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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隆重地迎接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

学院建院六十五周年。 

在金日成金正日朝鲜新的主体一百年开始的第一

年，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在全国千万军民的

祝福下迎接建院六十五周年，我向全体教职员和学员以及

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是在白头山伟人的

关怀下诞生并壮大发展起来的金日成金正日革命学院，是

先军革命的骨干分子培训基地。 

尽管在解放了的祖国疆土上建设新朝鲜需要做的事

情很多，但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还是在史意深远的万景台

为了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士们的儿女建立了革命

学院。 

在那只有一个从白头山带来的空背囊的艰苦的解放

初期，决定建立革命学院，是唯有充满天赋的无比崇高

革命情义和爱护后代高洁精神的金日成大元帅才能下的

决断。 

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下大力量一个一个地寻找像路

上落叶一样无依无靠流离失所的革命烈士子女，把他们领

到革命学院里来，沐浴在阳光雨露下成长，直到伟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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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时期，他一直深切关照革命烈士子女。我国军民永

不忘记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关爱革命烈士子女的传说般

的故事。 

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是以亲骨肉之情深切关照革

命学院学员生活的慈祥的母亲，是循循善诱革命烈士子

女，使他们成长为革命接班人的伟大导师。我国首次在万

景台革命学院建立金日成同志的铜像，革命学院学员们穿

的制服上也凝聚着金正淑同志为把学员们培养成为将忠

诚于金日成同志当作第一生命的革命战士而呕心沥血的

不可估量的辛劳。 

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从早年起和万景台革命学院学

员们在一起，使学员们具有一心相信并跟随金日成大元帅

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为了把革命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革命

骨干分子的培训基地和学员的温暖摇篮，不惜拨给万贯钱

财。革命学院具备的现代化教育设备和珍贵的生物标本自

不必说，学员温暖的床铺和丰盛的饭菜等无不凝聚着金正日

大元帅的爱心。由于有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温暖的怀抱，革

命学院的灯光才得以在全国进行艰难的行军的艰苦时期也

从不熄灭，学员们无所羡慕地尽情学习，愉快地玩耍，茁

壮地成长为肩负祖国未来的革命生力军。 

在白头山伟人的英明领导和悉心关照下，万景台革命

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在过去六十五年来大量培养了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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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繁荣富强的神圣斗争中发挥核心中坚作

用的骨干分子。 

在迎接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建院六十五

周年的今天，我向在艰苦考验和困难重重的建国初期创办

革命学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日子里，把革命烈士子女

抱在温暖的怀抱里培养成为国家生力军，使他们坚决地继

承先军革命命脉、血统的白头山伟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实现两位伟大的大元帅的毕生心愿，在统一了的三

千里江山建起繁荣富强的白头山强国的斗争中，培养先军

革命骨干分子的原种场——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

学院承担的责任和任务是非常重大的。 

进入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新的历史转变时期的今天，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把

所有学员都培养成为坚决地继承万景台血统、白头山血统

的可靠的先军革命支柱、骨干分子。 

只有原种场培育出饱满的优良种子，才能获得丰收，同

样，只有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大量培养像子

弹一样硬实的硬骨头骨干，先军革命可靠的尖兵、牢固的

支撑点人民军才能变得铁骨铮铮，我国才能繁荣富强。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使凝聚在学院的

两位伟大的大元帅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流芳百世，要根据

党的意旨和革命发展的要求，大大地改进教育工作，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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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员培养成为坚决地继承我国革命命脉、血统的可靠的

骨干分子，培养成为今后与最高司令官挽臂并肩，站在争

取最后胜利的总进军最前列打开冲锋路的可靠先锋战士。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在对学员的教育

