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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已经一百天了。这一百天，

是我国人民深切地感悟到我们曾拥戴了多么伟大的领

袖，享受了多么大的领袖福的历史性的一百天。我们于

金日成同志在世时也时常对他的伟大感叹不已，他逝世

后就更加深深地感到我们的领袖是多么伟大。 

金日成同志是我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拥戴

的伟大领导者，是世界公认的人类的太阳。他早年走上

革命征程，闯过种种难关，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自由与幸

福而献出了一切，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绝对的

支持和信赖，将革命引向胜利，建树了彪炳千古的不朽

业绩。他除了领导抗日革命斗争的时期以外，解放后领

导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就足有半个世纪之久。如果他在

世再多一年，我们就可以在他莅临之下隆重庆祝祖国解

放50周年和建党50周年，然而太可惜了,他却这一大庆到

来之前一年逝世了。在这个世界上，像金日成同志那样，

50年来一直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脑，领导党、国家和人民

建树了那么光辉的业绩的伟大领导者是再也没有的。他为

了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建树的不

灭的业绩，是在人类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伟

大的贡献，因而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的确，金日成同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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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卓越的思想理论和英明的领导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光辉

的伟大哲学家、伟大政治家、伟大军事战略家和伟大领

导艺术家。我们要为拥戴了如此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巨大

的骄傲和自豪。 

金日成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领导者，也是伟大的革命

家、伟大的人、人民的慈父。他把我国人民培养成为优

秀的人民，建立了世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

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热情充沛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他以民为天，无限热爱人民，给所有高贵的事物

都冠上了人民这两个字。我国的国号和军队的名称都加

上了人民这两个字，大学习堂和文化宫也称作人民大学

习堂和人民文化宫，医院也称作人民医院。 

我们的领袖无比慈祥而谦虚。今年7月6日，他给

我打电话说，他想对北南关系中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

法，希望征求党的意见。我回答说：只要您下决心，

党一定照办。他说，那就算党已经认可了，我就开始

工作了。这一天他给我打的电话，就是我们之间的最

后一次电话了。 

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似的在去世之前把一切工作结

束得利利索索的。 

他虽已八十高龄了，但在近几年间会见了所有抗日

革命战士，也接见了南朝鲜革命者的子女和其他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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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他在写回忆录的期间把在回忆录中提到曾经

有过交往的人，无论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请来见

了面。他每当会见革命者子女和有过交往的人时都

说，托金正日同志的福身体很好，并嘱咐他们要衷心

拥护金正日同志。他亲手给有过交往的人戴上手表，

对他们表示了无限的热爱和关怀。 

他还拍下了许多纪念照。仅在今年，他就同全国农

业大会与会者和全国煤炭工业工作者大会与会者等许多

劳动群众合影留念。 

他在今年会见各部门干部，做了许多宝贵的教导。4

月25日接见人民军指挥员做了加强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教

导，这是他对军队的最后一次遗训。这一天，他做了人

民军队要全心全意拥戴最高司令官的意义重大的教导。

他在今年也多次主持了农业部门干部协议会。7月5日和6

日，也就是去世前夕，还召开经济部门负责干部协议会，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狠抓的问题做了纲领性的教导。 

主席在今年还会见许多外宾，积极开展了对外活动。

他还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使朝美会谈产生了对我们有

利的进展。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生前干净利索地结束了除统

一祖国工作以外的所有工作。为祖国统一问题，也牢牢

地打好了不久就能加以解决的基础。他曾指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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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现在虽处在分裂状态下，但不久就能在统一的祖国

疆土上过幸福的生活。 

的确，金日成同志在干净利索地终结了各部门的所

有工作，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余

韵之后逝世了。天下恐怕再没有像我们的领袖那样，把

一切工作结束得干净利索之后去世的人了。 

他是因心脏病去世的。他患心脏病已有好几年了。

他的健康状况我们没有告诉人民，怕他们担心。金日成

同志席今年还患了眼疾。在致新年贺词的时候，因为看

不清字，很吃力地念完了稿子。所以，眼睛做了手术。

做了这样的手术，就是年经人也需要一个多月的休息和

治疗。可是他动手术后没过几天就接见了孙元泰，接着

同参加朝鲜少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学生少年拍了纪念

照，之后又会见了前来我国访问的卡特，也会见了其他

外国代表团。关于北南最高级会谈，他亲自构想了我们

要主动提出的政治经济问题，审阅了许多文件，甚至对

温泉郡和平壤市郊区农场进行了现场指导，如此紧张地

进行工作。他多年来一直闹着心脏病，却一次也没有因

病放下工作。他虽然是过了80岁的老年人，却以超人的

精力不停地工作，结果病势加重了。像我们的领袖那样，

过了80岁还热情充沛地工作直至去世的领导人，恐怕是

举世无双的。金日成同志如此全力以赴地为人民操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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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溘然长逝，这使我国人民更加万分

