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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全军、全民积极响应党关于要使历史性的

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在我们党历史上值得大

书特书的革命全盛期的战斗号召，果敢地奋起开展总攻

击战的激动人心的时期，迎接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开

展四十周年之际，举行第四次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先

驱大会。 

第四次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先驱大会将在适应革命

发展的要求，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烈火更加熊熊地

燃烧起来，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方面成为重要

契机。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亲自

倡议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英明地领导了在革命和

建设的所有领域大力开展思想、技术、文化的三大革命，

为主体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建树了不可磨灭

的业绩。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在历史上第一次阐明社会主义制

度建成以后也要继续在思想、技术、文化领域进行革命的

思想，把三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路线提出来，

亲自构想实现它的群众运动即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千里马作业班运动的深化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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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大革命和群众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的改造和社

会主义建设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性的出发点。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遵循金日成同志的崇高意旨，点燃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烈火，并积极地领导这个运动，

在思想、技术、文化革命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我

国人民成长为具有高度的自主尊严的革命的主体，我们祖

国向全世界彰显政治思想强国、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的威

仪，正沿着知识经济强国、文明国家建设的道路奋勇前进。

这是金正日同志把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作为推动主体

革命事业的有威力的武器狠抓，并英明地领导这一运动的

高贵的果实。 

我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向发挥对党和领袖的无限忠

诚，大力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为建设富强祖国做

出巨大贡献的全体大会与会者、全国三大革命旗手和先军

时代立功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战斗问候。 

今天，我们面临着适应主体革命新时代的要求，使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发生革命变化，早日建设社会主义强

盛国家的重大任务。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强盛国家建设的有力的

推动力，是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的强有力的

武器。 

建设强盛国家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按照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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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主义的要求改造思想、技术、文化的所有领域的

斗争。 

提出全面实现人民的美梦和理想的最高目标，走前人

未曾走过的雪原，争取伟大创造和变革的强盛国家建设过

程，是培养其主人即人将主体思想、先军思想化为自己血

肉的真正的革命者和精神力的强者的过程，是用科技威力

取得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在最高水平上创造至上文明的

斗争过程。只有大力开展思想、技术、文化革命，才能百

倍千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青年强国的威力，

以最大速度提前占领经济强国、文明强国的高地。 

两位伟大领袖独创地提出并体现的思想、技术、文化

的三大革命路线，是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也是具有永恒

生命力的百战百胜的旗帜，是我们党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狠抓的总路线。 

今天，帝国主义反动派乞灵于前所未有的反朝扼杀活

动，企图阻挡我国人民建设强盛国家的斗争。与帝国主义

反动派的较量，是维护和发扬光大最优越的我们的思想和

文化，千方百计地加强主体科学技术的威力，在政治和军

事、经济和文化的所有领域压倒和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

只要在思想、技术、文化的三大领域高举革命旗帜，不断

前进，不断革新，从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先军革

命事业就能战胜种种挑战和严峻考验，不断乘胜前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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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是更加高举思想、技术、文化的三面红旗，争取社会

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尽到时代和历史赋予朝鲜

革命者的重大使命和任务的责任重大的时期。 

要切实贯彻思想、技术、文化的三大革命路线，早

日争取最后胜利，就要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发生革

命变化。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把我们党关于实现全社会

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最高纲领直接作为斗争口号提

出来的最高形式的运动，是全国人民都参加的全民性群

众运动。 

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凝聚着我们党要把革命本

身转变为对人民的热爱，把人民培养成为伟大的存在，充

分发扬他们的自觉的热情和创造智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崇高的重视人民的思想，是革命越面临重重困难和考验，

越果敢地迎头痛击的攻击精神和以百折不挠的意志不断革

新、不断前进的白头山的红旗精神的集大成。 

在思想、技术、文化领域进行大变革，开拓争取最后

胜利的捷径方面，没有比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实效更大、

更有威力的运动。 

我们要进一步有力地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把

社会的所有成员造就成为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铜

墙铁壁般地巩固我国革命的政治军事阵地，力促经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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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和文明国家建设，在这块疆土上建设国力强、一

切都兴盛、人民世上无所羡慕地过好日子的社会主义强

盛国家。 

但是现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还没有适应时代的发

展和党的要求，在应有的高度上进行。 

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还没有克服比之于人

们的思想改造和生产，偏重于装修的现象，有些单位赖

于条件，陷于失败主义，不积极进行争获三大革命红旗

运动。还没有消除党对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领导赶

不上现实发展的要求，乞灵于公式和旧框框，流于形式

的偏向。所以，现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没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生命力。 

