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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向同志们谈谈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

问题。 

建立党的领导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建设的根本

原则，是胜利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关键。只有切

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党才能作为革命的参谋部完成自

己的使命，才能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胜利地进行革命斗

争和建设事业。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宏伟的革命任务，迫切地要求

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我们要在共和国北半部更有力

地促进革命和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从南

半部赶走美帝国主义，早日实现民族 大的宿愿—统

一祖国的事业。要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牢固

地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切实建立党的领

导体系，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越深入发展，就越要切实建立党

的领导体系。 

过去，我们党向来都非常关心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

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由于党进行

了积极的斗争，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部门、所有单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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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了党的领导，建立起了保证全党统一行动的革

命纪律。今天，全体党员和劳动者都把自己的命运完全

寄托给党，满怀坚定的决心，要在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

行到底。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成绩。今后我们仍

需继续大力推进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工作。 

我们说建立党的领导体系，就是说要在全党树立无

条件地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革命作风，建立

铁的纪律，加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和组织生活，切实保障

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 

所有党组织要更有力地推进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的工作，以确保党对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首先，要在干部和党员中树立无条件地接受并坚决

贯彻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革命作风。 

党的决议和指示是我们党的组织意志，是全体干部

和党员必须牢牢掌握的指导方针。在党的决议和指示

中，全面地指明了胜利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具体

途径。 

党的领导，是通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斗争

实现的；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目的，也在于切实地贯彻

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离开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

斗争，就谈不上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设想革命斗争和建

设事业会取得成就。 



 

 3

现在，有些干部强调客观条件，行动迟缓，不及

时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也不提出具体的执行办

法，只是把决议和指示照本宣科地传达给下级；有些

干部搞本位主义和要领主义，不认真负责地进行贯彻

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工作，把没做好工作的责任上推下

卸；还有些党的干部借口抓党务工作，对贯彻党的有

关行政、经济工作的决议和指示的工作采取不闻不问

的态度，眼见其不被执行也不感到痛心。不去无条件

地接受党的决议和指示，对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

的工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或消极怠工，这不是革命

者应有的工作作风，这种人是没有资格做党员的。无

条件地接受并坚决贯彻党的决议和指示，是干部和党

员的首要义务，是他们的革命本分。干部和党员的革

命活动，就是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斗争。离开

了这个斗争，就谈不上干部和党员的革命活动，就不

能说他们尽到了自己的革命本分。 

对党的忠诚，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贯彻执行党的

决议和指示的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只有无条件地坚决

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人，才是对党忠诚的、真正

的主体型共产主义革命者。 

党组织要在干部和党员中间彻底根除不负责任、缺

乏主人翁态度、形式主义、要领主义、本位主义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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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现象，使他们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切实贯彻执行

党的决议和指示。 

为了无条件地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党组

织和干部就要周密细致地做好组织工作。 

只有党组织和干部周密细致地做好组织工作，才能

激发党员和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精神，才能将党的

决议和指示贯彻到底。 

党的决议和指示一下来，党组织就要集体地进行讨

论，制定正确的执行措施，具体地组织分工，并经常总

结执行情况，然后再进一步作出部署，保证党的决议和

指示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了无条件地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还

要使干部和党员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 

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斗争，是按照主体思想

的要求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在这过程中可能遇到各

种困难而复杂的问题。 

干部和党员要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缺乏的要去找，没有的要去造，用自己的力量克

服一切困难，以此来切实贯彻党的决议和指示。 

在党内建立革命的纪律，是建立党的领导体系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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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党内建立革命的纪律，才能加强党的思想意

志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有力地推动

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前进。如果全党不随着一个指挥

棒行动，而各行其是，那么，党就有可能变成俱乐部式

的团体， 后就会断送掉革命和建设事业。 

党组织要建立起保证全党一致行动的铁的纪律，把

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强大的革命政党。 

首先，要使干部和党员都具有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

党、同党共命运的坚定信念。 

干部和党员只有具有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同党

共命运的坚定信念，才能在任何逆境中都毫不动摇地按

照党的意图行动，才能在全党建立起革命的纪律。 

要使干部和党员都具有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一

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坚定信念，就要使他们对党有正确的

认识。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革命的参谋部，是我国人民

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离开了党，我国革命的胜

利，我国人民的自由与幸福，都是不可能设想的。党员

认清了党的历史使命和作用，自然就会拥护党，把自己

的一切都交给党，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党组织要教育

干部和党员对我们党有清楚的认识，真心实意地拥护我

们党，跟着我们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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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干部和党员对党有正确认识的同时，还要使他