悲痛。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党和革命，祖国和人民而

鞠躬尽瘁，不幸在办公室里去世。主席的逝世是殉职。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把所有工

作结束得干净利索的领导人，在这世界上只有我们的领

袖一个人。从这一点上看，金日成同志确实是伟人中的

伟人。他是任何伟人都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领导者、伟

大革命家、伟大人物。 

天才的思想理论、非凡的领导、崇高的品德、出众的

仪容，潇洒的风格和俭朴的生活等，我们的领袖金日成

同志的高风亮节和伟大形象，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特出

的伟人形象，这感动了全世界。岁月越流逝，我们越深

切地感受到我们的领袖是具有伟人天姿的伟大人物。 

我们要多写文章，告诉人民群众金日成同志是多么

伟大的人物，让他们代代相传。 

金日成同志逝世后，在我国人民群众中迸发出了对

金日成同志的无限忠诚和敬慕之情。我国人民充分显示

了对慈父领袖给他们创造了真正幸福的大恩大德念念不

忘、日夜思念的高尚的精神道德风貌。 

金日成同志逝世后，心怀失去领袖的悲痛和不尽的

思念来到金日成同志铜像前致哀的人流日日夜夜络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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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分男女老少，全国全民都做了丧主，向金日成

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无限悲痛地悼念他。金日成同志

逝世后过了几天，我巡视市街去看了万寿台上的金日成

同志铜像那边，看到在教育场上有许许多多平壤市民冒

着大雨致哀，教育场下边的台阶上还有数不尽的人在等

待着自己的次序。其中有五六个青年学生拿着花圈等着

献上去。他们怕雨水打湿了花圈，都把上衣脱下来给花

圈遮雨，而他们自己却淋得精湿。我久久地望着他们，

为他们那十分感人的行动所感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如果他们是些上了年岁的人，还可能说是理所当然的，

而他们是新一代的青年人，却有如此可嘉的精神。我这

么一想，心中就抑制不住激动。 

今天举行了金日成同志逝世百日中央追悼会。开完

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我走出会场时，看见参加追悼

会的家庭妇女要进锦绣山议事堂。可能是因为她们抑制

不住渴望见金日成同志一面的心情吧。昨天晚上，我巡

视平壤市街，也去过万寿台，看到仍有很多人冒着大雨，

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金日成同志铜像。看到人民群众被

雨水淋得精湿，我感到很心疼，于是打电话找到一个干

部，叫他告诉群众不要这样做。在这次哀悼期间，我国

人民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朝鲜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 

我看到我国人民恪守对自己领袖的礼仪道德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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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观，深深地受到了感动。的确，我国人民敬慕和

拥护自己领袖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道德风貌是高尚的，是

世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相比的。我国人民真是好人

民。我国人民这样优秀的人民是举世无双的。 

我们有人民福。现在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

对抗中稳稳地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人

民。我国人民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孝心，世界进步人民

甚至敌人也都赞不绝口。哀悼期间来我国的一个资本主

义国家的实业家、科技人员回国后同新闻记者会见时说，

朝鲜的全体人民对领袖的钦慕和尊敬是绝对的，他们为

领袖的逝世悲痛欲绝，捶胸顿足，嚎啕痛哭，我们头一

次看到这样的人民。美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和日本广播

协会大量播放了我国全体人民为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万分

悲痛，表示哀悼的情景。现在全世界赞叹我国人民的精

神道德风貌最高尚。 

敌人看了我国人民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高尚的思想

精神风貌，害怕我们拥有这样优秀的人民。从电影文献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垂不朽》中，敌人不仅看到了

我国人民的悲哀，而且看到了我们一心团结的威力。我

国人民的一心团结的威力比原子弹还强。在我国人民这

样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人民面前，任何劲敌、任何现代

武器都是无能为力的。我国人民的确是伟大的人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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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给我国人民冠上“伟大”这个词。这次我国人民