纠正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在这

一运动中来个革命变化，拥护并发扬光大两位伟大领袖的

不可磨灭的革命业绩，早日争取强盛国家建设的最后胜利，

这就是我们党的意图、举行这次大会的目的。 

所有党组织要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意图，在新的更高阶

段进一步大力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 

要适应进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攻击战的时代要

求，正确地制定思想、技术、文化革命面临的任务，进攻

性地开展旨在贯彻执行这一任务的争获三大革命红旗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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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思想革命坚定地走在前面，这是在进行三大革命中

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 

我们党在推动主体革命事业的整个期间，把思想作为

最有威力的革命武器狠抓，把革命和建设引向了胜利。之

所以在白头山密林里飘扬的革命红旗毫不退色，今天也作

为社会主义旗帜仍然高高地飘扬，是因为我们始终不渝地

重视思想。如果思想退色，红旗就会退色。我们要牢记革

命的胜败、国家的前途取决于思想工作，继续对思想革命

予以很大的关注。 

当前，进行思想革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社会

的所有成员造就成为把白头山的革命精神、白头山凛冽的

寒风精神化为体质的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今天我

们所说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是把对领袖的思想和事业

无限忠诚，为人民忘我服务精神铭刻在心，以百折不挠的

革命信念和意志，为了争取主体革命的最后胜利斗争到底

的精神力的强者。 

党组织要把基本点放在把党员和劳动者培养成为

用白头山红色革命精神、白头山凛冽的寒风精神加以体

质化的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进攻性地开展思

想工作。 

要扎实地进行以伟大性教育为主的五项教育。 

伟大性教育、金正日爱国主义教育、信念教育、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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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如同向人们的心里切实灌输革命的

领袖观、热烈的祖国爱、不屈的信念、坚定的阶级意识和

高尚的道德观的思想的钎子和锤子。 

党组织要以各种形式和方法大力开展五项教育，把

所有干部、党员和劳动者造就成为永远竭诚拥戴两位伟

大领袖为主体的太阳，坚决贯彻领袖的遗训和党的政策

的不屈的先锋战士，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决的反帝阶级

意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献出一切的信念和

道德的强者。 

党组织要致力于根据自己单位的特点和实情，全新地、

生气勃勃地进行思想工作。 

要办好革命史迹教育室和沿革介绍室等教育据点，做

好通过它的教育工作，使干部、党员和劳动者熟悉两位

伟大领袖和党对自己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业绩，学习革命先

辈竭诚拥护党和领袖的好榜样。从而要把自己的单位当成

党中央委员会的院子，经常与党说心里话，在党的思想贯

彻战、党政策维护战中竭尽如同白玉般的爱国忠诚。哪怕

做一项思想教育，做一项鼓动工作，也要根据自己单位职

工的职业特点和觉悟程度去做，在机床和农田等战斗现场

以火线式政治工作打动群众的心弦。 

党组织要把思想工作朝着加强集体主义威力的方向去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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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是集体主义思想，争获三大革命红旗

运动的生命力如何发挥，这取决于用党的思想牢固地武

装起来的集体团结的威力。只要集体的所有成员齐心合

力，就能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取得很大进展，群众的精神

力量就能成为推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威力强大的

力量。 

根据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发扬视同志和集体重于自

己，教育和改造落后的人，掀起集体革新的千里马时代和

社会主义大建设战斗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崭新地谱写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历史，这是我们党的意图。 

党组织要致力于高度发扬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为基

础的集体的思想意志的团结和革命的同志友爱，使所有

干部和劳动者成为互帮互带，在党所定的时间内，在党

所要求的高度上切实完成党所交给的革命任务的忠诚的

人，以集体革新谱写我们时代伟大的群众英雄史诗。与

此同时，要大力开展以群众团结的力量消除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出现的个人利己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现象，

全面树立适合于社会主义本性的思想生活风气和道德纲

纪的斗争。 

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把科学技术作为生命线狠抓，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生产工序和经营管理的现代

化、信息化，这是当前技术革命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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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原动力，以尖端产业为

支柱的知识经济的基础，在高水平上实现国民经济的主体

化、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 

工厂企业的党组织要正确树立基于科学统筹的企业战

略、经营战略，促进生产工序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信息

化。在实现工厂企业的现代化方面重要的不是采纳人家技

术的现代化、原封不动地安装别国设备的现代化，而是实

现依靠我们的主体力量、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的现代

化。要牢固地建设自己的科学技术开发力量，加强同科学

研究和教育机构的科学家、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提高

设备、原料、材料的国产化比重，进一步巩固业已建立的

生产基础，不断更新设备和生产工序。 

农业部门的党组织要大力促进技术革命，切实贯彻党

的农业革命方针，使科学种田、科学畜产的烈火熊熊地燃

烧起来，实现农业的综合机械化。 

技术革命的生命力要表现在圆满完成国家国民经济计

划和自己单位所担负的基本革命任务上。所有单位要依靠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

在生产和建设中实现不断的飞跃和革新，切实完成党交给

的革命任务，从而为建设富强祖国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

出积极贡献。 

开创劳动党时代新的文明繁荣发展时期的今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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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只要快马加鞭大力进行文化革命，就能很快建立我

