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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以朝鲜民族最大的革命节

日、人类共同的大庆典史意深远地隆重庆祝伟大领袖

金日成同志华诞一百周年。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华诞一百周年庆祝活动是

我国人民对慈父领袖的火热的敬仰之情和崇高的道德

情义的迸发，万民称颂主体朝鲜的一百年历史的大政

治庆典。 

我们通过金日成同志华诞一百周年庆祝活动，显示

了将竭诚拥戴金日成同志为我们党和人民永恒的领袖的

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大大显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千万军民为争取最后的胜利而一致奋起的革命气概。 

拥戴全民族和全世界敬仰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为永

恒的领袖，是我国人民最大的光荣、骄傲和子孙万代的

幸福。 

我们党、军队和人民要永远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

为主体的太阳，光辉地继承并完成金日成同志神圣的革

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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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领袖、卓绝的

伟人。 

20 世纪是在人民群众争取自主性的斗争中，在人类

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革命的变革世纪，进步与反动、社会

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的世纪。在这激变

的世纪，有很多改变人民群众的命运和在世界政治史上

留下印迹的著名政治家和伟人，但是，像我们的金日成

同志那样从十几岁的少年时代至八十高龄的长久岁月以

卓越的思想和领导、崇高品德，受到人民的绝对支持和

信赖，把 20 世纪的反帝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

利的杰出的领袖、卓绝的爱国者和伟大的革命家是没有

的。20 世纪是名副其实以我们的金日成同志的不可磨灭

的业绩和伟人风范放射灿烂光辉的金日成同志的世纪。 

金日成同志是以精深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的领导能

力、气壮山河的革命实践，为祖国和人民、时代和革命

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的最杰出的领袖、举世罕见的政

治元老。 

金日成同志是使备受压迫和凌辱的人民群众成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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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主人，把人民群众的尊严和价值提高到最高境地，

使之发光生辉的伟大的人民领袖。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把“以民为天”当做座右铭，

并把它体现于思想和领导，使之变为现实的人民领袖的

崇高一生。对我们的金日成同志来说，人民群众永远是

导师，自己是忠于人民的儿子。金日成同志从深入人民

群众开始革命活动，他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基础进行革命

活动，其整个过程奉献于维护并实现人民群众自主性的

斗争。金日成同志把人民群众的自主要求和愿望化为思

想理论、路线和政策，提出了人民群众易懂，照亮开拓

他们的命运的真正道路的最革命的、最科学的指针。 

金日成同志把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

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一革命原理当做信

念，经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发动他们无穷无尽的力

量和创造智慧，根据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解决一切问题。 

对人民的绝对信任和献身是金日成同志克服史无前

例的困难和考验，在革命和建设中战无不胜的根本秘诀。

金日成同志由于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得以同

时推动创立革命的指导思想，建立先锋组织，建立军队，

使人民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艰巨事业，开创主体革命的

新历史，不犯一次路线错误，不遭到一次失败，领导几个

阶段的艰巨而复杂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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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块疆土上建起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强

国和乘胜前进的主体革命事业是，金日成同志在称之为

人民的大地上播下种子，毕生培植而缔造的宝贵硕果。

由于拥戴金日成同志为领袖，才得以开创过去被排挤出

历史的人民群众站在时代和历史的中心，用自己的力量

开拓自己的命运的历史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金日成同志是高举自主的旗帜，把我国革命引向百

战百胜的道路，崭新地开拓现代历史，使之发光生辉的

卓绝的、老练成熟的革命领导者。 

自主是金日成同志一生铭刻在心并加以体现的革命

信条、革命方式和革命实践。金日成同志在踏上革命征

途的初期，以非凡的睿智和洞察力阐明了自主性是人民

群众的生命、国家与民族的生命，要实现它，就要反对

事大和教条，以自主地、创造性地进行革命的革命真理。

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破天荒第一次高举自主的旗帜，

把它确定为革命的原理和革命方式，并付诸实践，这是

在人类思想史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史上值得特记的历

史事件。 

朝鲜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支配主义、事大主义和

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深刻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是

用现成公式和方法无法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复杂而艰苦的

斗争。金日成同志与被事大和教条害得一塌糊涂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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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然诀别，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把自主当做生命线，

根据我国革命的要求、我国人民的利益和我国的实情，

按照我们朝鲜的方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一切问

题。金日成同志一贯坚持自主原则，建立了我国革命的

强大主体，节节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攻势和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干涉活动，领导两次革命战争和恢

