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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支承未来强盛朝鲜的柱子

主体101（2012）年6月6日在庆祝

朝鲜少年团成立六十六周年朝鲜少年团

全国联合团体大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全国少年团员：

参加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六十六周年全国联合团体大会的

少年团代表！

今天，我们值得骄傲的少年团代表和模范少年团员从

白头山麓的正日峰中学到祖国的最前方椒岛的中学等祖国

各地远道而来，同你们见面，我很高兴。

看到参加大会的少年团员的可嘉的面貌和亲切可爱的

面容，犹如同热情地把你们欢送到平壤的少年团员、老师

和你们的父母兄弟见面。

我向在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新曙光即将照临的充满

希望的时期，在我们党和人民巨大的关心和祝福下，迎接

六•六节的全体代表和全国的少年团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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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向为了把你们教育好费尽心血的老师和全国

的家长也致以亲切的问候。

六•六节是朝鲜少年团的节日，同时也是我们党和全

体人民的喜庆节日。

世上再没有像我们少年团员这样，几百万名少年都系

着红领巾，团结到一个组织里，作为未来的主人翁坚强地

成长起来的少年学生。

我国少年团员无限热爱把自己抱在怀里培育、给予恩

惠的党和祖国，努力学习，生气勃勃，以出众的才华为祖

国争光。

对我们党和共和国来说，可爱的少年团员是亿万金银

财宝都无可比拟的珍宝，是我们希望和未来的全部。

过去，我们可靠的少年团员，继承抗日儿童团的革命

传统，引以自豪地高举朝鲜少年团团旗，为祖国和人民英

勇斗争，做了很多好事。

世界上，在我国第一次出现少年近卫队和少年游击

队，献出生命保卫自己领袖的画像，抢救着火的山林的

英雄事迹也是第一次在我国少年团员中涌现出来的。

我国少年团员向人民军捐献“少年号”坦克、“少

年号”飞机和“少年号”舰船，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

经济生活添砖加瓦，是年幼的爱国者和难能可贵的小建

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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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进行艰难的行军经受考验的日子里，我国少年

团员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大力开展我们学校—我们部队

运动和社会政治活动，洒下了爱国的汗水。

昔日的少年团员，如今已成长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与

尊敬的英雄、劳模，成为为国家做大事的干部。今天他们

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来祝贺新一代少年团员。

我们党和人民为拥有这样优秀的朝鲜少年团感到极大

的自豪和骄傲，由于有几百万少年革命家的大部队，先军

朝鲜的未来是无限辉煌灿烂的。

朝鲜少年团之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作为革命接班人的

有力的组织威震环宇，是因为有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

金正日大元帅天赋的无比崇高的爱护后代、爱护未来的

温暖怀抱。

朝鲜少年团走过来的每个足迹都凝聚着两位大元帅

的温暖关爱，他们根据革命前进的要求提出新的少年团

口号，步步引导少年团的工作，把少年团员培养成为无限

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儿女。

我们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对敌人是令

其魂飞魄散的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对少年学生则是无比

慈祥的父亲、操碎了心的家长。

世界上，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第一次将使

全国儿童都接受免费教育、免费领新校服定为共和国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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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我国最好的地方建设漂亮的少年宫和夏令营，始

终为给予我国少年学生更好的东西而呕心沥血。

世界上，没有像我们的两位大元帅这样称儿童为国家

之王，把对后代的爱护当作党和国家最重大的事情，一生

为少年学生奉献一切的伟大的慈父。

的确，朝鲜少年团是在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

大元帅的温暖怀抱里成长壮大起来的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

少年团，成为这种少年组织的一个成员，是我国少年团员

的极大骄傲和荣耀。

亲爱的少年团员们！

你们是先军革命的接班人，是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朝鲜属于我国少年团员，你们的形象就是未来

祖国的形象。

我们党准备建设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并

把她交给你们。

你们当家做主的未来强盛朝鲜，将是家家户户充满

幸福的笑声，全国人民和睦相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要把这个伟大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的正是你们少年

团员。

少年团员要把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

无比的信任和恩情永远铭记在心，像向太阳的葵花一样积

极学习两位大元帅光荣的青少年时代，将伟大的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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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团团旗前飘扬，坚决地继承革命的血脉。