们彻底丢掉对个别干部的幻想。如果对个别的干部抱有

幻想，就会把他当成偶像，党内就会出现派别， 终就

会给党和革命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党组织要教育

所有的干部和党员绝不要盲目地追随和服从个别干部，

或毫无原则地推崇他们。 

要想在党内建立革命的纪律，就要建立起严格的制

度，凡在党的工作中遇到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都要集中到

党组织里来，经过讨论加以处理。 

不把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原则性问题集中到党组织里

来，就无法掌握党的全盘工作，无法制定好计划，无法

做好党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 

现在仍有一些党的干部，本应向党组织报告的问题

也不报告，即使报告，也由于功名心作怪而不如实报

告。党的干部要切实掌握党的工作中出现的重要原则性

问题，及时准确地报告给党组织。 

同时，党组织和党的干部要建立起按照党中央的结

论处理问题的革命纪律。 

按照党中央的结论处理党的工作中出现的重要的原

则性问题，是所有党组织必须履行的义务，是集中制下

的纪律。如果党组织和党的干部不按照党中央的结论处

理党的工作的重要原则性问题，而任意地随便加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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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党内就会出现混乱和无纪律现象，就不可能按照党

的意图做好党的工作。 

所有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必须按照党中央的结论处理

党的工作中遇到的重要原则性问题；已经作出结论的问

题，要无条件地照办，丝毫也不要讨价还价。党组织和

党的干部即使想做十件事，如果党只要你做一件，那就

要只做一件。 

我们要在全党建立革命的纪律，使所有的干部和党

员呼吸一致，说话一致，走路的步调也要一致。 

树立正确的党组织观念，过好党的生活，是党员的

神圣义务，是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 

干部和党员只有树立起正确的党组织观念，过好党

的生活，才能按照党的意图思考和行动，才能在党的唯

一领导下行动一致。所有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树立正确的

党组织观念，认真过党的组织生活。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组织观念。 

干部和党员要严肃、郑重地对待和珍视党组织，彻

底依靠党组织去工作和生活。 

党是党员政治生命的保护者，她赋予党员以 宝贵

的政治生命，并时时关怀和引导党员使自己的政治生命

永放光辉。党员离开了党组织，就一刻也活不下去，也

无法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无法尽到革命者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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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仍有一些党员视个人的利益重于党组织的利

益，不向党交心，不把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坦诚地报告

党组织。不向党交心，对党玩弄外交手腕的人，是不可

能同党共命运的，也没有资格做党员。 

党员必须为党的利益而积极奋斗，应当把工作和生

活中的问题以至家庭问题都报告党组织。 

党组织要教育干部和党员认识什么是党组织观念，

怎样才能加强党组织观念，从而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党组

织观念。 

要使所有的干部和党员都自觉地过党的生活。 

党员是怀着为党和领袖、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决心

自愿入党的自觉的革命战士。党员不应该是在别人的

强迫或组织的监督下不得已地过党的生活，而应当是

自觉地过。 

所有的党员过党的生活要做到正规化和习惯化，认

真执行党组织的决议和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并积极参加

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为了加强党的生活，还要做好对党员的组织生活的

指导和监督。要想加强党员的组织生活，单纯地靠他们

的自觉性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党组织的指导和监督。 

经常给党员分配任务，是加强党员的组织生活的重

要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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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常给党员分配任务，他们才能尽到政治活

动家的本分，才能在各方面起到先锋作用。党组织要

根据党员的水平和特点交给他们适当的任务，然后很

好地帮助他们去切实完成任务，使全体党员都能经常

地进行活动。 

党组织要做到使党员把党的生活同完成革命任务密

切地结合起来。 

使党员过好党的生活，这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

要他们很好地完成所承担的革命任务。脱离了革命任务

的纯粹的党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党组织要很好地帮助所有的党员认真负责地完成自

己的革命任务。 

在正确地组织和领导好党员的组织生活的同时，还

要加强对组织生活的监督。 

如果不很好地监督党员的组织生活，他们就会骄傲

自满，以至思想变质，堕落成为连党都不放在眼里的革

命的叛徒。 

现在，由于党组织没有对党员的组织生活很好地进行

监督，有些党员便不认真过党的生活，不虚心接受党组织

的意见和忠告；有些干部以特殊人物自居，为所欲为。 

所有的党组织都要对党员的组织生活加强监督，使

他们认真过党的生活。对干部的组织生活，更要特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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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督。在工作上有上下级之分，过党的生活则无高低