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今天，在我国到处拔地而起的许多建筑物和值得骄傲

的创造物都呈现世人羡慕的最高文明，人们的文化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我们要提出“在最高水平上享受最高文明！”

的口号，进一步大力促进文化革命，用我们的力量建立起

世人羡慕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党组织要办好科技普及室，大力开展充分发挥工厂大

学等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的优越性的斗争，把干部和

劳动者培养成为精通自己部门和专业，同时掌握多方面知

识的真正的革命人才，从而切实贯彻党的全民科技人才化

方针。 

所有部门和单位要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把工厂和工作

岗位、城镇和村庄建设为既富有自己单位和地方的特点又

到了遥远的将来也毫无逊色的社会主义仙境。要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运动，使我国的所有山树林茂密，实现自己单位、

自己故乡村庄的树林化、园林化和果园化。 

要切实贯彻党的体育和艺术大众化方针，以便在所有

的地方人们载歌载舞，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呈现一派热闹

景象；形势越紧张，越面临严峻的困难和考验，越要更高

地敲响革命的战鼓声，从而使集体内充满乐观的斗争风气

和生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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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党员和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坚决反对异己的生活风

气，切实树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生活方式。 

坚决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转变成为群众自己的工

作，是有力地推动思想、技术、文化革命的根本要求。 

群众运动的生命力在于把它变成群众自己的运动。 

党组织要让干部、党员和劳动者深入认识到，有力

地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就是贯彻伟大的金正日

同志遗训的工作，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幸福的豪迈

的斗争，从而使所有人采取主人翁的态度，一致参加这

一运动。 

党组织要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旨定出争获三大革命红旗

的切实可行的各阶段目标，正确地安排先后次序，周密细

致地做组织政治工作，从有把握的工作开始逐一出色地进

行，从而使所有人都满怀信心积极投入工作。与此同时，

为鼓舞群众士气，要给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

条件，并将此作为点燃群众心中之火的重要问题狠抓并加

以大力推进。 

要以进攻方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

运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掀起集体竞赛热潮，使社会

气氛进一步高涨。 

做好政治鼓励和物质奖励工作也是让群众自觉地参加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党组织还要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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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义地组织好让已争取到三大革命红旗的单位的劳动

者到锦绣山太阳宫向两位伟大领袖直接汇报他们在执行革

命任务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的工作，并且让他们优先访问平

壤，还到革命战迹地和革命史迹地参观学习。与此同时，

要吸收在进行三大革命的斗争中得到检验和锻炼，起到骨

干作用的人入党，还要表彰并积极推崇他们，使他们始终

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发扬光大先驱的荣誉。此外，

还要做好对已争取到三大革命红旗的单位和三大革命旗手

的物质奖励工作。 

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的斗争中，凝聚着党和领袖的领

导业绩的单位要发挥火车头作用。 

推重典型单位，通过它大力推进全盘工作，这是我们

党传统的领导方式。我们要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把

两位伟大领袖生前视察指导的单位作为典型加以推重，以

它为榜样，在这一运动全盘工作中进行飞跃和革新。 

两位伟大领袖生前视察指导的单位的党组织要把贯彻

两位伟大领袖的现场教导作为生命线狠抓，使三大革命的

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思想、技术、文化的所有领域成

为榜样。两位伟大领袖生前视察指导的单位的干部和劳动

者要把在清楚地留有两位伟大领袖神圣的足迹的光荣的岗

位上工作的荣誉和自豪铭刻在心，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的

斗争中发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创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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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会和行政经济机关要积极帮助凝聚两位

伟大领袖领导业绩的单位，使他们在三大革命中起带头

作用。 

两位伟大领袖明确指出了前进方向和途径，因此，凝聚

领导业绩的单位只要下点功夫就能走在三大革命的前头。 

各级党委会和各省、中央一级机关、道、市、郡要正

确地指导两位伟大领袖生前视察指导的单位，使凝聚着两

位伟大领袖永垂不朽的革命事迹的单位都争获三大革命红

旗。各级党委会要遵照视改善人民生活为最高重大事务的

党的意旨，对两位伟大领袖生前视察指导的生产部门单位

予以特别的关心。要做好党的指导，使已争取到三大革命

红旗的单位再接再厉争获两次、三次三大革命红旗，好

让凝聚着两位伟大领袖领导业绩的单位成为推进器推进建

设强盛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 

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群众团体组织、行政经

济机关、三大革命小组成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贯彻我们党总路线的斗争，

因此，只有党组织以及所有群众团体组织、行政经济机关

都积极动员起来，才能取得成就。 

群众团体组织要大力开展号召全体同盟员投入争获三

大革命红旗运动的政治工作，使他们都同心同德，在自己

单位的三大革命中以集体革新运动带来大转变。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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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盟组织要让青年成为站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

