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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和青年满怀信心和乐观，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强

盛大国的第二千里马大进军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举行金日成社会主

义青年同盟模范基层干部大会。青年同盟模范基层干部大会将成为

适应革命发展的要求，提高青年同盟基层组织的职能和作用，把青

年进一步造就成为我们党的青年先锋，发动他们投入建设强盛大国

豪迈斗争的重要契机。 

我向竭诚拥护党的思想和领导，在青年同盟工作中起着核心作

用的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模范基层干部和全体与会者、全国所

有青年同盟基层干部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国青年正在成长为伟大党的青年先锋、主体革命的可靠接班

人。由于我们党久经考验的领导，青年同盟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成为

以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尊名光芒四射的革命的青年组织，青年们

在斗争烈火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变得坚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的青年维护并发扬光大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青年运动思想和领导

业绩，在接代继承并完成金日成主席革命事业的忠诚路上，始终不

渝地顽强奋斗。在“艰难的行军”、强行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的男女青年毫不动摇地高举革命红旗，克服重重困难和考验，英

勇奋斗。我国青年有力地显示了只相信并跟随我们党，无限忠于党

的号召的朝鲜青年的高尚风貌和不屈不挠的气概。不顾生命危险冲

进变成一片火海的树林，抢救革命传统的宝贵财富壮烈牺牲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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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因意外事故漂流在茫茫大海，处于绝境的最后时刻，也拥护

党和领袖，高呼我们党万岁壮烈牺牲的人也是青年；在世界田径锦

标赛女子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冠军向全世界显示祖国的荣誉和民族

气概的党的好女儿郑圣玉选手也是青年英雄。无数青年用科学、技

术、体育和艺术为主体的祖国、我们的社会主义争光。现在，我国

青年以只要是党的要求，任何任务都无条件去完成的坚决贯彻精神，

做强盛大国建设的突击队，在艰苦的岗位掀起集体革新。青年高度

发挥了热爱并诚心诚意帮助同志、为社会和集体不惜献出生命的共

产主义美好风尚。 

我国青年出色地培养成为无限忠于党和革命的青年先锋、具有

高尚的思想精神风貌的革命的新一代，这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重

视青年思想的光辉结晶，是我们党和人民的极大骄傲。 

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同盟工作得到发展，青年们造就成为可靠

的新一代青年革命者，凝聚着青年同盟基层干部默默无闻做出的努

力。由于青年同盟基层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得到提高，争获青年先锋

模范团体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基层组织进入了青年先锋模范团

体队伍。 

我高度评价青年同盟基层干部在竭诚拥护党的领导，加强和发

展同盟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的时代是主体革命的伟大新时代，今天，我国革命进入了

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建设的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党开创的主体革命新

时代是打败任何强敌，冲破空前难关和考验的伟大斗争和胜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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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国家和民族繁荣，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全面开出绚丽花朵

的新的革命高潮的时代、大革新的时代。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

盛大国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光辉地继承并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

事业，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最有威力、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的无比豪迈而波澜壮阔的斗争。 

要做时代的先驱，站在强盛大国建设前头的一代就是我国青年。

我们党和人民热爱青年，热爱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也是为

了青年和未来。对我国青年来说再没有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

义强盛大国建设献出青春的力量、智慧和热情更豪迈而光荣的事情。

青年要抱着远大的抱负和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把我国建设成

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使之威名四扬的神圣斗争中，高度发挥

青年先锋的威力。 

在使青年尽到时代和革命所赋予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方面，青

年同盟基层组织的活动占重要地位。青年同盟基层团体等基层组织

是青年同盟的基层组织，是盟员的政治生活据点。青年们参加青年

同盟基层组织进行政治生活，从政治思想上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对

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加以培养和发动他们执行革命任务的工作，都通

过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进行。加强青年同盟基层组织，是加强全同盟

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加强同盟基层组织，提高其作用，才能把青

年同盟加强和发展成为坚决拥护党、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主体革命道

路勇往直前的忠诚的队伍，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先锋队、突击队作

用的有威力的战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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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同盟工作，把青年造就成为我

们党可靠的青年先锋，发动他们投入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 

首先，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竭诚拥护党的领导，使所有的青年

无限忠于党和领袖。 

党的领导是青年组织的生命线。所有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树立

用我们党的思想呼吸，在党的唯一领导下一致行动的革命纪律。青

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做拥护党，依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工作，坚决贯彻

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忠于我们党的青年先锋组织。 

对自己领袖和自己领导者的忠诚和孝敬是革命战士最重要的政

治道德品质。青年要成为深入体会我们党的伟大，竭诚拥护党的领

导，在任何逆境中都同我们党共命运的真正的忠臣和孝子。誓死保

卫领袖是对党和领袖忠诚的最高表现，是维护党和革命、祖国和人

民的命运，使之发扬光大的重要保证。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我国青年学习在开拓朝鲜革命时期用生