中，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 

不是因为继承了革命家的血脉，子女就自然而然地成

为革命家的。正如两位伟大的大元帅教导的，人的血可以

遗传，但思想是不遗传的。 

革命思想只有在不断的思想教育和实践斗争中，才能

化为信念，才能成为斗争指针。 

对学员来说，革命学院时代是世界观骨骼形成的非常

重要的时期，因此，要先行政治思想科目教育，进一步加

大思想教育的力度。 

要教育革命学院学员将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当作第一

生命。 

把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当作第一生命，是革命烈士子女

理应具有的情义和义务。革命学院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

使学员接父母亲的班，继续开出革命的花朵，使他们都绝

对信赖党和领袖，坚决维护党和领袖的高度威望，誓死保

卫党和领袖。 

要用忠诚传统和誓死保卫领袖的精神牢固地武装革命

学院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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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保卫领袖的精神，是革命烈士子女要具有的最重

要的思想精神风貌。 

经历了严峻考验，排除了万般艰难胜利前进的我国革

命史册上载有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继承抗日警卫连的传

统，由万景台革命学院学员组建的亲卫连建树的誓死保卫

领袖的殊勋的光辉篇章。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搞好使学员学习

革命先烈做出的誓死保卫领袖的崇高榜样的教育工作，使

所有学员不管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具有做最高司令

部门口哨兵的自觉，成为高举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的太阳旗，誓死保卫锦绣山太阳宫和党中央委员会的

先军时代亲卫兵。 

革命学院要进一步加强通过革命史迹的教育。忠诚不

是口头上，而是通过深入领会全面体现党和领袖伟大的不

可磨灭的革命历史的过程，更加高度地发扬出来的。学院

要进一步加强通过凝聚在学院的白头山三大将军领导业绩

的教育工作，使学员深入领会白头山伟人的伟大，牢靠地

接革命的班。 

要搞好教育工作，使革命学院学员比谁都具有坚强的

革命信念，忠于情义。用信念和情义搞的就是革命，由于

信念和情义发光生辉的就是革命家的人生旅途。革命信念

和情义是要用生命坚守的革命家最高尚的品质。革命学院



 

 6

要适应学员的心理年龄特点，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深入进行

信念和情义教育，把所有学员造就成为绝对信赖和跟随养

育自己的党和领袖，誓死坚守革命红旗、光荣的党旗的信

念的强者、情义的强者。 

金正日爱国主义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要世世代代相

传的宝贵的思想精神食粮，是争取主体朝鲜繁荣富强的最

有威力的推动力。革命学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扎实地进

行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使学员成为从小珍视每一根草、

每一棵树，精心加以培育，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为社会

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奉献自己的一切进行

斗争的先军时代真正的爱国者。 

集体主义精神是革命家的重要思想精神特质，社会主

义道德是生活在主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应具有的重要品

质。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致力于集体主义

教育和道德教育，把所有学员培养成为视组织和集体先于

自己，懂得为组织和集体牺牲自己，把先军时代的美好道

德伦理体质化的真正的革命家、有良知的人。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致力于把学员造

就成为掌握高超的科学技术知识的革命人才的教育工作。 

当今时代是靠科技发展、靠科技生活的时代，是实力

战时代。即使思想精神状态再好，如果没有具有高超的科

学技术知识，学员们今后在党交给的光荣革命岗位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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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尽到作为指挥成员的责任，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

学院建立高才教育、技术教育体系，充分保障了能够培养

掌握高超的科学技术知识的革命人才的一切条件。金正日

同志的意旨是：在革命学院毕业生中应辈出熟练地指挥运

用尖端科学技术的现代战的作战和战斗的人民军指挥员，也

辈出轰动世界的军事科学领域的发明家。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进一步加强数学

等基础科学教育。 

学院加强基础科学教育，是教给学员对自然和社会的

渊博知识，牢固地奠定今后掌握专业领域最新科学和尖端

技术基础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基础科学教育要以让学员具有在互相联系中考察作用

于事物现象的各种规律和原理，把学到的知识活用于现实，

构思和研究新的东西的智力为基本进行。 

革命学院要对加强电脑教育予以特别的关注。 

今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电

脑利用范围迅速扩大的现实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学员的电脑教

育。革命学院的学员今后要做组织指挥现代战的作战和战斗

的指挥员，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核心作用，都要娴熟地

操作并活用电脑。革命学院要提高电脑实用技术科目的比重，

使所有学员培养娴熟地操作电脑，活用应用程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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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学院还要致力于外语科目的教育，使学员掌握一

