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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三十五周年的

意义深远的一年。 

我们准备在迎接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三十

五周年的时候，隆重地举行全国英雄大会。 

我们这次举行全国英雄大会的目的，是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旗帜，

继承我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传统，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掀起高潮，以

推进主体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伟大领袖在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立即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大

会，有力地号召我们的人民军和人民用战胜美帝国主义的那种气概

和魄力，在保卫祖国和战后恢复建设的斗争中继续建立英雄的丰功

伟绩。在 35 年前举行的第一次英雄大会，为我国人民发扬集体英

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克服困难、经受考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次全国英雄大会，将成为有力地号召全体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

的完全胜利、尽早实现祖国统一而开展新的英勇斗争的历史性转折点。 

今天，我国革命正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 

过去，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做了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奋斗，胜利完成第三个七年计划，

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全面地得到发挥，争取社会

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就将出现决定性的转变。 

现在，南朝鲜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反美、自主化，反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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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民主化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认

识了主体思想的真理，要求同北半部人民齐心协力统一祖国的呼声，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说明，有利于统一祖国的形势正在形

成。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就会给

南朝鲜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从而进一步促进祖国的统一。 

今天，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领域，都成为社

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尖锐对抗场所。 

帝国主义者妄图扼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疯狂地进行反

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者一方

面继续推行其实力政策，从军事上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

进行种种狡猾的阴谋活动，妄图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瓦解

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纠合日本反动派和世界帝国主义势力，把

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我国。美帝国主义者把南朝鲜攫为自己的殖民

地和核军事基地，诋毁我们共和国，并在国际上孤立我们。妄图阻

挠我国人民统一祖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因为我们党和我国

人民始终一贯高举主体思想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毫不

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者害怕我们共和国日益强大，成

为一个制止他们实现侵略性的亚太战略的难以攻破的堡垒，害怕我

们的革命影响会波及南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 

如何应付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疯狂攻势，是关系到我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原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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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人民在时代和历史面前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

粉碎敌人疯狂的攻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地掀起高潮，更高地

举起革命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能松劲，而要继续坚持

正在展开的二百天战斗中高涨的干劲，使二百天战斗延续为两千天

战斗、两万天战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完成主体的革命事业，

才能尽到世界革命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我们党这次准备举行全国英雄大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劳动者开

展英勇的斗争，其真正的意图就在于此。 

我国人民有着为祖国、为主体革命事业英勇斗争的引以自豪的

传统。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开我国人民英勇斗争之先河，在革命发展

的每个阶段都把我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引向了胜利。在领袖的关怀下，

我们一代接一代地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 

抗日革命斗争，是我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高举主体思想的旗

帜，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最光荣的革命斗争，是在空前艰苦的

严酷条件下坚强不屈地进行了长时期的最英勇的斗争。 

抗日革命战士是我国人民值得自豪的英雄的第一代。抗日革命

战士们拥戴敬爱的金日成同志为团结的中心、领导的中心，不辞千

辛万苦，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扬了无比的英雄主义精神

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怀着在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拥

戴的人民领袖所领导的革命征途中活也光荣、死也光荣这样一个坚

定不移的信念，在任何逆境中都坚守作为领袖的战士应尽的革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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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限忠于革命事业。抗日革命战士们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用生

命拥护和保卫了我国革命的领袖，为树立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

完成光复祖国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功绩，在我国革命史上占

有着光辉的地位。 

无论从抗日革命战士们的业绩来看，还是从他们的斗争精神来

看，他们都是我国人民世世代代学习的革命家的典范和英雄的楷模。 

我们党把抗日革命战士看作是我国革命的元老，尊敬他们，珍

视他们，为了使抗日革命先烈能够同祖国一道永生，一直予以深切

的关注。 

解放后，我国人民进行的最严峻的斗争，是历时 3 年的祖国解

放战争。 

祖国解放战争是我国人民以全民性的英勇斗争，在历史上第一

次打败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捍卫了祖国的具有世界

史意义的伟大革命战争。刚刚获得解放的我国人民，在祖国解放战

争中战胜了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当时，敌我力

量的对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非常悬殊的。美帝国主

义为侵朝战争出动了用现代化武器和最新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庞大

的陆海空军兵力，还拉来了 15 个仆从国军队，并且用尽了最残忍最

野蛮的战争方法。我们年轻的人民军和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这

样的敌人，是因为他们一心信赖抗日的传奇式英雄、百战百胜的钢

铁统帅、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紧密团结在领袖的周围，学习抗日

革命先烈不屈的斗争精神，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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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国人民第一次在祖国的怀抱里成了工厂的主人、土

地的主人，享受到作为人的生活的真正幸福；他们深切地认识到祖

国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甘愿献出生命报答光复了祖国的领袖的恩

德是应尽的道义，为反对侵略者进行了忘我的斗争。 

人民军军人遵循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命令，用鲜血守住了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他们在同敌人决战的激烈战场上，把自己的身躯变成