命保卫金日成主席的抗日青年先锋的宝贵斗争传统和我们时代的人

体炸弹英雄、自我爆炸英雄的崇高榜样，在拥护并保卫我们党的斗

争中要做亲卫队、敢死队。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深入体会到

我们党的思想和领导以及风范的伟大，使所有青年具有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党最伟大这种坚定观点和立场，绝对信赖并跟随我们党。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遵循我们党的重视军事的思想和先

军革命领导，站在前头加以拥护并贯彻。 

我们党的先军革命领导是体现重视军事思想的我们朝鲜式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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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方式。我们党先军政治的独创性和百战百胜的威力在于以军

事为第一国事，把人民军队壮大成为所向无敌的革命武装力量，用

枪杆子拥护党，保卫祖国和革命、社会主义，以人民军队的革命的军

人精神和斗争风气大力推进革命和建设。由于党的重视军事的思想和

先军政治，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才得以在今天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也毫不

动摇，显示其尊严和威仪，我国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才乘胜前进。 

青年是保卫祖国的直接担当者和基本力量。只有血气方刚、勇

敢、充满战斗气魄的青年站在前头拥护党的先军政治，才能把人民

军队造就成为世界一流强军，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种种挑

衅和侵略阴谋活动。热爱枪杆子，为军事献身奋斗，这必须是我们

时代青年固有的风貌。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认清在革命的枪

杆子上有祖国的安全、民族的繁荣和我国人民与青年辉煌灿烂的未

来，把服兵役看做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我国青年只有扛着枪站在

保卫祖国的哨所，才能享有做最高司令官战士的高度荣誉，自豪地

说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 

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要侵略我国的野心是永远不会改变

的。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我国青年认真学习军事，切实做好对付

战争的准备。我国所有青年要具有革命的战争观点和必胜的信念，

经常保持紧张的动员态势，从政治思想上、军事技术上和体力上做

好准备，以便在一旦有事时奋起投入保卫祖国的圣战，消灭侵略者。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像亲兄弟一样爱护人民军队，与军队同

心同德，浑然一体，以革命的军人精神生活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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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第

二千里马大进军中，高度发挥突击队和先锋队的威力。 

青年是在革命和建设中最有活力的部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突

击队。只有青年在强盛大国建设中奋起大造声势，进行革新，才能

使全国以革命高潮沸腾起来，大力促进第二千里马大进军。我国青

年要像在战后废墟上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掀起千里马大高潮的50

年代、60 年代青年建设者那样，在第二千里马大进军中发扬英雄主

义精神和无私的忘我精神，发挥坚忍不拔的斗志，创造奇迹，进行

大革新。“青年要在第二千里马大进军中成为英雄、伟大功勋的创造

者”这就是党的要求和我们时代青年要提出的口号。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志愿去国民经济艰苦部门和重要部

门建立丰功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战线起到先驱作用。无论

在搞活电力、煤炭、冶金工业和铁路运输方面，还是在掀起工矿企

业的生产高潮方面，青年要做突击队，打开突破口，点燃革新的烈

火。在贯彻党的农业革命方针的斗争中，青年要做先锋队发挥高度

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积极性，在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带来大变革。 

青年们要带头参加青年突击队运动，在党交代的重要项目建

设中建立丰功伟绩。我们党提出百年大计的远大建设构想，把重

要建设项目交给青年同盟和青年。现在，参加平壤—南浦高速公

路建设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在极其艰苦而不利的条件下，怀着一定

要报答党的莫大信任的忠诚，每天进行惊人的革新。青年们要在

平壤—南浦高速公路铺设等大纪念碑式创造物的建设工程中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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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挥作为最高司令官的预备战斗部队、别动队的威力。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在实现我们党国土建设、平整土地、

养兔子、养鱼等把祖国河山建设成为更加美丽而富饶的人民乐园，

使我国人民无所羡慕地过好日子的构想的豪迈斗争中，发挥高度的

忠诚和爱国献身精神。 

科学技术是强盛大国建设的有力推动力，只有迅速发展科学技

术，才能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军事威力，在经济建设中掀起飞跃，在

人民生活中带来根本的变化。对新事物敏感、锐意进取的青年应当

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面。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积极遵循我

们党重视科学技术的政策，为把尖端科学技术等国家的整个科学技

术尽快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在高水平上实现国民经济的主体化、

现代化和科学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智慧和才能。青年科学工作

者和技术人员要以新颖构思和精力充沛的探求大量推出世界一流发

明和研究成果，显示朝鲜青年的创造热情和出众的才能。我国青年

都要成为新技术的创造者、技术革新的先驱者，为国家科学技术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青年学生是强盛大国建设的后备队。青年学生要参加第二千里马