怀着那么沉痛的心情追悼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此我

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们有人民福，都是托了金日成同志的福。他对我

们表示莫大的政治信任，让我们在党和国家的重要职位

上工作，把我国人民培养成了心中有领袖、有党的优秀

人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金日成同志的恩德，为我们拥

有优秀的人民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和光荣，更加忠心耿耿

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搞好对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的教育工作，

从而，使他们抱定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

起的信念，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金日成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今天依然和我

们在一起。他作为领袖、党、群众浑然一体的最高首脑

和民族的太阳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金日成同志的遗训

变为现实，我们国家日趋繁荣富强，在这一历史洪流中，

金日成同志的历史仍在继续着。 

我们要千秋万代、子子孙孙永远衷心拥戴伟大领袖

金日成同志，一切工作都要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方式进行。

我们民族的开国始祖是檀君，但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是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离开金日成同志，就谈不上今天

在世界上放射着灿烂光辉的朝鲜，也不能设想我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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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尊严、荣誉和自豪。金日成同志使我们民族变成

了世界上最尊严最幸福的人民，他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伟

大慈父。现在海外侨胞称朝鲜民族为金日成民族。朝鲜

民族因冠上了金日成同志的名字而放射着光芒。我们要

进一步做好提高朝鲜民族自尊心的工作。没有民族自尊

心，就会使事大主义的屈辱历史重演。我们要教育所有

干部、党员和劳动者，作为遵循金日成同志的领导建立

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最优越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

朝鲜民族，胸怀着荣誉感和自豪感，进一步高度发扬朝

鲜民族第一主义精神。 

我们要以崇高的道德观，永远发扬光大金日成同志

的伟大思想、伟大事业和不朽的业绩。 

衷心拥护领袖，是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品质的集中表

现。现在有些意见说，金日成同志逝世了，是否应该早

日进行推选，组成党和国家的新领导机关。可是我们决

不能这样做，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从我们衷心拥护金日成同志的崇高的道德观上看，

也不应急于组织党和国家的新的领导机关。正如在电影

文献《伟大生平中的1994年》中所看到的，1994年是

金日成同志不眠不休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后一年。因此

1994年应当成为哀悼金日成同志的期间。自古以来，我

们的祖先把哀悼期定为一百天、一年、三年。我们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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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好将金日成同志的遗体跟生前一样安放好以保永生

的工作，然后再进行推选工作。全国人民在金日成同志

的灵柩前放声大哭的悲痛还在心间萦回的时候，推选党

和国家的新领导机关，然后大喊万岁，这是不合战士的

道义的。 

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以领袖、党、群众的一心团结为

基础的，因而是绝对稳固的。现在，我们人民军无限忠

于最高司令官，人民为自己领导者竭尽忠诚。虽然金日成

同志逝世了，但我国人民毫不动摇，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党的周围，为彻底完成金日成同志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

业而进行顽强的斗争。哀悼期间的情形，有力地证实了

我们的领袖、党、群众一心团结的威力多么巩固。实现

了如此巩固的一心团结，是金日成同志的伟大业绩。假

如金日成同志没有实现领袖、党、群众的一心团结，加

强革命的主体，没有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那么，我们

恐怕不能战胜今天的困难。现在人民军无限忠于最高司

令官，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结成了浑然一体，党的领导体

系十分巩固，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必要急于进行推选工

作。 

我们不应该为推选工作动脑筋，而应该多动脑筋想

一想怎样才能坚决捍卫并光辉地继承和完成金日成同志

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我们要坚持不渝地只走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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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走过来的革命道路，要全力以赴地完成金日成同志

的事业。 

共产主义者不要地位，只要干革命就行。金日成

同志从早年站在朝鲜革命的最前头领导抗日革命，并不

是为了光复祖国后当党的总书记和国家的主席，而是一

心一意为了光复祖国，给人民以自由和幸福，坚持进行

了二十年浴血的抗日革命斗争。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一个战

士。无论是金日成同志在世时还是去世后，我毫无变化，

将永远作为他的战士继承和完成他的革命事业。我们在

金日成同志在世时立下的誓言和在他去世后立下的誓言

决不能两样，要作为他的革命战士恪守自己的崇高道德

情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国人民更加思念金日成同志，

不断地前来瞻仰他的铜像，敬献花圈和花束，表示哀悼。

我按照人民的愿望，延长了哀悼期，使他们能够继续表

示哀悼。全体人民以最虔诚的心情追悼金日成同志的日

日夜夜，是我国人民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

在一起的信念铭刻在心中的日日夜夜。我们要使人民群

众永远衷心拥戴金日成同志，坚持不渝地忠于他生前的

意志。 

我们要是搞好永远拥戴金日成同志的工作，对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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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也会发生很大影