门以上的外语，熟练地进行会话。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对康盘石革命学院学员关怀备至，

为了把她们培养成为服兵役后走上社会也能在党交给的岗

位上尽到自己责任的女后备干部，在学院里设置了经济学

教育体系。康盘石革命学院要提高经济学科目教育的质量，

不辜负金正日将军的期望，把所有学员培养成为先军时代

的女革命家、党的好女儿，使她们在建设白头山强国的斗

争中充分发挥核心作用。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适应作为人民军

后备干部培养基地的使命，下大力量教育学员掌握基础军

事知识。 

万景台革命学院的学员是今后将考入金日成军事综

合大学等各级军事学校，做人民军各军种、兵种骨干的后

备干部，因此，要有系统地教给他们飞机、坦克、舰船等

武器装备的一般构造和作用原理等基础军事知识。 

康盘石革命学院要把重点放在使学员掌握部队指挥管

理等今后在区分队实际用得上的军事知识上，大力进行军

事科目教育和军事训练，培养出雷厉风行、具有军人气质

的出色的女指挥员后备力量。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还要加强艺能教育

和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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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只有具有丰富的情趣和文化素养，善于体育，今

后才能成为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发动群众投入贯彻党政

策的斗争的得力的干部、深受群众爱戴的有威望的先军时

代指挥员。 

革命学院要使学员在学院生活期间掌握历史、地理、文

学等各领域的丰富知识和常识，学会一种以上的乐器，积极

参加体育活动，成为各方面拿得起放得下的多才多艺的干部。 

要在改进教育内容的同时，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只有根据发展的现实要求，不断地改进教育方法，才

能提高学院的教育质量，培育出党需要的有能力的人才。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贯彻党的新世纪

教育革命方针，大胆地打破教育部门长久以来形成的板滞

的旧教育方法和公式化的旧框框，站在全国的前头创造符

合我国实情的主体的教育方法。学院要彻底消除笔记传达

式、默记式教学方法等填鸭式教学方法，切实体现其优越

性已得到证实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学院要使原理教育领先，

将直观教育与实物教育结合起来，深入进行问答、讨论和

论争，最大限度地启发学员的思考。还有，根据现实发展

的要求，要不断探究能够提高学员智力和运用实践能力的

新的教学方法，并积极采用于教学。 

加紧进行教学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是改进学院教育质量

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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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要根据时代要求和

学院的教育目的、学院学员的年龄特点，更好地营造学科

目研究室和训练场，使已有的教育物质技术基础实际发挥

作用。 

要使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的教育工作发

生根本变化，就要进一步增强学院教职员的责任心和作用。 

学院教职员要怀着培育最高司令官的儿女、先军朝鲜

的栋梁的不同一般的骄傲和自豪，献出自己的一切完成革

命任务。学院教职员要做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

院这个良好园地的底肥，培育各方面毫不逊色的完好、充

实的果实。 

教育的直接担当者是教员。教员要对基本革命任务

—教学倾注自己的一切智慧和精力。 

教员要对切实保障教学内容的政治思想性、科学性和

实效性多下工夫，拟订教案，对根据学院学员的水平和心

理年龄特点讲课、课外学习辅导和学科目讨论等所有形式

的教学予以深切的关注。学院教员即使讲一堂课，进行一

次复习指导，也要动脑筋根据学员的心理，通俗地、生活

地去进行。 

革命学院要加强教育行政工作，以党的政策要求和社

会主义教育提纲为基础，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的

现实，制定好教育纲领，并正确地加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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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院教员的革命化，提高他们的素质，是改进学