之别。凡是党员，不管职位高低，都必须按照统一的党

的生活规范进行活动。党组织不能允许存在双重纪律，

要加强对干部的组织生活的监督，使他们不是作为领导

干部而是作为普通党员认真过党的生活。 

为了加强党的生活，还要及时地切实进行党的生活

总结。 

只有切实地进行党的生活总结，党员才能锻炼自己

的党性，很好地完成革命任务，使自己的政治生命放射

出光辉。 

党组织要使干部和党员在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上切

实地分析和总结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为了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确保党对革命和建设

的领导，就必须大大加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 

不加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就不能有效地贯

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不能有效地建立保证全党统一

行动的革命纪律，不能有效地加强干部和党员的组织观

念和组织生活。一句话，不加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

用，就不能很好地建立党的领导体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

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切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加强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 重要的是加强党

委会的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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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会是组织和进行本单位一切工作的集体领导机

构；集体领导是党委会的活动的根本原则。只有加强党

委会的集体领导，才能消除个人的主观专断，做好党对

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工作。 

加强集体讨论，是实现党委会集体领导的基本条

件，是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党的负责干部靠自己

一个人是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和掌握本单位全盘工作的，

也不可能制定出贯彻党的方针的正确措施。党委会要想

清楚地了解和掌握并有力地推进本单位的全盘工作，就

必须加强集体讨论。 

要加强集体讨论，就要充分发扬民主。 

在党的会议上，如果不发扬民主，允许个别的负责

干部的主观专断，就制定不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就

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成绩。党的负责干部独断专行，是

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背道而驰的。党的负责干部决不能

代表党委会。道、市、郡党委的第一书记不能代表道、

市、郡的党委会；厂党委书记不能代表厂党委。党委书

记如同是主持党的会议的主席，他和其他委员一样，是

党委会决议的执行者。在党委会上，要让所有的委员都能

充分提出贯彻党的方针的创造性意见。特别是要积极听取

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委员们提出的创造性意见，保证党委

会讨论决定的一切问题都能充分反映群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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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集体讨论的同时，还要增强党委委员们的责

任心和作用。并不因为党委委员们都坐在了一起，就体

现了党委会的集体领导，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要

想加强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就要在通过集体讨论制定出

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增强每个委员的责

任心和作用，使他们无条件地及时地执行党委会经过讨

论作出的决定。 

党委会要根据委员的工作岗位、工作能力和性格特

点明确地分配给他们任务，使他们经常有事可做。在分

配任务之后，还要经常了解和监督他们的工作情况，好

好帮助他们认真负责地执行自己分担的任务。总之，就

是要使全体委员及时地彻底执行党委会经过讨论作出的

决定。 

党委会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经济工作的领导。 

现在有不少党的干部，说要他们领导好行政、经济

工作，他们就把行政、经济干部撇在一边，包办代替；

一说叫他们不要包办代替，他们就像伴郎似地做行政、

经济干部的尾巴。包办代替行政和尾巴主义，都同党对

行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毫无共同之处。如果党的干部包

办代替行政工作，就会削弱行政、经济干部的责任心和

创造精神，使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结果是无

论行政、经济工作还是党的工作，都不可能做好。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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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干部跟在行政、经济干部的后面跑，便不可能正确

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行政、经济干部便可能主观专

断，错误地处理所遇到的问题。 

所有党组织和党的干部都要尽快克服包办代替行政

工作和尾巴主义的倾向，用党的方法，政治方法去领导

行政、经济工作。党组织和党的干部要从党的原则出发

支持行政、经济干部，并督促他们，使他们都能按照党

的意图进行工作。党组织和党的干部要向行政、经济干

部提出积极的意见，使他们抓好中心环节并把力量集中

到这里来；同时要经常关心和推动他们切实贯彻党的路

线和政策。 

要搞好干部队伍的建设，提高干部的领导艺术。 

能不能很好地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确保党对革命和

建设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作用。我们要

建设起坚强的干部队伍，大大加强干部的作用，以便切

实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首先，要以在政治思想上成熟的干部组建干部

队伍。 

干部的第一个标准，是忠于党和领袖、忠于革命。

对党、领袖和革命的忠诚，是共产主义革命者 主要的

品质。 

干部必须为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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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教导和党的决议、指示而努力奋斗，在任何逆境

