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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热爱未来的
新历史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惜一切地热爱少

年儿童。他在一生中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

事。

朝鲜刚解放后，在研究决定新朝鲜国家大

事时金日成同志把铅笔生产问题放在会议

议程的首位。他给全国劳动人民的儿女敞

开学习之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国家情

况很困难，但在金日成同志的关照下，孩

子们继续读书。琅琅书声和欢乐的歌声响

遍全国各地。战争孤儿也都无忧无虑地茁

壮成长。

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外国记者说：“

朝鲜的全国儿童都称国家元首为‘我们的

慈父’，世界上这样的国家只有朝鲜。”

、“朝鲜是孩子们的王国。这是朝鲜国策

的写照。”

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朝鲜在世界上

第一个建立11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在

全国各地兴建少年宫、学校和夏令营。

正因为金日成同志作为朝鲜少年儿童的

慈父，比谁都热爱祖国的未来，所以，朝鲜

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都说：金日成同志把

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后代与祖国的未来。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访问碧潼郡东主中学
主体46（1957）年10月10日

永恒的太阳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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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太阳容貌

和人民在一起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以民为天”作

为座右铭，并把它体现在思想、领导和现

实中。“和人民在一起”这句话含蓄着他

的高贵品质。

他总是说：对我来说，最高兴最幸福的

时刻就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

他经常去看望老百姓，与平民同甘共

苦：他和孩子们说话很谈得来，像是朋

友；他和老人们拉家常，像是老相识；去

了工厂，他热情地握住工人们弄脏的手；

去了农村，他就坐在地头儿，和农民交

谈。

因为他这样倾听人民的心声，所以，他

所提出的每一项政策和路线无不反映人民

的意愿和要求，无不得到人民的绝对支

持。

金日成同志奉行的人民观是：如果说世

上有全知全能者，那就是人民群众，人民

群众才是伟大的革命导师。

金日成同志总是和人民在一起，以民为

天，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创造胜利

与繁荣的历史。金日成同志的丰功伟绩

永垂不朽。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视察检德矿

主体5 0（ 1 9 6 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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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太阳容貌

为人民奉献一生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人民的慈父。

“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金正日同志一生恪守的座右

铭，也是连接他和人民的血缘纽带。

朝鲜人民并不是听人讲而是以亲身经历，体验到金正日同志

就是慈祥的人民领袖，所以，尽忠于他的领导。

金正日同志曾经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生前为人民

生活问题那么操心，可到了现在我还没有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一想到这些，我就睡不好觉，心上总挂着这件事。

他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数十年如一日地

坚持走献身长征的道路。人民高兴，他就比谁都高兴；人

民幸福，他就从中感到人生的意义；为人民办事，他披肝

沥胆，鞠躬尽瘁。

正因为这样，朝鲜人民绝对支持金正日同志的爱民政

治，拥护他的领导。

如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续写金正日同志的爱民历

史，为人民献身服务，所以，人民的欢笑声和劳动党万岁

声在朝鲜大地上响彻云霄，金正日同志作为慈父永远活

在人民的心中。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视察检德矿坐着人车下到掌子面

主体64（197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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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太阳容貌

阳光普照
殊方万里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作为侨胞组织成了

世界的好榜样。这一组织也受到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

无微不至的关照。

主体8 4（ 1 9 9 5）年 5月，金正日同志说：伟大领袖

金日成同志直到生涯的最后时期英明领导了总联的工

作，今天应由我们领导总联工作。

金正日同志致函总联《旅日朝鲜人运动要向新的更高阶

段发展》，鼓励总联坚持走金日成同志所指明的主体之

路、爱族爱国之路。

有一次，金正日同志接见前来祖国访问的总联领导干部

时说：我十分尊重和爱护总联，为了总联的事儿我什么都

舍得。祖国挂念总联，总联惦记祖国，让我们携起手来，

一起完成主体革命事业。

金正日同志坚决捍卫总联组织和旅日同胞。当祖国最艰

难的时候他照旧给总联送去教育资助费和奖学金，当旅日

同胞遭受天灾的时候他就给同胞们致慰问电，还送去慰问

金。

总联的干部和同胞们亲身体验了只有拥戴白头山卓绝伟人们

才能永远胜利、才有永恒的幸福这一条真理。今天，他们

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走爱国爱族的

道路。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会见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干部

主体81（199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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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主体110（2021）年元旦，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全国人民亲笔信

金正恩同志亲笔信全文如下：

“恭贺新禧！

在此辞旧迎新之际，谨向全国人民致以良好的祝愿和诚挚问候。

恭祝全国所有家庭阖家幸福，敬祝亲爱的人民平安快乐。

在新的一年，我要为早日迎来我国人民的理想与夙愿如花盛开的新时代不懈奋

斗。

感谢大家在艰难岁月里忠贞不渝地信赖和支持我们党。

在此，我重温誓言：衷心爱戴伟大的人民，一片丹心、矢志不渝。

金  正  恩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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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朝鲜式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分水岭
斗争和前进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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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历史性