前头打开突破口的尖兵、突击队，并通过大力进行三大革

命的过程培养他们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政治后备队、青年强

国可靠的主人翁。 

行政经济机关要根据党委会经过讨论而作出的决定，

周密细致地安排完成三大革命的组织工作，按计划逐一出

色地加以落实；三大革命小组成员要积极力促相关单位的

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技术改造和现代化工作，在洋溢着白头

山凛冽的寒风精神、一鼓作气的气概的今天的总进军中大

大显示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生命力。 

群众团体组织进行的各种群众运动也要和争获三大革

命红旗运动结合起来，扎实地进行。所有群众运动的内容、

形式、对象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促进思

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贯彻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和党

政策。因此，各群众团体组织要朝着更好地进行三大革命

的方向，大力开展所有群众运动。 

党组织要重新具体分析各群众团体组织进行的群众运

动实况，纠正出现的偏向，使这些运动切实有助于三大革

命的完成。 

要大力展开学习先军时代立功者榜样的运动，给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注入活力。学习先军时代立功者榜

样的运动是，用正面教育方法给党员和劳动者心中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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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烈的爱国心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奋起投入领袖遗训的贯彻战、党

政策维护战的群众运动。党组织要大力展开学习先军时

代立功者榜样的运动，使心怀金正日爱国主义精神，在

建设经济强国、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战区积极发挥爱国

热忱，发扬忘我奋斗精神的爱国者、立功者更多地涌现

出来，使这一运动为改进和加强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

做出积极的贡献。 

大大增强党委会的作用，是现时期使争获三大革命红

旗运动发生革命变化的可靠保证。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党直接狠抓并组织领导的群

众运动，因此应当由党委会完全负责并大力推进这一运动。 

各级党组织要把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切实转变为党

委会的工作。党委会要直接规划和部署有关争获三大革命

红旗运动的工作，发动所有科室和党组织大力推进这一工

作。各级党委会科室要具有对与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有

关的问题不分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尤其是，周密细致地做

好组织部、宣传鼓动部和群众团体部等有关科室之间的配

合作战和联合作战。 

要大力增强各级党委会宣传鼓动部的作用。 

宣传鼓动部是直接负责和指导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

的党委会主管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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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鼓动部要统一掌握并有计划地、战斗性地推进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使全国以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

热潮沸腾起来。宣传鼓动部要解剖学地分析争获三大革命

红旗运动的实况，制订旨在把它提高到党要求的高度的具

体计划，采取正确的执行措施。还要深化对下级的指导，

及时纠正所出现的偏向，从党的原则上认真负责地搞对达

到提出保证的目标的单位进行推荐和评审的工作。 

宣传鼓动部要建设好直接负责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

的干部队伍，大大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要使他们熟

悉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政策，掌握好高度的现代科技知识

与丰富的文化情趣生活知识，并采取措施使他们不断改进

指导能力。各级党委会要选拔有胆识、有魄力的人员担任

该部门干部，并一段时期固定下来。同时，要研究修订机

构编制的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以便更加搞好党对争获三

大革命红旗运动的指导。 

各级党委会负责干部要在对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

指导中，尽到自己的革命本分。 

干部对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对待伟大

的金正日同志遗训的观点与立场问题，是能否继续搞革命

的深刻的政治问题。 

各级党委会负责干部是直接掌握并指导争获三大革命

红旗运动的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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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会负责干部应当在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

中，站在带来根本变化的斗争的前头，在进行三大革命

的工作中做出引以自豪的成绩向党证明自己的忠诚。党

的负责干部要把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发生革命变化

的党的意图铭刻在心，直接掌握并革命性地推进贯彻它

的工作。党的负责干部要经常对自己单位的争获三大革

命红旗运动的实况与进行情况了如指掌，主动灵活地及

时处理所出现的问题并加以纠正。还要搞好积极帮助直

接指导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干部，使他们提高自己

的水平和能力的工作。党的负责干部要有一种习惯：经

常下到开展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战斗现场去，了解

情况，采取措施。 

当前，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契机，要进攻

性地开展组织政治工作，使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烈火

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在三大革命中取得值得自豪的成果

迎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使这次大会成为永远载入我

们党和祖国史册的历史性大会做出积极贡献。 

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伟大

的金正日同志信任党组织，亲自交代的战斗任务。 

我期望，你们把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关于大力开展争

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遗训和党的意图铭刻在心，在进

行思想、技术和文化的三大革命中继续光大先驱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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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在全国掀起争获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的热潮的底火、

火炬。 

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劳动者要遵照党的意图，在争获

三大革命红旗运动中带来革命转变，维护并进一步发扬光

大两位伟大领袖不可磨灭的业绩，早日争取主体革命的最

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