中都始终不渝地相信领袖和党，跟着领袖和党走，为领

袖和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一代接一代地永远忠

于领袖和党。不真心拥护领袖和党，不投身于贯彻领袖

的教导和党的方针的斗争中去的人，没有当干部的资

格。不论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多好，如果他

没有忠于领袖和党的思想，就不能做干部。 

所有党组织都要选拔这样忠诚的人建设坚强的干部

队伍，他们真心拥护领袖和党，在任何风浪中都毫不动

摇地从政治思想上和用生命拥护和保卫领袖和党，为贯

彻领袖的教导和党的方针，不惜赴汤蹈火地斗争到底。 

同时，要用有能力的人建设好干部队伍。单凭热情

是不能很好地贯彻领袖的教导和党的方针的。单凭热情

做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管多么想忠于领袖和党，

如果没有能力，也是无法按照党的意图开展工作的。要

想无限忠于领袖和党，就要有高度的组织能力、革命的

胆略和丰富的知识。特别是在我们党的工作深入发展、

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大

量有能力的干部。所有党组织都要适应党和革命发展的

需要，选拔那些不管在任何艰苦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切实

贯彻领袖的教导和党的方针的有能力的人来建设坚强的

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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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干部队伍做到老中青结合，是我们党的干部工

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老干部经验丰富，处理问题老练；年轻干部朝气蓬

勃，血气方刚，对新事物敏感，乐于斗争。只有以老中

青结合建设好干部队伍，才能继续把我们党加强和发展

成为成熟的、老练的党，发展成为永不老化、永不停

滞、气势磅礴、热情充沛地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 

在建设好干部队伍的同时，还要提高干部的领导

艺术。 

干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领导艺术，才能组织和动员

起广大群众，有力地推进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才能很

好地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干部要想掌握正确的领导艺术，就要努力学习伟大

领袖金日成同志创造的革命的领导艺术。他在长达半个

世纪之久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了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

独创性的共产主义领导理论，完善了革命的领导艺术。

他创造的革命的领导艺术，是群众领导工作的全部经验

的集大成。 

所有的干部都要努力学习伟大领袖创造的革命的领

导艺术，从根本上改进领导群众的工作。 

要想彻底体现金日成同志的领导艺术，就要掌握革

命的工作方法，树立人民性的工作作风。干部只有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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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性的工作作风，才能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才能

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的智慧，有效地完成

革命任务。 

过去，我们党一直大力开展了在干部中树立人民性

工作作风的斗争；特别是 近几年来，积极地开展了学

习金日成式工作方法的工作。其结果是在干部中消除了

不少已成痼疾的官僚主义、要领主义等旧工作作风，逐

渐树立起了人民性工作作风。但是，在干部的工作作风

中依然存在着不少必须尽快纠正的缺点。有些干部不倾

听群众的呼声，随随便便地处理问题，而且不讲究方式

方法，马马虎虎地做工作。有些干部目中无人，态度专

横，随意呵斥下级人员。干部都要积极努力彻底改掉旧

工作作风，树立起人民性工作作风。干部要倾听群众的

呼声，向群众学习，态度任何时候都要谦虚，处理问题

要慎重。 

干部要想掌握正确的领导艺术，就必须提高自已的

水平。 

现在，有不少干部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规划工作，不

能大胆地有魄力地开展工作，主要是同他们的政治业务

水平低有关。有些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从

党的政策的角度正确地加以判断；他们既不善于主持会

议，也不善于谈话。干部的水平如此，是不可能按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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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图开展工作的。所有的干部都必须树立革命的学习

风气，一定要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 

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工作，是确保党对革命和建设

的领导的极为重要的工作，是所有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必

须经常狠抓的责任重大的工作。建立党的领导体系的工

作，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只有靠所有党组织和党的

干部的积极努力才能胜利实现。 

所有的党组织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建立党的领导体系

的工作，把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为朝气蓬勃的富有战斗

力的革命的党，百战百胜的金日成主义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