结论

主体110（2021）年1月，在全体朝鲜人民

的莫大期待和关注下，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

表大会隆重举行。

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庄严地宣誓：我要把伟

大的我国人民奉为我命运的上帝，并作为人

民公仆，为民献身，誓死奋斗。

金正恩同志在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伟大的斗

争纲领是主体朝鲜的新进军路线，是斗争与

胜利的里程碑，它反映着金正恩同志的坚

强意志：一定落实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争取社会

主义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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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朝鲜人民军壮大发展成为所向无敌的世界顶级强

军。这样的人民军誓死保卫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

表大会。

阅兵式上，威严的阵容、铿锵的步伐、闪亮的

高新军事装备、迎风招展的军旗、排山倒海的气

势，使观众回想起人民军的胜利历史。伟大领袖

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建立自卫

国防力量付出了一生的精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

为建设最强大的军队献身奋斗。

朝鲜人民高呼：“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万岁！”、“朝鲜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

和向导者朝鲜劳动党万岁！”

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阅兵式隆重举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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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平壤市一万套住宅建设工程奠基典礼，并发表意义深远的讲话 。

主体110（2021）年3月23日

按照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的

宏伟计划，朝鲜首都平壤市自2021年至2025

年每年建筑一万套现代化住宅。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下定决心在最困难的这段

年间开展规模庞大的建筑工程，2021年3月23

日正式宣布平壤市一万套住宅建设工程破土

动工。

在奠基典礼上，金正恩同志说：在平壤修

建5万套现代化住宅，这是我们党为首都市民

保障更稳定更文明的生活的设想，是由来已

久的夙愿。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利用国家

的财富和劳动群众创造的劳动成果，不折不

扣、实实在在地惠及劳动群众。

在高举我们国家第一主义旗帜奔向富强繁荣

的今天，首都5万套住宅建设工地将成为象征

新的高潮期、变革期的主攻战线。我们将开

创卓有成效地、分阶段提升和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的前进时代、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春意盎然的3月响起的隆隆雷声即将变成

竣工的欢呼声和劳动党万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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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

在普通门附近江边建设楼梯式住宅区的构

想，并考察现场。

金正恩同志在现场说明了自己的构想：

在沿着首都中心蜿蜒而流的普通江岸边修

建现代化的楼梯式住宅区，协调布置多层

和小层住房，使这一地区变得很有特色。

金正恩同志说，要做好建筑与园林设

计，使我国美丽的自然景观、城市的特点

和魅力都突显出来，我们要在普通门附近

江边建设好楼梯式住宅区，使之成为我国

住宅区的样板。

在普通门附近江边建设的800套楼梯式住

宅不包括在平壤市一万套住宅建设工程之

内，要由党中央直接抓起来负责完工，一

定在今年内建设完成，把新住房作为礼物

送给那些为党和国家献身工作的各部门劳

模、立功者、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写作

家等劳动群众。

在城市建设中，要使建筑与自然相互协

调，科学地布置生活与生态空间，有机地

结合工作、休息与交通。

金正恩同志察看普通门附近江边楼梯式

住宅区规划图，提出了具体的建筑设计方

案和任务。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在普通门附近江边建设楼梯式住宅区的构想。      

主体110（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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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

年民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在朝鲜首都

平壤金日成广场隆重举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步

入检阅台，向热烈欢呼的受阅部队官兵和

观众招手致意，对喜迎国庆节的全国人民

表示亲切问候。

金日成广场上洋溢着喜庆氛围，人们深

情回顾共和国的73年历史。

在庄严的气氛中，先举行国旗升旗仪

式，然后进行阅兵式。通过阅兵式，民间

及安全武装部队彰显出作为保卫革命、

保卫制度、保卫人民的第一线部队的自豪

感，充分显示出一只手抓枪杆子、另一只

手抓锤子、镰刀与毛笔，一面保卫祖国、

一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荣誉感。

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

年民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显示了朝鲜

人民紧密团结在金正恩同志周围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的面貌，同时表现出共和国朝

着革命的新胜利勇往直前的气概。



3332

特别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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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9月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