复建设、两个阶段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

金日成同志以自主原则为基础不断发展同别国的党和国

家的关系，大大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威望和尊严，为

反帝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日成同志通过伟大的革命实践论证了自主是历史

的正义、革命的胜利和公正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把

20 世纪历史的潮流引向自主的道路，开创了人民群众从

被支配和屈从中摆脱出来，自主地进行本国革命的自主

的新历史。 

在事大和教条、支配主义蔓延的上世纪高举自主

的旗帜的金日成同志的决断固然伟大，但是在帝国主

义、支配主义者的强权猖狂的严酷环境中，始终不渝

地坚持自主的主见，大胆地推动我国革命事业的金日成

同志的革命实践更是在现代政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奇迹。 

今天，自主是作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卓绝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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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鲜明的象征、称颂他神圣的革命生涯和不可磨灭

的业绩的时代语放射光芒。 

金日成同志是用枪杆子开拓并领导我国革命走向胜

利的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军事英才。 

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在包括两次革命战争在内的

整个历史期间，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针锋相对的尖锐的

军事较量中进行的。金日成同志早年提出主体军事思想

和理论，在其整个革命生涯期间，高度关注加强革命武

装力量，在同帝国主义的浴血决战和严峻的对抗中屡战

屡胜。金日成同志在抗日革命战争和祖国解放战争中，

以政治思想的、战略策略的优势打败了在数量上、技术

上占优势的帝国主义强敌，从而，作为钢铁统帅、卓越

的军事战略家、反帝斗争胜利的象征受到世界人民的高

度称颂和信赖。 

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像金日成同志那样，毕生紧

握着革命的枪杆子，站在反帝战争的最前方，以杰出的

军事战略和领军艺术百战百胜的伟大统帅、文武双全的

将军型领袖。 

金日成同志是具有无比崇高的风貌的伟大的革命

家、伟大的人。 

无论从革命家的风貌，还是从人的风貌来看，金日成

同志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伟人中的伟人。 



 

 7

金日成同志是以对革命事业的无比的忘我精神，奉

献出自己的一切，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从

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天起，在长久的岁月中饱经人所能

遭受的一切悲哀和痛苦，但他一心为革命着想，为了革

命的胜利奉献了一切。他一次也没有舒适地休息过，过

了八十的高龄仍不断到工厂和农场进行视察指导。世界

上再没有像金日成同志那样，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献身

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超人的精力，完成所有

工作，在办公室里殉职的伟大的革命家。 

金日成同志是信念和意志的强者、最有胆略的人。

回顾起来，帝国主义对我们共和国的压力和军事威胁变

本加厉，我国革命经受了无数的严峻考验。每当这时，

金日成同志都以只要有党、有政权、有军队和人民，我

们必将胜利的信念和天不怕地不怕的胆略、天塌下来也

能顶得住的无比的勇气，知难而进，化逆境为顺境，转

祸为福，从胜利走向胜利。 

金日成同志是革命同志友爱的最高化身。金日成

同志以革命就是同志，同志就是革命的哲理为基础，从

争取同志开始革命斗争，谱写了革命同志友爱的最壮丽

的历史篇章。金日成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不论是谁，一

旦与他建立同志关系，金日成同志就把他的命运和未来

负责到底，加以保护。金日成同志将成千上万的革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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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抱在怀里，给予深厚信任，并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

由于有金日成同志无比高洁的同志友爱，早在开创朝鲜

革命的时期就组建了以同志友爱和情义团结的新型革命

者队伍。今天以金日成同志崇高的同志友爱为基础，全

社会转变为一个以领袖为中心的同志的世界。金日成

同志神圣的革命历史是以同志友爱开始，依靠同志友爱

取得胜利的同志友爱的历史。 

金日成同志是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德望的伟大的人。 

金日成同志具有火热的人情味和无比俭朴、热诚爽

快的品质，亲切对待和照顾人民。他对敌人如同白头山

老虎，对于战士和人民则是最亲近、和蔼可亲的慈父。

他同儿童谈话时，体谅儿童的心情做孩子们的朋友；同

老人谈话时成为亲密无间的知己，像好操心的母亲一样

体谅人们的心思；他同工人见面，毫不在乎地就握住他

们沾满油垢的手；到农村去坐在地头与农民毫无拘束地

谈话；同人们见面时谈笑风生，也拉家常。金日成同志

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无限的敬仰，但他不容许

享受任何特殊和优惠，始终和人民一起过着勤俭朴素的

生活。所以，从儿童到老年人，我国人民和金日成同志

之间毫无隔阂，我国人民无限敬仰并竭诚拥护慈父领袖。 

金日成同志是具有大海般博大的度量和胸怀的圣

人。金日成同志的怀抱是把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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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在怀里，保护他们的命运的无比博大、恩惠的怀抱。