大进军，以骑着骏马奔驰的那种精神、那种热情搞好学习和组织生活。

所有青年学生要成为竭诚拥护我们党的思想和领导的青年先锋、肩负

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坚决的革命人才、得力的骨干。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做坚持工人阶级的观点和立场，坚

决拥护并坚守我国社会主义的先锋战士。 



 8

青年是生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以人民群众为

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里，受到主体教育成长的新一代。

我国社会主义是我国青年生长的幸福摇篮，是使青年们未来开出绚

丽花朵的温暖怀抱。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具有对社会主义的

坚定信念和高度的阶级觉悟，拥护并坚守我国人民的生命和生活—

—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 

拥护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

的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

派进行毒辣的阴谋活动，企图扼杀世上最优越的我国社会主义，摧

毁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内部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敌人不择

手段地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向我们内部灌输“自由化妖风”，传播腐

败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潮流，助长各种非社会主义现象，尤其是

使新一代青年从思想精神上出毛病。资产阶级生活风气和非社会主

义现象，是麻痹人们的阶级意识，蛀蚀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

义生活方式的危险的毒素。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在青年中间进一步加强阶级教育，使所有

青年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牢固地武装起来，任何时候都坚持工人

阶级的立场和原则。无论是谁，如果不树立工人阶级的观点，阶级

意识不高，就不能坚决进行阶级斗争，也不能拥护并坚守社会主义。

青年们要具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不调和的斗争精神，为反对剥削

阶级、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我国青年对敌人的破坏阴谋活动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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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阴谋活动提高革命警惕，为了粉碎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青

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青年不被卷入非社会主义现象，坚决反对一切

非社会主义现象。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我国青年不愧为主体革命的新一代、社

会主义祖国的儿女，具有高尚的风貌，以革命的姿态工作和生活。 

我国男女青年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培养并引导的最自豪、

最优秀的新一代。跟随党，勇于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强，重视同

志情义，讲礼貌，品行端正，乐观地生活和工作，是朝鲜青年传统

的引以自豪的品质、生活风气。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我国青年始终不渝地坚持并进一步发扬

光大在党和领袖的怀抱里学习和培养的高尚而美好的品质和风气。

青年要具有集体主义生命观，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视社会与集体

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奋斗的革命者

品质。青年要尊崇革命前辈，热爱同志，更高地发挥一人为全体、

全体为一人，互帮互带的共产主义美好风尚。青年要自觉地遵守社

会主义的生活秩序和公共道德，言行要有礼貌，生活要富有文化情

趣。我国青年要坚决反对颓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醉心于寻欢作

乐的作风，衣冠要用我们朝鲜式去做，唱歌跳舞也要唱和跳革命的、

富有民族情趣的歌舞。这样，要使全社会充满革命的浪漫和社会主

义的生活风气。 

要在青年中间积极开展向我们时代的青年英雄郑圣玉选手的斗

争精神学习的运动。郑圣玉选手高尚的思想精神风貌，是所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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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学习的斗争和生活的榜样，我国男女青年要学习郑圣玉选手对

党热烈纯洁的忠诚和火热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富有文化

情趣的生活风气，做忠于党的革命战士、祖国的好儿女。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完成时代和革命赋予的光荣任务，就要适

应作为政治思想教育团体的青年同盟本分，大大加强同盟员的组织

思想生活。 

青年同盟生活是以革命的方法教育并锻炼青年的革命学校。只

有加强同盟生活，才能以革命的方法教育青年，把他们紧密地团结

在党的周围，积极动员他们去贯彻党的政策。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

把加强盟员的组织思想生活的工作作为主线狠抓。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使盟员们提高组织观念，树立自觉的组织

生活风气。我国所有青年要认清离开同盟组织生活，就不能保持金

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盟员的荣誉，不能使政治生命发光生辉，又

不能实现青春的抱负和未来，因此必须自觉地、诚实地参加同盟组

织生活。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经常向盟员分配任务，好好帮助他们

正确地执行任务，并扎实地进行同盟生活总结，使之成为教育并锻

炼盟员的政治思想生活的总结。要切实实现同盟生活的正规化，以

使青年把组织生活习惯化、生活化，防止出现不诚实地参加或脱离

同盟组织生活的现象。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做到：把同盟组织生活

和革命任务执行密切结合起来，使组织生活的成果在革命任务执行

中表现出来。 

思想教育，最重要的是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教育。青年同盟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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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自己领袖、自己领导者的运动，使所有