党中央本部大楼接见参加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庆祝活动的劳模和立功者。

金正恩同志会见劳模和立功者，一一地

握手，庆祝他们以莫大的自豪感迎接共和国

的生日。

金正恩同志说，我们共和国的尊严和

坚强气魄是我国人民尽忠爱国、英勇奋斗

的高贵的结晶体。刚强的我国人民一代接

一代、跨世纪地乘风破浪，艰难走来，跌

倒一百次就站起来一千次，不屈不挠地支

撑着这个国家。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

的、主体朝鲜特有的国威和国风。

我们的爱国者们视国事重于家事，不管脏

活累活都抢着干，为国分忧，献身奋斗。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党和国家

受到很大的鼓舞。

金正恩同志和劳模、立功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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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中央本部大楼庭

院设宴款待劳模和立功者。

那些劳模和立功者一片丹心尽忠于党和

国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尽

职尽责，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做出贡献。正

因为这样，金正恩同志在共和国的生日

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庆祝活动，还设宴款待

他们。

宴会上，劳模和立功者始终沉浸在梦境

般的欢乐中，仿佛是一家大团圆、其乐

融融。

金正恩同志把一些劳模和立功者叫到

身旁，询问他们健康和工作情况。他们都

是在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卫生、体

育、文学、艺术等各部门默默无闻地奉献

自己人生的爱国者。

参加宴会的劳模和立功者都坚定决定，

永不忘记金正恩同志的莫大恩情和信

任，为大力推动伟大的金正恩时代、我

们国家第一主义时代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成为忠实的爱国者和热血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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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最高圣地

朝鲜人民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锦绣山太阳宫，感怀深切地回顾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

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当年的身影、恩情和关爱。来这里的人们都祈愿两位伟大领袖永生。

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无限热爱人民，对人民仁至义尽，在这块疆土上创造了震惊世

界的奇迹。今天，两位伟大领袖在锦绣山太阳宫安息，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任凭流逝万年，朝鲜人民将永远怀念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祖国与人民

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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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最高圣地

朝鲜国花
木兰花

木兰是木兰科木兰属一种，阔叶树，属于

朝鲜特有的树种，美丽而生活力极强，很有

经济价值，自古深受朝鲜人喜爱。

木兰花，花色清洁，色彩光滑，璀璨夺

目。树干结实，树叶厚实而宽大。树样花貌

映射出纯洁、高尚、多才多艺、气势浩荡等

朝鲜人的品质。

这棵树不管长在朝鲜的任何地方，长出来

的花几乎一个模样，一样大小，同样鲜艳。

它很像朝鲜人，因为他们作为单一民族，在

一个疆土上，继承一条血脉，共创五千年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民族性很强。

木兰花在朝鲜人民的心中增添了民族自豪

感，而且是国花，所以深受朝鲜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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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太阳节

盛大庆祝太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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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庆祝太阳节青年学生晚会及放烟花

庆祝太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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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光明星节

隆重庆祝光明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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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光明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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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变的虔诚之情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

德高望重，业绩硕大，深受世界进步人民的尊敬

和爱戴。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韩世

灏、副理事长吉斯•本内特等理事会成员和众

多会员怀着敬仰之情和祈愿之心热烈称颂朝鲜

人民的两位伟大领袖。

在金日成同志诞辰太阳节、金正日同志诞辰

光明星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等重

大节日和纪念日，他们发来贺电，送来花篮。

他 们 致 电 敬 爱 的金 正 恩 同 志 。 电 文 称 ：

金 日 成 同 志 和金 正 日 同 志 作 为 世 界 政 治

元老，以非凡的思想理论、废寝忘食的领导

和伟大的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和人类自主

化事业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思想

和业绩，今天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继承下来，

所以两位伟大领袖的生涯和业绩永放光芒。

在今年的太阳节、光明星节等重大节日和纪

念日，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成员和会员向

金正恩同志、万寿台岗上的金日成同志铜像

和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花篮，共一百数十个。

借此机会，他们充分表现出对两位伟大领袖的虔

诚敬意和对朝鲜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尊敬与钦佩。 

基金活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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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活动消息

在朝鲜的重大节日和纪念日，理事会成员

和会员举办了盛大的活动。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中国丹东支部隆重庆

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9周年。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理事兼中国丹东

支部支部长金仙和支部成员访问朝鲜驻中国

沈阳总领事馆丹东支部和金日成金正日基

金中国丹东支部，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肖像敬献花篮，鞠

躬致敬。

庆祝太阳节集会上，金仙致开幕词，与

会者合唱不朽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

歌》，他们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开创人类

自主化事业所立下的世界史上的业绩，并

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朝鲜

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集会上，播放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介绍