无论是谁，只要是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金日成同志就

把他们都抱在怀里，信任他们，把他们当做为祖国和民

族而奋斗的永恒的同路人。由于金日成同志以博大的胸

怀对待所有的人，待人厚道，所以过去在民族面前犯了

罪的人们也称他为重生的恩人、民族的慈父，跟随他，

使自己的人生在为祖国和人民而奋斗的路上发光生辉。 

金日成同志具有宽宏大量、无比深厚的人情味，同

世界上许多向往自主的党的领导人，国家元首，政界、

社会界和学界许多著名人士建立了亲密关系。思想和政

见不同的人无论是谁，也只要一见到金日成同志，就被

他崇高的品德所折服，无限钦仰和尊敬他。因此，我们

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是世上同志和朋友最多的人。 

的确，金日成同志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的革命

领袖、人民的慈父、万民敬仰的卓绝的伟人。 

 

 

二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为主体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并

完成奠定万年基石的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是

主体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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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伟大的主体思想，开创了主体革

命的新时代，运用主体思想把各个阶段的社会革命引向

辉煌的胜利，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领域创造了不可磨灭

的业绩。 

由金日成同志创立并光辉地体现在革命实践中的主

体思想是我国革命永恒的胜利旗帜。 

主体思想是把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以人民群众

为中心的革命理论和领导方法全面地加以体系化的革命

思想，是照亮为争取自主性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前进道

路的完善的革命的指导思想。 

主体思想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从而开辟了

使人们具有人是世界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觉悟，

自主地开拓社会历史和自己命运的道路。 

主体思想确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革命理论和领

导方法，从而指明了人民群众依靠革命的、科学的理论、

战略策略和方法，在任何艰苦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都能

够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出色地完成人民群众自主事

业的前程。 

伟大的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人民群

众为中心的革命理论和方法，所以，它就成了只要是向

往自主的人无论是谁都能够容易产生共鸣并作为自己的

思想接受的最正确的、普遍的、富有生命力的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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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思想的旗帜下沿着引以自豪的胜利道路前进的我

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在主体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世界范

围内自主化的气势日益高涨的今日现实就是对此的清楚

证明。 

主体思想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完成社会主

义事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百科全书般的革命思想，是引

导人类未来的伟大思想。 

金日成同志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引导革命斗争和建

设事业走向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革命业绩，它是可

靠地保证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万年基石。 

革命的党、政权和军队是保证革命事业的开辟、前

进和胜利的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历史证明，革命的命

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如何建设党、政权和军队，

使人民从政治思想上怎样做好准备。 

由于有金日成同志建立并巩固和发展的主体型的革

命政党—朝鲜劳动党和真正的人民政权—共和国政

权以及所向无敌的人民军，有金日成同志培养起来的思

想和信念的强者—我国人民，所以我国革命跨越 20 世

纪迄今克服了超出想象的困难和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所有领域创造了历史奇迹，阔步前进。朝鲜劳动党可

靠地保证领袖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使人民群众竭诚拥

护党和领袖的领导，使他们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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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责任，发挥作用。我国的人民政权作为国家经济

生活的主人、负责人民生活的户主，统一地指导和管理

旨在拥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利和利益，建设富强

祖国，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壮大成为白头山革命强军

的人民军作为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和主力军，在维护社

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艰巨而重要的岗位成为奇

迹和殊勋的创造者、先军文化的创造者和普及者充分显

示了自己的荣誉。 

进一步加强金日成同志的党、国家和军队，不断地

高度发挥我国人民无穷尽的精神力量和创造力量，这是

坚决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祖国和民族的繁荣富强

的可靠保证。 

金日成同志留下的最大的爱国遗产—我们朝鲜式

社会主义是保证大力推进新世纪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

设，出色地完成主体社会主义事业的万年基石。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是人民群

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都为人民

群众服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我国人民的生命和

生活深深扎根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20 世纪世界上许

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受挫后，帝国主义反动派大肆叫嚷社

会主义的“末日”来临了，但是，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

在世界范围的大政治动荡中巍然屹立，在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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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文化的所有领域取得惊人的飞跃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领袖、党和群众一心团结的不可

战胜的社会主义。 

全体人民以领袖为中心从思想意志上、道德情义上

紧密团结起来，全社会形成一个同志式的互帮互带的大

家庭，这是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无穷无

尽的力量的源泉。今天，全党、全军和全民以领袖为中

心钢铁般团结起来的我们的一心团结，是可靠地保证我

们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巩固性，维护社会主义祖国，

大力促进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推动力。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主体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主的社