院教学教育工作，把学员培养成为热诚的革命家、得力的

革命人才的重要要求。要把学院学员培养成为以革命信念

和情义竭诚拥护党和领袖的主体型的革命家，首先就要实

现教员的革命化，使他们成为道德上成熟完善的真正的革

命家。 

无论是革命性，还是政治性，革命学院教员理应大大

超越其他教育部门的教员。学院教员要通过组织生活、学

习和实践活动，加紧进行自己的革命化，成为全国教育工

作者的榜样。 

学院的所有教员都要精通专业部门，具有更多地掌握

尖端科学技术，根据学员的水平加以运用于教学的高超的

素质，成为能够具体解决学员所有疑难问题的“我们博学

多闻的老师”、“万事通”。学院教员要争分夺秒地学习再学

习，不断提高科学理论水平和教学业务水平。 

革命学院要充满在白头山密林里发挥的游击队风气。

要学习抗日游击队的生活风气，使革命学院的面貌焕然一

新，建立钢铁般的军纪。 

革命学院不要因为学员宝贵而娇生惯养，而要严格要

求他们通过作息时间生活过程，锻炼身心，使他们从小就

把军人气质加以体质化。 

照顾好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那么热爱的革命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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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学院教职员的本分和崇高的义务。 

学院教职员要以亲生父母的心情照顾好学员的生活，使

他们把学院当作自己心爱的家、温暖的摇篮。学院教职员

在做学员的教育者之前，要成为他们的亲生父母。 

学院教职员要时常以亲骨肉之情照顾好学员，不让他

们的心里产生阴影，不感到微小的生活不便，不想家，始

终以健康的身体明朗地生活。要根据离开家生活的学员的

心理，多样地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努力给学员们做合乎口

味的饭菜。 

学院的干部和教职员要使党的关爱和恩情及时无误地

惠及学员。只有为使党的恩情不折不扣地惠及学员而经常

动脑筋，磨破鞋底地奔波再奔波的人，才有资格在革命学

院里工作。 

革命学院的干部和教职员要怀着培育最高司令官的儿

女的崇高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连我的心意都合起来，照

顾好学员的生活，以使他们由衷高唱幸福的歌：我们的家

是党的怀抱，我们都是亲兄弟，世上无所羡慕。 

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的学员是与我们党

血脉相连的朝鲜劳动党的儿女、我的儿女。 

革命学院学员要永远把两位伟大的大元帅比天高、比

海深的信任和恩情铭刻在心里，为了成长为坚决拥护先军

朝鲜的栋梁，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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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胸前佩戴革命学院的毕业徽章，如果没有从政

治思想上做好准备，没有具有很高的实力，就不能成为党

希望的革命的指挥成员。学院学员要成为自觉地、忠实地

参加组织生活，遵守作息时间，培养高度的革命性、组织

性和战斗精神和纪律性，搞好体育和艺术活动，品行端正

的模范学员。 

革命学院学员要高举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在和万景台

革命学院学员一起生活和念书时提出的“为朝鲜而学习！”

的口号，争分夺秒地努力学习再学习，在实现两位伟大的大

元帅愿望的斗争中，成为独当一面的得力的革命人才。 

全党、全国和全军要积极帮助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

革命学院。 

党和国家、军队的负责干部要率先经常到学院去看望，

认真负责地解决困难问题。对革命学院的工作漠不关心的

干部可谓是不为革命前途着想的人。 

国家要致力于营造好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

院的工作，使之成为全国的样板单位。只要是为了白头山

伟人最爱护的我国革命贵重的珍宝，将在先军革命的道路

上和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最高司令官的战友—革命

学院的学员，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要给革命学院置备电

脑、电视机、电子黑板和录像机等整套现代教育设备，优

先提供教材和学习用品。要把学院的教育设施置备得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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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色，及时解决其运营中提到的问题，以使学院的教育条