响。共产主义道德是最纯洁而高尚的真正的道德。共产

主义道德的核心是对领袖的忠诚。过去，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严重地败坏

了共产主义道德。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给世人一种很

坏的印象，似乎共产主义者是不认得革命前辈的，互相

勾心斗角的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也在

过了70年的今天被社会主义的叛徒所侮辱。这种现象也

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党内，使共产主义者

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结果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崩溃。

我们要永远拥戴金日成同志，比他在世时更好地拥戴他，

以便让世人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者以什么样的道德观怎

样拥戴自己领袖。我们要这样恪守并发扬光大最高尚的

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在国际上复原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

义的叛徒所亵渎的共产主义道德做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在中央追悼会上讲话的人都表示了要把金日成

同志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的决心。

军队和人民都应按照这个决心大力进行斗争。我们要像

金日成同志在世时一样坚决捍卫并光大他的伟大革命业

绩，完全按照他的意志和方式进行革命和建设。我们要

忠实地继承金日成同志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主体革

命事业，从而让世人看到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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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道德观。 

我们要从政治、思想和道德等各个方面让世界革命

人民看到我们的崇高榜样，同时还多写出有关文章。我

现在正撰写以《社会主义是科学》为题的文章，准备在

今年11月或12月发表。我们不仅要坚决捍卫并光大朝鲜

式社会主义，而且要加强理论宣传，积极鼓舞和推动别

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斗争。 

要搞好通过电影文献的教育工作。 

电影文献是通过生动的画面让党员和劳动群众看到

金日成同志之伟大的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手段。这次摄制

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垂不朽》一、二、三集和《伟

大生平中的1994年》等多部很好的电影文献，要好好安

排这些电影文献的学习。电影文献《伟大领袖金日成

同志永垂不朽》一、二、三集出来的时候，有关部门的

干部提出要一下子安排这些电影文献的学习。我说要先

安排第一集的学习，第二集和第三集的学习要在金日成

同志逝世一百天追悼活动时再安排，结果，电影文献的

学习搞得很有意义。在摄制电影文献《伟大生平中的1994

年》的时候，我指示把今年7月6日金日成同志在经济部

门负责干部协议会上的讲话录音的几段收录下来。在电

影文献中收录主席的讲话录音，这还是第一次。干部、

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说：看电影文献《伟大生平中的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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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听到主席的讲话录音受了更大的感动。电

影文献学习过程证明，电影文献是教育党员和劳动者的

有力手段。 

电影文献《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外国国家元首与

著名人士举行会晤》第一集、第二集已经出世，将要陆

续出续集。金日成同志从解放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

会见了别国国家元首等共7万多名外国人士。会见这么多

外国人士进行对外活动的领导者，在这世界上是再也没

有的。这部电影文献，要是在他在世的时候摄制出来给

他看了，该多么好啊。我们要好好安排电影文献的学习，

使所有干部、党员和劳动者对金日成同志的伟大得到深

刻的认识，永远衷心拥戴金日成同志。 

电影文献《一向一同为人民造福》是用金日成同志

和我讨论工作的画面编辑而成的。这部电影文献里有

金日成同志唱《思乡歌》的场面，他唱的歌就是抗日武

装斗争时期唱的。他还唱过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唱过的中

国歌曲《苏武歌》。他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感

怀万千地回忆过《苏武歌》是一首反映中国人民爱国主

义思想感情的歌曲。解放后，金日成同志曾费力寻找过

这首歌的歌词，几年前才找到，当时他禁不住高兴地

唱起了这首歌。他唱《思乡歌》和《苏武歌》时录了

音。这个录音带由我保存下来了。这是非常珍贵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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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金日成同志唱《苏武歌》的场面也收录在这部片子