会主义。 

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的本性，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

立，国防上自卫是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永远取得胜利并

实现繁荣富强的道路。自主的政治使我们在任何艰苦复

杂的形势下都能够根据革命的根本原则和人民群众的自

主要求和利益，制定路线和政策并加以贯彻，引导革命

和建设走向胜利，在对外关系中完全行使主权和平等权，

充分显示国家的尊严和威仪。自立民族经济和主体的民

族文化使我国依靠自身力量、技术和资源突破尖端，建

设 21 世纪科技强国、知识经济强国，开创文化艺术的新

的全盛期。以人民军为核心的自卫国防力量坚决保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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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祖国使之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军事上可靠地

保证强盛国家建设，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主体性的同时维护民族性，是

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原则。金日成同志史无前例地

首次把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自主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

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成为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

繁荣发展的过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切实维护劳

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振兴民族的优秀性，切实实现民

族要求和利益的真正的人民的祖国、民族自主的祖国。 

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出色地解决了革命事业的继

承问题，缔造了能够跨世纪、接代胜利地继承并完成主

体革命事业的可靠保证。 

金日成同志把革命事业的继承问题看做不只是在革

命换代的时候转交领导地位的问题，而是接代坚持并发扬

光大领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工作，是决定革命的未

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 

金日成同志阐明继承革命事业，基本是领袖的接班

人问题，并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对纯洁

地继承并发展革命传统，把新一代造就成为可靠的革命

接班人的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使之结出了丰硕果实。

由于金日成同志卓越的先见之明和英明领导，才得以创

造解决革命事业继承问题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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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人民军官兵、人民和青年沿着革命先

驱用鲜血开辟的主体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完成主体革命事业进行豪迈的斗争，充满着对更为辉煌

灿烂的未来的信心。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把统一祖国当做民族至高无上的

爱国事业，为加强和发展祖国统一运动，不辞劳苦，呕

心沥血，为实现民族宿愿建树了丰功伟绩。 

金日成同志缔造了统一祖国的三大宪章，奠定了能

够使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民族形成统一祖国的

强大主体，以民族团结的力量，终止外来势力的干涉，

早日实现祖国自主统一的牢固基础。由于有金日成同志

缔造的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宝贵遗产，今天，在内外分

裂主义势力的反统一阴谋活动达到极点的严峻形势下，

祖国统一运动仍沿着自主统一的道路奋勇前进。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热情充沛地从事对外活动，为实

现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金日成同志高举

自主的旗帜、国际正义的旗帜，为了阻止和粉碎帝国主

义反动派的支配主义活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巩

固发展和反帝自主事业的胜利，为了建立自主公正的国

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进行积极的活动，建树

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历史证明只要狠抓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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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人民群众的自主事业、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胜

利前进，必将光辉地得到完成。 

创立自主时代的指导思想，缔造了完成人民群众的

自主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所需的万年基石的金日成同志

以人民的伟大领袖、主体的太阳永垂不朽！ 

 

 

三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以主体的太阳永垂不朽，主体朝

鲜的一百年历史以金日成同志的名字放射光芒，是金正日

同志坚决拥护和发扬光大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事业，英

明地领导实现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事业的斗争的结果。 

金正日同志是把拥护和发扬光大金日成同志的思

想和事业当做毕生的使命，竭诚拥护金日成同志的，

金日成同志最亲密的革命同志、最忠实的革命战友。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确定为

金日成主义，把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做为我们党和革

命的最高纲领，以使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过程发生革命

性的变化。 

金正日同志以热情充沛的思想理论活动，适应时代

和革命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入发展并丰富金日成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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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想，从而使金日成主义成为具有伟大生命力和永

恒活力的不可磨灭的革命思想，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金正日同志英明地领导实现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斗

争，把我们党和军队加强和发展成为百战百胜的金日成

同志的党和金日成同志的军队，把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

在党的周围，大大加强了我国革命的主体的威力。在

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在实现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斗

争过程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迎

来了劳动党时代的大全盛期。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史无前例地首次光辉地实现使

领袖永生的事业，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得以把伟大的

金日成同志竭诚拥戴为永恒的领袖，使金日成同志的神

圣革命生涯和不可磨灭的革命业绩彪炳千古。金正日同志

从我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和最崇高的道德情义出发，要求

拥戴金日成同志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共和

国永恒的主席，并把金日成同志的遗训作为党的纲领狠

抓，积极发动全党、全军和全民投入贯彻落实它的斗争。

由于金正日同志的崇高忠诚、道德情义和伟大的忘我精

神，金日成同志才得以永远和我国人民在一起，金日成

同志的革命历史才得以在这个国度永放光芒。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高举先军旗帜，依靠强大的枪杆