肉弹，摧毁了敌人的坦克和军舰；用胸膛堵住了枪眼，保证了战斗

的胜利。的确，人民军勇士们为了祖国和人民，勇敢地进行了斗争，

毫不犹豫地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战争时期，后方人民也表现得很好。

不论妇女、老人还是儿童，他们都奋起支援前线，一面保卫自己的

工厂和村庄，一面进行战时生产，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发扬了无比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我国

人民被世界人民誉为英雄的人民。 

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英雄，是我国人民的骄

傲，是我国革命的宝贵财富。抗日战士们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做出

了不朽的贡献。祖国解放战争的英雄们则为捍卫祖国免受美帝国主

义的侵略，向全世界显示解放了的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做出了巨

大贡献。共和国培育出来的新一代英雄——祖国解放战争的英雄们，

在用忠于党和领袖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我国青年和人民方

面，是很好的榜样。 

我国人民不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进行

了英勇的斗争，而且在创造新生活的斗争中也建树了英雄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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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未曾有过像我国这样所有的城市和农村都

化为灰烬、一切都遭到完全破坏的先例；在建设史上，也未曾有过

像我国这样在一片废墟上用那么短的时间就把城市和农村重建起

来，并出色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先例。美帝国主义者在罪恶的破坏

的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记录；而我国人民则在豪迈的建设的历史

上，创造了光荣的记录。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断地进行侵略和

阻挠活动的情况下，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在战

后恢复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了多么惊人的英雄主义精神。 

千里马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高潮，是我国人民发扬集体英

雄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在千里马大进军中涌现出来的我们的英雄，

是领会了人决定一切这一主体思想真理的改造人的先驱，是集体革

新运动的旗手。他们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人，使所有的人都

在“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口号下，互相帮助，互相带动，在

生产和建设中进行集体革新。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英雄们，贯彻我

们党的革命的群众路线，把改造人的工作变成群众自己的工作，为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盛时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今天，在我国人民中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是主

体型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默默无闻的英雄们把主体思想及其体现

——我们党的政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管人前人后，总是作

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去尽自己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革命和建

设的主人翁态度已完全体质化的人，就是我们的默默无闻的英雄。 

默默无闻的英雄是反映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正在深入发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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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代的新型英雄。我们要实现全社会主体思想化，就要把社会的

所有成员都造就成为像默默无闻的英雄那样按照主体思想的要求去

生活和工作的主体型共产主义新人。默默无闻的英雄的队伍在日益

扩大，这证实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人的方针的

正确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和人民的安全、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

的神圣事业中，我们还有很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有名、无名的英

雄。我们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建树的英雄的丰功伟绩。 

以抗日革命斗争为起源，我们的英雄的队伍不断地扩大，一代

接一代地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我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今天也已在

群众中生活化和普遍化了。这说明，我国人民的英雄主义，正在进

入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成为英雄的新的更高阶段。 

我们党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英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人

也都能成为英雄。 

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争，意味着不是为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人

民群众的革命事业，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忘我地进行斗争。 

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只把那些具有非凡气质的杰出人物称为

英雄，而我们所说的英雄则是在为祖国和人民、为社会和集体的斗

争中，建树了丰功伟绩、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在人民当了国

家主人的我们的社会里，不但是具有非凡气质的人，而且普通的人

也都能成为英雄。凡是能为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发扬无比的忘我精

神的人，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就能成为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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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英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能成为建树革新功绩的劳动英雄；也

能成为以主人翁的态度埋头苦干，坚守自己的岗位并做出宝贵贡献

的默默无闻的英雄。 

像英雄那样生活并成为英雄，这对自主的人来说，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生活，是最崇高的荣誉。 

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作为社会和集体的一员生活的。因

此，生活的价值是根据这个人为社会和集体做出多大贡献来评定的。

越是为国家和民族、为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的生活，就

越是有崇高价值的生活；只有过这种有崇高价值的生活的人，才能

感受到生活的真正意义。 

如果脱离社会和集体，一生只为自己一个人而生活，那么，这种

人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这种人，对社会和集体既没有任何贡献，也

没有留下什么，因此，他就像没有生在世上一样，一生是毫无意义的。 

是为社会和集体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还是只为一己度过毫无意

义的一生，这是对待生活的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场。 

只为一己而活，这种生活只能作为个人的一生而告终，是没有

前途的生活。个人的一生是有终点的，而社会和集体是永远存在并

发展的。贡献于社会和集体的生活，不只是为自己一个人和自己一

代人的，而是创造社会和集体永恒的未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才是符

合于人的自主本质的生活，才是作为社会和集体的一员尽到责任的

有意义的生活。 

不顾社会和集体，只追求一己的安乐，这种生活在本质上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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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物的生活。对于持有利己主义生活观的人，是不能期望他有什