片，举行庆祝太阳节文艺演出。



在金日成同志逝世27周年之际，太阳宫永

生祈愿会和白头山称颂委员会访问朝鲜驻中

国沈阳总领事馆丹东支部，向金日成同志

和金正日同志的肖像敬献花篮和花圈，鞠

躬致敬。然后，举行金日成回忆录《与世

纪同行》读书会及读后感发表会，与会者深

情回顾金日成同志的高贵生涯。

太阳宫永生祈愿会向金日成金正日基金

发来电文。电文称，金日成同志是世界进

步人民的伟大慈父和导师。金日成同志为

世界自主化事业，为世界的被压迫人民予

以了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世界进步人民永

志不忘金日成同志的业绩。金日成同志

的事业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光辉地继承下

去。

今天，朝鲜人民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

老练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日新

月异的发展。朝鲜的这些成就极大地鼓舞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成员和会员，

使他们更有信心地投入到弘扬两位伟大

领袖丰功伟绩的事业中。

太阳光明星钦慕协会成员和金日成金正日

基金会员赵斌访问朝鲜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

表示对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崇高敬

意，并在集会上高度称颂两位伟大领袖为人民

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世界的自主化事

业所奉献的一生，表示决心为朝中友谊增砖添

瓦。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会员赵斌多次在因特网

站登载了有关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的

不朽业绩和金正恩同志伟人风范的图片，积

极介绍有关朝鲜现况的图片展举行的消息，

还举办有助于朝中友谊发展的各种活动。

金日成金正日基金德国后援会于今年4

月开设网站，广泛介绍两位伟大领袖的伟人

风范和硕大业绩以及在金正恩同志的英

明领导下朝鲜人民过上的幸福生活和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的朝鲜社会主义制度的真面

貌。

不少外国朋友向金日成金正日基金捐

款，以表达对两位伟大领袖的敬仰之情。

一位中国企业家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员，

荣幸地向金日成金正日 基金捐款。今

后，要为加强同朝鲜的经济合作继续作出

努力。

俄 罗 斯 哈 巴 罗 夫 斯 克 的 一 位 人 士 说 ：

金日成 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是在不同时

期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伟

大繁荣的伟人。

… …

希望我们捐出的微薄的钱为俄朝友谊做

出贡献。

侨居俄罗斯萨哈林州的一位同胞说：出于

为锦绣山太阳宫的装修工作尽一份力量的

心情，迎接光明星节我向金日成金正日

基金捐款。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

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我

们的心中。

伟 大 领 袖 金 日 成 同 志 和 伟 大 领 导 者

金 正 日 同 志 的 伟 人 形 象 铭 刻 在 世 界 亿

万人民的心中，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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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活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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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后援项目

以科学突飞猛进，
以教育保证未来

近年来，朝鲜掀起科技兴国热潮，以科学

技术的升级来保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

改善。

那些对提高人民生活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

性科研项目得到特别的重视。集中力量努

力开发核心技术，把科研成果迅速普及到

各部门，产生了纲举目张的效应。

与此同时，重视发展国家范围的科学技

术，使之提升到尖端水平，努力实现全民

科技人才化，改善科技宣传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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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后援项目

教育是国家与民族的万年大计。

朝鲜提出“建设能够担保未来的教育”这

一口号，致力于培养兼备全方位知识、创

新能力和健壮体魄的人才，根据世界教育

发展趋势和教育学的要求不断更新教育内

容、方法和教授管理制度，同时改善教育

条件与环境。

教育部门采取实际措施，提高教育机关和

教师的作用，各所学校置备现代化教育设

备和教具，实现教授与实验实习信息化。

建设好课外教育基地，供学生尽情学习和

施展才华。



在朝鲜，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制的好处，不

愁治病，以健康的体魄投身于社会主义建

设。朝鲜的这一现实离不开最有人民性的

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

访问朝鲜的很多外国人说：“通过免费医

疗制可以看到朝鲜的真面貌”、“朝鲜的

卫生保健制度堪称世界榜样”、“生活在

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保健制度的朝鲜

人民真让人羡慕不已”。

朝鲜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医

疗服务系统，实行医生分区负责制，医生

去找居民看病，医务工作者为患者竭尽精

诚。

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卫生
保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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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后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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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后援项目

三池渊市人民医院和咸镜南道人民医院改建成为地方人

民医院的样板。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方兴建现代化医院，

对人民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新远程医疗服务系统，提高医疗服

务的信息化水平，医生和护士等医务工作者努力提高业务

水平并精心护理所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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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后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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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最天真的，他们的笑丝毫也没

有造作。朝鲜的孩子最幸福，因为国家

不惜亿万钱财地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把

世界上最好的全都送给孩子们。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普照下，朝鲜

的孩子们茁壮成长，他们都是将来的栋

梁之才。

朝鲜把少年儿童视为“国王”，为他

们付出一切。所以说，朝鲜的未来辉煌

灿烂。

基金后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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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中区乌滩洞

电   话(Tel): +850-2-18111Ext381-8133

传   真(Fax): +850-2-381-4503

电邮(E-mail): kkf@star-co.net.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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