子维护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与最高利益，把我们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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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加强和壮大成为不可战胜的

社会主义强国。 

在经受严峻考验的 20 世纪 90 年代，金正日同志把

先军政治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以先军的威力

可靠地保卫了我们祖国和社会主义，还把我国推上名副

其实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的地位，开创了建设社

会主义强盛国家的新时代。先军政治是可靠地保证在同

帝国主义反动派最尖锐的较量中，光辉地实现金日成同志

自主、民主、团结、仁德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使主体

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百战百胜的政治，是保证遵照

金日成同志的遗训大力促进革命和建设的万能宝剑。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把军事当做第一国事，把我们人

民军壮大成为无敌的革命强军，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任

何侵略势力都不敢触犯的自卫军事强国。金正日同志把

我们人民军加强和发展成为率先拥护党的领导的革命的

主力军，实现党和军队的浑然一体，实现军民大团结，

磐石般地加固了我们社会的根基。 

金正日同志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废寝忘

食地不断进行视察指导强行军，使新的革命大高潮的烈

火在全国各地熊熊地燃烧起来。由于金正日同志废寝忘

食、热情充沛的领导，才得以高水平地实现了国民经济

的主体化、现代化、科学化，打下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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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斗争中带来转变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迎

来了新的繁荣时期。 

在帝国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反共和国孤立扼杀

活动空前强化的严重形势下，不大的我国坚持社会主义，

显示政治思想强国的尊严和威仪，用我们朝鲜的方式朝

着经济强国突飞猛进，实现新的飞跃，这是金正日同志

的先军政治带来的惊人的奇迹。 

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遵循金日成同志的遗训，以热情

充沛的领导开创了 6·15 统一时代，打开了对外关系发

展的新局面。 

由于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非凡的睿智、杰出的领导

能力、钢铁的意志和超人的忘我活动，我们的社会主

义祖国、先军朝鲜同金日成同志的名字一道向全世界

放射灿烂光芒，我国人民成为充满无比的民族骄傲和

自豪感，光明正大地开辟自己命运的有尊严的人民，

威震环宇。 

由于有金正日同志，金日成同志才得以成为主体的

太阳，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主体

朝鲜一百年历史才得以放射更为灿烂的光芒。 

主体朝鲜的一百年历史，是同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名字与不可磨灭的

革命业绩一道，放射光芒的最神圣最光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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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走过的历程，是我国革命

在白头山开创直到今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历程，这

条道路正是我们要向最后胜利继续前进的永远胜利的道

路、祖国繁荣的道路。 

千秋万载永远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一代接一代光辉地继承并完成金日成同志和

金正日同志遗留下来的主体革命事业，这是我们党

和我国人民的革命义务，是崇高的道德情义。 

无论岁月流逝，经受任何考验，我们都要始终不渝

地沿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走过来的自主道

路、先军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到作为金日成同志

的后孙、金正日同志的战士、学生的使命和情义。 

要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

一起这一绝对不变的信念铭刻在心，坚决拥护并发扬光

大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 

我们要把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革命的唯一的指导

思想、永恒的指导方针，彻底按照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

要求推动革命和建设前进。 

要把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不断地加强和发展成为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党、国家和军队。要在党、

国家建设和革命武装力量建设中，忠实地继承金日成

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切实按照金日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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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金正日同志的方式进行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

和军队的建设。 

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发扬光大凝聚在自己单位的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史迹，切实贯彻他们的

遗训，把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生前的意志和愿望变

为现实。 

要在党的领导下，发起总攻，在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要坚决捍卫党和革命队伍的一心团结，使之坚如磐

石，牢不可破，充分显示政治思想强国的威仪，进一步

加强人民军，加强国防力量，使之成为铜墙铁壁。 

要使金正日同志点燃的咸南的烈火、新世纪产业革

命的烈火燃遍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所有单位，在生产

和建设中掀起大高潮，尤其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斗争

中带来决定性转变。 

我们要出色地继承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主体的

文化建设思想和业绩，高度发挥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文

化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总进军运动中，大大

提高党、群众团体组织和政权机关的作用，所有干部要

尽到作为革命指挥成员的责任和本分。 

我们要贯彻落实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崇高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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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意志和遗训，一定要实现统一祖国的历史事业，在自

主、和平、友谊的理念下，扩大并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

为全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党、军队和人民将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

忠实地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事

业，将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永远和我们在

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