青年把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化为革命的信念和良心。青年同盟基层组

织要以忠诚教育为主，扎实地进行主体思想原理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党的政策教育、阶级教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

义道德教育。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办好党建立的青年教育体系，根据青年的

特点和具体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方法。要合理地组织学习班和讲演区，

妥善布置青年教育的据点青年学校，经常办好，以使青年们经常聚

集在那里进行各种活动。要以有能力、责任心强的盟员组建青年同

盟基层宣传员队伍，并提高他们的作用。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的工作要有青年组织的特点。青年同盟基层

组织要根据青年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新颖地、有气魄地和战

斗性地组织进行所有工作。青年组织，没有战斗气魄，死气沉沉是

不行的。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搞得充满青春的热情和浪漫，打

破固定格式和框框，创造性地去做；一切工作，都要大胆地大刀阔

斧地布置，雷厉风行地推进。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发动青年广泛进

行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各种宣传活动，积极进行体育比赛和艺术小

组活动，以使青年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素质和才能。在青年中间要继

续大力开展做好事运动。 

青年同盟基层组织要朝气蓬勃地开展活动，搞好工作，就要提

高同盟基层干部的责任心，增强其作用。 

青年同盟基层干部是青年同盟的基本核心，是直接组织指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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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同盟生活的基层政治干部。在同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中能否取

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盟基层干部怎样进行工作。如果青年

同盟基层干部对同盟工作没有热情，不认真负责地工作，青年同盟

基层组织就不能成为活组织，青年们就不能过好组织政治生活。同

盟基层干部要牢记在党面前负责青年的组织政治生活的重大而光荣

的任务，为同盟工作倾注一切力量和精力。基层干部要经常思索同

盟工作，积极安排工作，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 

青年同盟基层干部要相信青年，热爱青年，发动他们自觉的热

忱和创造积极性进行一切工作。同盟基层干部要比谁都熟悉青年的

要求和心理，据此安排工作，打动他们的心，激发他们的热情。同

盟基层干部要以火热的同志友爱，把青年们痛苦的问题当做自己的

痛苦，竭尽全力给予解决，对犯错误或落后的盟员，要更亲切地对

待，诚心诚意地帮助和引导他们改正，做优秀盟员。对于过去犯过

错误的盟员，如果今天他诚实地参加同盟生活，出色地执行革命任

务，就要给予高度评价，推崇他。 

青年同盟基层干部要在所有方面成为盟员的榜样。同盟基层干

部要吃苦在先，勇挑重担，在组织生活和学习、生产活动等一切工

作和生活中总是以身作则。同盟基层干部要潇洒、谦逊，和青年打

成一片，和他们同甘共苦。 

要大大提高青年同盟基层干部的水平。青年同盟基层干部要做

具有多方面知识、政治业务水平和文化素质高的多才多艺的人。同

盟基层干部要认清党对青年工作的政策要求，熟悉同盟工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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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教育并调动人的方法，也善于做发动群众投入斗争的鼓动演说。

所有青年同盟基层干部要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际工作，不断提

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要提高青年同盟基层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就要各级青年同盟委

员会切实帮助和带动同盟基层组织。 

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和道、市、郡委员会等各级青年同盟委员

会要切实帮助同盟基层组织。首先要致力于基层团体书记等青年同

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忠于党、有能力、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的核心青年组建基层干部队伍，有计划地进行提高基层干部素质的

讲习、示范课和经验发表会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和道、市、郡

青年同盟干部不要只埋头于突击任务或在办公室里打转，要把下到

基层组织制度化，下去也不要只批评出现的错误，要亲切地指教，

解决困难的问题，给予积极的帮助。同盟基层组织要更加蓬勃地开

展争获青年先锋模范团体的运动，使所有基层组织都荣获青年先锋

模范团体，不断扩大双重、三重青年先锋模范基层团体队伍。 

要加强党对青年同盟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要端正对青年同盟的观点，扎实地进行党的领导，

以使同盟工作按照党的思想和意图正确地进行。党组织要使青年同

盟基层组织提高独立性，根据青年的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保障

基层干部的工作威信，以使他们朝气勃勃地工作。要杜绝动员青年

同盟基层干部进行各种各样的突击性工作，致使他们不能搞好同盟

工作的现象。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要有计划地同青年同盟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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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认真教育，有远见地把他们培养成为优秀的党员、党的核心。 

我们党始终坚持重视青年的政策、爱护青年的政治，党对青年

同盟干部和青年的信任和期待是极大的。我坚信所有青年同盟基层

干部都牢记党的极大信任，把同盟基层组织造就为无限忠于党的青

年先锋组织，从而为加强青年同盟，接代继承并完成主体革命事业

做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