵略和破坏。 

社会主义保卫战是与敌人的军事上的对抗，同时是思

想和精神上的对抗。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新一代青

年作为目标毒辣地进行阴谋活动，企图使他们腐败堕落，

导致我们的社会主义从内部变质和瓦解。 

所有青年要作为思想精神力量的强者、革命信念的强

者坚决地应对敌人的思想文化渗透活动，绝不让异己的思

想文化和变态的生活方式侵袭我们内部。青年同盟组织要

在青年中高强度地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连根拔掉在

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花园里萌发的一切非社会主义的、

异己的毒草。 

今天，欣欣向荣飞跃发展的我们祖国号召青年投入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创造奔跑在岁月前面的万里马速

度的战场，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的大有作为的舞台。 

青年们要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战区高举自强力第

一主义旗帜，以果断的攻击精神和青春的气魄不断创造新

的奇迹和革新。 

青年们要在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中掀起集体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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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热潮，创造新的标准、新的纪录，每天、每月、每季度

超额完成自己承担的国民经济计划。 

青年同盟组织要蓬勃开展在实践中证实其优越性和生

命力的争获先军青年火炬奖运动、青年突击队运动等多种

群众运动。要大力开展赶超领先单位运动、学习先进单位

运动和经验交流运动，掀起建立功勋的热潮，在青年工作

的所有地方创造新的奇迹和革新，使全国变成热火朝天的

青年舞台。 

青年同盟要承担在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中有意义

的重要项目建设工程并出色地完成，高度显示青年突击队

的威力。今后，党中央准备使青年突击队和人民军建设部

队站在前头，开创建设的大繁荣期。青年们要在党召唤的

社会主义大建设战场上，以一鼓作气移山填海的气势和胆

略，在这块土地上更多地建设冠以青年名字的纪念碑式创

造物。 

青年们越响应党的号召，高度发挥青年建设部队的威

力，气势冲天地前进，全国越沸腾，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

业越大踏步前进。 

青年们要在科学技术强国建设中成为先驱、开拓者。 

现在是科学和技术的时代，国力竞赛是科学技术竞赛，

富强祖国的未来取决于对新事物敏感、充满创造性智慧和

热情的青年怎样奋斗。青年们应该站在旨在建设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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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的智力战、技术战的前头，以伟大的创造和功勋点缀

青春时代的每一天，早日迎来复兴强盛的祖国未来。 

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在使

我国早日跻身于科学技术强国之列的尖端突破战中竭尽一

切创造性智慧和热情。青年们要带头实现全民科学技术人

才化，成为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的能手，在实现生产工艺

的现代化，实现原料、燃料和设备的国产化的工作中做出

积极贡献。学生青年要手不释卷，刻苦学习，掌握知识，

准备成为用尖端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的得

力人才。 

青年们要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创造者、文明强国建设

的先锋队。 

青年们要在使文学艺术、体育等社会主义文化的所有

领域全面繁荣发展，尽早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强

国的斗争中，起到核心、先锋作用。 

所有青年要怀着我们的文化最好、我们朝鲜式生活方

式最好这样一个民族自豪和骄傲，珍视上一代创造的一切

精神及物质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文

化。要适应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总进军的时代的要

求，在青年们生活和工作的所有地方使英雄青年文化开出

绚丽花朵，使革命之歌、斗争之歌响彻云霄。 

要在青年中间大力开展整顿道德纲纪的斗争。要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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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青年尊重革命前辈、尊敬师长、谋求集体的团结与家庭

的和睦，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共道德与生活秩序。 

青年们要积极掀起大众体育、国防体育热潮，从而靠

强壮的体魄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贡献；在把我国变

成社会主义仙境的斗争中打头阵。 

青年们要为实现祖国的自主统一和世界自主化而积极

进行斗争。 

民族的儿女、祖国的未来——青年理应在消除长年持

续的民族被分裂的痛苦，在这块疆土上建起有尊严而繁荣

昌盛的统一强国的民族大业中打头阵。 

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青年要高举民族自主的

旗帜、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统一爱国之路上同心同德，

团结联合，进行斗争，以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反统一势力的

妨碍阴谋活动，打开祖国统一的康庄大道。 

青年同盟和青年们要把两位伟大领袖缔造的祖国统一

三大宪章、历史性的 6·15 北南共同宣言、10·4 宣言作

为祖国统一的大纲高高地举起来，在实现国家的自主统一

的斗争中奋勇当先，并积极支持和声援南朝鲜青年与学生

为实现反美自主化、祖国统一进行的斗争和海外侨胞青年

的爱国斗争。 

南朝鲜青年与学生要阻挡和粉碎美国及其追随者企图

把核浩劫施加于我们民族头上的侵略战争挑衅活动，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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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尊重和履行历史性的民族共同协议的斗争，打开北