里就好了。人民群众看了这个场面，就会深受感动的。

《苏武歌》是中国歌曲，金日成同志是伟大的国际主义

者，因此放映这个场面是很好的。 

金日成同志逝世后，普天堡电子乐团创作出了新的

歌曲《我们发誓》。这支歌我一直保管着，到了金日成

同志逝世一百天的时候才放出来。歌曲《我们发誓》的

歌词写得很好，明白通俗。这支歌曲很好地反映了我国

人民的意志，要遵循金日成同志的遗训，无限忠于党的

事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就像歌

词所说的那样，我们要遵照主席的遗训，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富强。国家更加富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

光芒四射，也就能早日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 

要坚决捍卫并彻底完成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

事业，就必须牢固地建设党，加强领袖、党、群众的一

心团结。 

党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是人民的生命。加强

党，增强党的领导作用，这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定性保

证。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牢牢地建

设我们党，把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为百战百胜的钢铁队

伍。 

首先要搞好党的组织工作，建设坚强的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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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以领袖为中心的党的统一和团结。我们要彻

底防止异己分子混进党的队伍，不容许破坏党的统一和

团结的任何因素。 

在搞好党的组织工作的同时，还要扎扎实实地进行

党的思想工作。对党员和劳动者的思想教育，主要的是

主体思想教育。主体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指导

思想，是我们民族的生命。我们民族要活下去，就要用

主体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一定走主体思想指引的道路。

我们要踏踏实实地进行主体思想的教育，使所有党员和

劳动者用主体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把主体思想化为坚

定不移的信念，为了体现主体思想而积极斗争。 

在加强党，增强其领导作用方面，牢固地树立党的

领导体系是很重要的。离开这个全党、全民、全军在党

中央的唯一领导下一致行动的体系，党的加强和发展、

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前进都是不可设想的。我们要进一步

牢固地树立全体党员和劳动者在党中央的唯一领导下一

致行动的体系，在全党和全社会彻底树立无条件地接受

并切实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革命风气。 

要不断地加强领袖、党和群众的一心团结。这个一

心团结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只要领袖、党和群众一

心团结，就不怕任何强敌，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

我们要不断地深化加强一心团结的工作，把全体人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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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团结在党和领袖的周围，用一心团结的威力突破革

命征途上的困难而勇往直前。 

要大力促进经济工作。 

党的六届二十一中全会提出新的革命经济战略快一

年了，但是这一战略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得到大力的推进。

党的革命经济战略实质上可以说是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

战略，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战略。在贯彻党的革命经

济战略方面，主要偏向是没有抓好中心，分散了力量，

建设的面铺得过大。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一直为经济问题费心，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经

济战略，光辉地实现他生前的意志。我们要抓好党的革

命经济战略，切实贯彻执行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

主义、贸易第一主义三大任务，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政务院各部委和党中央委员会科室要使所有工作服从于

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特别是要把力量集中投向农业和轻

工业。 

政务院和国家计委要全面重新检讨和纠正国民经济

计划，保证切实贯彻党的革命经济战略。国民经济计划

要正确反映党的革命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和要求，按照

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农业和轻工业，保证大大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方向制订。不把力量集中投入农业和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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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不能活下去。要振兴

农业和轻工业，还要致力于电力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先行

部门。电力不足，就不能生产化肥，农业生产搞不好，

轻工业工厂也不能开足马力。其次，要调查一下现在进

行的建设项目，该砍掉的就砍掉，把设备、材料和资金

挪给农业和轻工业部门。 

要切实贯彻党的革命经济战略，就要大大增强政务

院的作用。政务院是统一地掌握并组织和指挥整个国家

经济工作的经济司令部，对经济工作向党负责。经济工

作的成败取决于政务院怎样做工作。党为了让政务院作

为经济司令部完全负责进行国家的经济工作，定出了政

务院责任制和政务院中心制，提供了一切工作条件。政

务院要清楚地认识党的意图，切实贯彻政务院责任制和

政务院中心制，认真负责地组织和指挥国家的经济工作。

各部委等经济机关要把经济工作中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到

政务院，在政务院的统一指挥下加以解决。 

要在经济工作中带来新的变化，干部就要高度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目前经济工作有一些

困难是事实，但是只要干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革命精神埋头苦干，就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困难。金日成

同志生前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

为了让干部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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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贯彻党的革命经济战略，搞好自己单位的工作，在哀

悼期间让他们去参观了延白平原的合作农场、前川郡商

业管理所和孟山郡。前川郡商业管理所和孟山郡是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工作搞得很好的模