件和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要向学院充分提供体育器材

和乐器等学员的文化情趣生活所需的东西。 

要对慈父金正日同志建立的后勤供应工作体系发挥

实效予以深切关注。向革命学院供应后勤物资的单位要进

一步提高责任心。 

只有从政治思想上做好准备，具有高度实力的教育工

作者，才能培育优秀的人才。要采取国家性措施，把像

金日成综合大学那样有水平的权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优

先派往革命学院。 

进一步增强学院党组织的战斗职能和作用，是改进和

加强学院工作的重要保证。 

学院党组织要把在学院里牢固地建立最高司令官的领

军体系的工作作为主线抓好，不断加以深化，使所有教职

员和学员始终同党共呼吸，无限忠于党的思想和领导。学

院党组织要把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以

全新的姿态进行，扎实地进行教职员和学员的组织思想生

活指导。 

我们党对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毕业生的

信任和期望是很大的。 

革命学院毕业生不愧为在白头山三大将军的关怀下成

长的万景台的儿女、白头山的儿女，在坚决继承万景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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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白头山的血统方面要做核心，发挥先驱者的作用。 

革命学院毕业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信赖和跟随把

自己抱在怀里、培养成为革命者的党和领袖，牢固地树立

革命的领袖观，继承誓死保卫领袖的宝贵传统，成为在任

何环境中都从政治思想上、用生命保卫党和领袖的第一近

卫兵。 

学院毕业生要在贯彻两位伟大的大元帅的遗训和党政

策的斗争中发扬无比的忘我精神和牺牲精神，具有无论做

什么工作，都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高度的党性和革命性以

及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革命学院毕业生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在竭诚拥护党的

先军革命领导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学院毕业生担负的岗位，无论是哪个岗位都是党信任

你们交给的重要革命岗位，是在拥护党的思想和领导方面

不可缺少的战斗岗位。 

学院毕业生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要不分岗位

和职务的轻重，认真负责地、诚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站

在党召唤的突击战前头，发动群众创造新的奇迹和丰功伟

绩。尤其是，穿着革命军服站在保卫祖国哨所的革命学院

毕业生时刻不要忘记最高司令官已在争取祖国统一大业的

作战计划上最终签了字，万无一失地做好部队和分队的战

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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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学院毕业生要在任何时候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为

祖国和人民献身服务，不搞特殊，平易近人，谦让俭朴地

生活。 

革命学院毕业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锻炼自己

的革命意志。 

没有成熟完善的革命家，同样，革命的修养和锻炼没

有尽头。革命学院毕业生尽管念了学院或大学，在重要岗

位上工作，如果没有不断提高修养和锻炼自己，就不能继

承革命先烈的血统和灵魂，也不能使自己的人生发光生辉。 

革命学院毕业生比谁都要深入学习伟大的金日成主席

和金正日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政策把它化为坚定的信念，忠

实地参加组织生活，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 

革命学院毕业生要对子女教育予以特别的关注，使他

们不忘记革命烈士子女的根本，可靠地接革命的班。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帮助和推重革命学院毕业生，以使

他们不愧为喝万景台的水，呼吸万景台的空气，在万景台

精神熏陶下成长的党的儿女，从各方面做出榜样，起到核

心作用。 

我们党将遵循革命烈士子女永恒的慈父—两位伟大

的大元帅的崇高意志，把革命烈士子女的一生负责到底，

并照顾好他们。革命烈士子女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先

军革命的可靠接班人坚决继承万景台的血统、白头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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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因此，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坚信，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康盘石革命学院将根据党

的思想和意图，把万景台的儿女出色地培养成为肩负党和

国家、军队工作的可靠的骨干分子；所有革命烈士子女将

成为竭诚拥护党的先军领导的先锋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