南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的新局面。 

旅日朝鲜青年等海外侨胞青年要心怀尊严的朝鲜民族

的骄傲和自豪感，在实现祖国的自主统一和社会主义祖国

的繁荣富强的爱国事业做出有特色的贡献。 

朝鲜青年运动与世界青年运动有着密切关联，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担负着高举反帝自主的旗帜，同维护

自主性的世界进步青年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实现真正的国

际正义和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贡献的重要任务。 

青年同盟要体现我们党的对外政策理念与原则，加强

同世界进步青年的反帝声援、友谊和团结，为世界青年运

动的巩固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青年们要在向往自主、主

持正义的斗争中做出榜样，成为先锋，阔步前进，从而向

全世界彰显主体的青年强国的威仪。 

青年同盟要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

期，就要加强各级同盟组织，千方百计地增强其战斗职能

和作用。 

青年同盟是把青年造就成为党的后备队、主体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的政治组织，是青年运动的直接承担者。只有

青年同盟的各级组织得到加强，高度发挥其战斗威力，才

能按照党的思想和意图朝气蓬勃地推进青年运动。 

青年同盟要掀起加强同盟组织的热潮，把各级同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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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成为组织性、纪律性、团结力、战斗力都很强的组

织、精锐的青年队伍。 

要在青年同盟组织中切实建立革命的工作体系，整顿

革命的纪律。 

青年同盟要使各级青年同盟组织切实执行同盟组织旨

在落实党的方针的决议和指示，并及时汇报执行情况，而

且树立上级同盟组织经常了解和掌握下级同盟组织的活

动，并采取相应措施的井然有序的工作体系和秩序。要在

从青年同盟中央到基层组织的整个青年同盟组织里严格纪

律，按照党的方针和同盟章程规定的准则的要求开展一切

工作。 

加强青年同盟组织的关键在于加强青年同盟的基本战

斗单位—同盟基层组织。各级青年同盟委员会要经常下

到基层组织中去，提高基层组织干部的水平和活动能力，

认真负责地帮助他们，使他们切实展开同盟员的工作。尤

其是青年同盟的末端指导单位——市、郡青年同盟组织要

正确地掌握和指导基层组织的工作，并积极给予帮助。 

青年同盟组织要加强同盟员的组织生活，以使组织生

活过程成为革命地教育和锻炼青年的青年革命学校课程。 

青年同盟组织生活是青年们发扬光大作为金日成

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同盟员的宝贵政治生命的有意义有

价值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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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组织要在同盟员中树立好革命的组织生活风

气，以使所有同盟员珍视青年同盟组织为自己政治生命的

母体，并自觉地参加同盟生活。要实现同盟组织生活的正

规化，整顿组织纪律，以在青年中间绝对不允许出现不诚

实地参加同盟组织生活或脱离组织生活的现象。要密切结

合同盟组织生活和执行革命任务的工作，以使组织生活的

成就在革命任务执行中表现出来。 

青年同盟要致力于加强青年同盟的接班人——少年团

组织，教育好少年团员的工作。 

少年团员是肩负未来朝鲜的栋梁之材，加强少年团是

青年同盟承担的重要任务。 

现在，敌人最害怕的是我国革命后继有人。各级青年

同盟委员会要把对少年团工作的指导转化为委员会的工

作，在对少年团员的教育中密切结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以把全体少年团员和少年团组织造就成为我

们党真正的少年近卫队。 

要建设好青年同盟干部队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责任

感和作用。 

青年同盟工作能否按照党的意图进行，完全取决于

青年工作的主人——青年同盟干部。只有青年同盟干部

成为引导青年们始终跟着党勇往直前的火车头、老练的

政治活动家，500 万青年队伍才能壮大和发展成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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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哑弹的钢铁般的先锋队伍。 