么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行为的。为比自己个人无比贵重的、

永恒的社会和集体做出贡献，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生活。只有

相信这一点的人，才能有英雄的作为。 

对人来说，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争，是使最宝贵的社会政治生

命发出光辉的永生之路。 

人的肉体生命和社会政治生命，都是宝贵的。只有肉体生命健

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政治活动。但是，对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来

说，最宝贵的生命是社会政治生命。人只有结合为一个社会生命体，

具有了社会政治生命，才能自主地开拓自己的命运，才能作为世界

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过上人的生活。个人的肉体生命虽然会终止，但

他的社会政治生命则将同社会生命体一道永生。 

社会政治生命，是在实现社会和集体的要求的斗争中放出光辉

的。社会和集体的要求，是由党和领袖来代表的。因此，只要忠于

党和领袖，为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英勇斗争，就能使社会政治生命

永放光芒。 

一个人并不是长寿就有价值。一个人就是活一个瞬间，也要像

英雄那样生活。我们党要求人们都要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争，就是

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生活。 

过去，人们不知道怎样生活才像英雄那样，也没有人引导他们

这样生活。因此，即使是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也往往因为找不到

正确的斗争道路，白流了鲜血，毫无意义地结束了一生。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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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无论是谁，只要忠于党和领袖

的领导，为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忘我奋斗，就都能过上有意义的生

活成为英雄。 

今天，我国人民生活在在我们民族悠久历史上最光辉的斗争的

时代。 

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和民族赋

予我们的神圣任务，是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迫切任务。 

在完成伟大领袖所开创并领导的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最重

要而又最难占领的高地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我们必须攻占

社会主义完全胜利这一高地，以便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开辟康

庄大道。 

在这个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解放了的人民都在走自

主道路的我们时代，在祖国的半壁河山上，美帝国主义继日本帝国

主义的殖民统治之后，仍持续进行了 40 多年的殖民统治，这是不

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统一祖国，结束民族受难的历史。 

只要是继承了英雄的朝鲜人民血统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深

刻地认识到历史和民族赋予自己的使命，投入今天这一神圣的斗争

去建树英雄的丰功伟绩。如果在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领导的这一

彼澜壮阔的斗争中做一个落伍者，那将不仅是自己一生洗刷不掉的

耻辱，而且也会给自己的后代留下耻辱。 

我们要继承我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有力地号召全体人民投

入将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全民性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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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有力地推进全民性的英勇斗争，就必须增强我们党的领

导作用。 

过去，我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是同伟大领袖的亲自领

导分不开的。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和祖国解放战争时期自不用说，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伟大领袖亲自站在前头引导了我国人民的英勇

斗争。伟大领袖点燃了千里马运动的火炬，把劳动者造就成为千里

马骑手和英雄，他亲自发现了默默无闻的英雄，并且引导我们开展

了向他们学习的群众运动。 

我们要学习伟大领袖做出的伟大榜样，正确地引导今天全民性

的英勇斗争。 

党组织要有力地开展政治、组织工作，发动全体党员和劳动者

投入英勇的斗争。 

“让我们都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争！”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

要求，是我们要坚持的口号。我们要引导全体党员和劳动者衷心按照

这一战斗口号前进，从而消除一切贪图安逸、松懈、保守、停滞不

前的现象，发扬无比的忘我精神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去不断革新，不断

前进；同时，要火烧怯懦性和失败主义，在全社会树立起满怀信心

和乐观精神去勇敢战斗的英雄的斗争气概。 

目前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我国人民的集体英雄主义必须同

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在开展思想革命的同时，还要大力开

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水

平，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树更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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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们党领导下开展的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和向默默无

闻的英雄学习的运动，是旨在对人进行共产主义的改造，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进行集体革新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但是，由于党组织没

有用正确的方法扎扎实实地领导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还没有充分地

发挥出群众运动应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群众运动的生命，在于它

是群众自己的运动。党组织要从根本上改进对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

动和向默默无闻的英雄学习运动的领导，使这一运动成为按照党要

使全体劳动者为祖国和人民建树丰功伟绩，过上有价值有意义的生

活的意图，号召全体劳动者开展英勇斗争的强大推动力，并切实成

为群众自己的运动。 

党组织要做好英雄们的工作。 

做好英雄们的工作，这对在我们社会树立像英雄那样生活和斗

争的革命风气，不断壮大英雄的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组织要珍视拥护我们党、为祖国和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英

雄，并很好地引导他们，使他们继续开出革命的花朵。尊重英雄，积

极推崇英雄，向英雄学习，要成为我们社会的风气。 

要做好英雄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次英雄大会，抗日革命战士、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战

后恢复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以及默默无闻的英雄都将参

加，许多为祖国和人民立了功的功臣和革新者也将参加。 

我们要保证使这次英雄大会成为政治思想水平高、盛大隆重的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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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主体思想的革命旗帜，一代接一代地将主体革命事业进行

到底，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意志。通过这次英雄大会，我们要向

全世界显示我们党始终不渝地贯彻主体革命路线的意志和我国人民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英勇奋斗的战无不胜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