范单位。各地方要广泛开展向孟山郡学习的运动，商业

部门要进一步大力开展向前川郡商业管理所学习的郑春

实运动。干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非

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也强调

了这个问题。经济指导干部要认清党的意图，在所有部

门、所有单位高度发扬这一革命精神，胜利完成各自的

经济任务。 

要牢固地树立加强人民军队、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 

我们在同世界反动势力的元凶——美帝国主义对峙

的情况下进行着革命，并且还没有实现祖国的统一。我

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横亘着重重的困难和障碍，美帝国

主义和反动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对我们共和国的侵略和战

争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战胜重重困难，经受种

种考验，坚决捍卫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绝

对加强党和人民军队。不加强人民军队，就保不住已经

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并且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不

能实现国家的统一。 

目前在加强人民军队方面重要的问题，是使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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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无限忠于党的事业。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军队。

人民军队作为党的军队，要高举着朝鲜劳动党的旗帜、

红旗前进。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特点和不可战胜性就在

于不愧于党的军队，为了党的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战

斗。人民军队要切实树立在任何逆境中都忠于党的事业，

与我们党共命运的革命风气。 

要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党和军队就要结成一体。

党和军队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掌握军队的党就不

能发扬自己的威力；不受党的领导的军队就不能成为强

有力的战斗队伍。没有党，只靠军队，就不能在革命战

争中取得胜利。依靠军事命令指挥体系可以调动军队，

但不能调动千百万群众。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的是党。

只有党和军队结成一体，才能发动全党、全民、全军一

致行动。只有军队用枪杆子保卫，革命的党才能保证战

无不胜；只有接受党的领导，由党组织和发动群众，革

命军队才能发挥所向无敌的力量。党和军队只要戮力同

心，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这

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在我国，党就是军队，军队就是

党。人民军队要在党风的基础上切实树立革命的军风。

我们的人民军队要坚决保卫我们党，无限忠于党的领导，

用武装力量可靠地保证党的事业。 

要搞好军民关系。这是战备的一环。军队和人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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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就不能战胜敌人。我们要高度发扬军民一致这

一传统的美好风尚，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和人民就同心

同德、团结一致打败侵略者，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要切实树立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我们要树立这种

风气，使全体人民热爱人民军队，积极支援人民军队，

彻底实现全民武装化和全国要塞化，把我国建设得像刺

猬一样，使任何敌人都不敢触犯我们。 

还要发展国防体育。我国直接同敌人对峙，所以要

进一步发展射击、拳击等体育项目。 

在继承和完成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事业，实现他

的遗训方面，极为重要的是实现祖国的统一。金日成

同志为祖国的分裂比谁都痛心，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不眠

不休、全力以赴地做出了一切努力。他是那么热切地盼

望祖国统一，却没有看到统一的一天就去世了。实现祖

国统一是金日成同志的遗训，让全民族在统一的国土上

过和睦相处的幸福生活是他的意志。我们无论如何，一

定要实现金日成同志那么热切盼望过的祖国统一这一历

史事业，必须让主席生前的意志开花结果。 

要继续开展从南朝鲜接回非转向长期囚的斗争。因

为国家还没有统一，南朝鲜有许多人在忍受着种种折磨。

南朝鲜的非转向长期囚为了返回共和国进行着积极的斗

争。南朝鲜有很多非转向长期囚，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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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接回来。 

要维护并彻底完成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事

业，就必须牢牢地坚持自主性。政治自主性是自主独立

国家的基本标志，坚持自主性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断进行恶毒阴谋活动的艰苦

而复杂的形势下仍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彻

底坚持了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国家就要灭亡。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丧失了政治自主性，听从大国的摆布，结果

灭亡了。我们要一如既往，在党和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

彻底坚持自主性。 

坚持奉行我们党的自主的对外政策。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期间

一贯实行了自主的对外政策。过去大国主义者施加压力

叫我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加入经互会，但是金日成

同志没有加入，坚持了独立性。我们没有加入华沙条约

和经互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国加入了这两个组织，

就不知道我们受多么大的损失了。的确，我们的领袖是

具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和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我们今后要

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意志奉行自主的、原则性的对外政策，

从而保持国家尊严，加强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团

结。 

我们党早已提出了“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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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扬朝鲜民族第一主义精神！”的口号。对我

们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口号了。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主体思想的旗帜，坚持自主性，

彻头彻尾按照我们自己方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