青年同盟要适应同盟干部不断换代的现实，用在政治

思想上坚定、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的核心青年及时地补

充和更新同盟干部队伍。青年同盟要致力于培养同盟后备

干部工作。 

全体青年同盟干部要认清在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青年运动的鼎盛期的斗争中青年同盟干部承担的任务，并

出色地加以完成。 

青年同盟干部要成为两位伟大领袖和我们党重视青年

思想和路线的热烈的拥护者、积极的宣传者、坚决的贯彻

者。 

青年同盟干部要用两位伟大领袖和我们党重视青年思

想和路线牢牢地武装自己，切实基于两位领袖的教导和党

的思想进行青年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青年工作方针。 

青年同盟干部要成为为了同盟工作发展忘我奋斗献身

的战士、非凡的热心人、顽强的实践家。 

青年同盟干部要经常为了同盟工作的发展琢磨并竭尽

智慧和热情，以坚强的斗志和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崭新地、

革新地组织和开展工作。青年同盟干部要大刀阔斧地开展

一切工作，满怀着无论天塌下来也得完成一旦开始的事情

的坚定的胆量和斗志，顽强地加以推进，取得成就。 

青年同盟干部要成为在队伍的前头打开进军突破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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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旗手，在所有方面成为同盟员的一面镜子。 

青年同盟干部要投身在火热的战场，在艰巨的工作中

带头挺身而出，不用口头，而要用实践榜样号召同盟员投

入斗争，建立功勋。青年同盟干部要在执行革命任务和进

行组织生活中成为同盟员的榜样，日常生活要谦虚朴实，

清白廉洁。 

青年同盟干部要像亲骨肉一样爱护和关照同盟员，成

为与他们生死与共亲切的大哥、大姐。 

青年同盟干部要抱着火热的同志友爱精神，负责并保

护同盟员的政治生命，与他们同甘共苦。青年同盟干部要

为同盟员忘我服务，关照和引导所有青年一个不落地跟着

党向前进。 

青年同盟干部要成为具有广博知识、高度的组织力和

活动力、丰富的文化素质的多面手。 

青年同盟干部要认真学习、积极努力，在所有方面掌

握渊博知识，精通青年同盟工作业务，学会教育和发动同

盟员的方法和妙策。青年同盟干部要能歌善舞、做好鼓动

讲话。 

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党对青年同盟工作的指导。 

青年的工作是党务工作的一部分，并且，积极帮助和

好好引导青年同盟工作，是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所承担的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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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要把党中央重视青年工作的意图

铭记在心，深化政策上和政治上的指导，以使自己地区和

自己单位的青年同盟工作按照党的思想和意图正确地执行

下去。 

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要下大功夫教育青年，像总放心

不下的母亲一样爱护青年，一视同仁，无微不至地照顾好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要特别关注同青年同盟干部的工作。 

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要认真负责地教育好青年同盟干

部，保障他们的工作条件，以使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展

青年工作。要吸收模范青年干部入党，优先任用他们为党

务工作者，使所有青年同盟干部具有高度的荣誉和骄傲感，

发挥一切智慧和热情从事同盟工作。 

在全党范围内，要开展创造并推广党组织对青年同盟

工作的指导的样板单位、典型单位的工作，使爱护青年、

积极推动青年同盟的工作成为朝鲜劳动党的党风。 

要让全国充满重视青年、爱护青年的风气。 

青少年的工作是和我们党、国家、我们朝鲜式社会主

义的前途密切相关的重大工作，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全国

性的、全民性的工作。不仅是党务工作者，社会的所有干

部和劳动者都要成为教育青少年的教育者、家长，要好好

教育他们，积极帮助他们解决有关青少年工作的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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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的新一代在全国、全社会的指导和帮助下成为革命

的可靠接班人。 

代表同志们！ 

在沿着我们党中央指引的朝鲜革命的航路突飞猛进的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和青年面前展现着辉煌未

来，朝鲜青年运动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 

让我们为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为青年同盟的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向青年强国的辉煌未来奋勇前进吧。 

光荣属于机智勇敢、可靠的 500 万青年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