人民军和青年同盟是带头拥护我们党的事业的先军

革命的尖兵队，少年团是它的后备队。

少年团员要成为像抗日儿童团的金基松、金今顺英雄

和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少年游击队那样誓死保卫我们党的

先军时代的真正的少年革命者、少年近卫队，沿着党所

指引的道路勇往直前。

今天，少年团员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把自己锻炼成为

智德体兼优的强盛朝鲜得力的革命人才、栋梁之才。

强盛朝鲜的未来面貌首先表现在少年团员同学们的

成绩表上。

宇宙火箭飞向天空、CNC机械成排的今天自不用说，

在将达到尖端水平的明天的我国，成绩落后的学生将一事

无成，跟不上祖国的前进。

学生少年要提出为强盛朝鲜学习这一口号，短暂的

空隙时间也不要虚度，而要努力学习再学习。

震惊世界的未来世界一流的发明家和科学家也应在

我国少年团员中出现。

学生少年不仅要认真学习，而且要遵守社会主义道

德，成为始终热爱组织、集体和同学，尊敬老师和长

辈，搞好体育，发扬爱国精神做更多好事的模范少年

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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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一生中，少年团组织生活是第一个政治

生活。

少年团的红领巾是由抗日儿童团的红领巾传承下来

的，它是朝鲜劳动党红旗的一部分。

少年团员要牢记，党员的荣誉和英雄的金星奖章也始

自于红领巾和少年团徽章，要自觉地认真参加少年团组织

生活。

少年团员要珍视少年团组织，自觉地认真参加组织

生活，把正确无误地执行分团组织交给的任务习惯化。

我们少年团员的后面有少年学生最亲密的导师、政治保

护者—少年团辅导员老师和分团辅导员—班主任老师。

今天，我们党对于少年团辅导员和分团辅导员老师

寄予很大的期望。

我们党希望，老师们像抗日儿童团辅导员那样，以

亲生父母的心情热爱并珍惜我们宝贵的少年团员，成为让

他们的才华开出绚丽花朵的辛勤的园丁和积极引导他们的

真正的导师。

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必将积极秉承伟大的金日成

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关于爱护后代的宝贵的意旨，把

有关新一代的工作当作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为把我国

可爱的少年团员造就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优秀的先军

朝鲜的生力军而做出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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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全国少年团员们！

我再次向在我们党和人民的巨大关心和祝福中迎接

六•六节的全国少年团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再次向为我们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灿烂

的未来而竭尽全力的老师和家长表示亲切的问候。

辉煌灿烂的未来属于金日成金正日朝鲜的新一代！

 



8

少年团员要争做社会主义祖国的

好儿女和少年革命家

主体106（2017）年6月6日

在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少年团代表同学们！

亲爱的全国所有少年团员们！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喜悦、自豪、希望和未来—朝鲜

少年团员们喜迎自己的节日六•六节之际，我首先向全国的

少年团员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同时转达全体人民的祝福。

我为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党和人民的

极大关心与期待中隆重召开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向参

加大会的少年团代表和全国所有少年团员们致以亲切

的问候。

同时，向为了培养少年团员成为国家的可靠的栋梁之

才而竭尽努力的少年团辅导员、分团辅导员老师以及家长

们表示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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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契机，

将大力显示少年团员们在党的怀抱里实现美好梦想，幸福

生活，茁壮成长的豪迈气概，加强和发展朝鲜少年团成为

永放光芒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团。

少年团代表同学们！

朝鲜少年团是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

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创立和倍加爱惜的主体的少年革命

组织，也是未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党和青年同盟

接班人的朝鲜少年的群众政治组织。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非常

重视和热爱我们少年团员。朝鲜少年团所走过来的光荣而

引以自豪的历史，是他们两位伟大领袖的主体的少年运动

思想和领导取得光辉胜利的历史。

两位伟大的大元帅毕生都和我们少年团员、正在成长的

新一代在一起，为了培养好祖国的后代不惜拨给万贯钱财。

由于拥戴他们为我们的慈父，朝鲜少年运动才得以像向日葵

那样坚定不移地跟着我们党走一条路，少年团员也能够茁壮

成长为世上无所羡慕的幸运儿和祖国未来的革命接班人。

朝鲜少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四年以来，全国

少年团组织与我国数百万少年团员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的祖国豪迈的前进统一步伐，出色地实现了在少年团团旗

前所宣誓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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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团组织加强和发展成为朝气蓬勃而崭新的少年

革命组织，引导少年团员感知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恩情、

组织和集体之珍贵，努力学习，参加好少年团组织生活。

在全国少年团员当中，为永远拥戴两位伟大的大元帅

而尽心竭诚、为社会、集体和同学献出自己一切的美好

事迹举不胜数，感人肺腑，为我们祖国增添了光彩。

今天，我们可爱的少年团员对未来充满梦想和希望，

努力学习，锻炼身心，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

事运动，逐渐成长为为社会主义朝鲜增光的革命人才。

我们党和人民看着国家珍贵的宝贝——少年团员尽情

享受幸福，成长为热诚的少年革命家、未来主人翁的值得

自豪的面貌，感到无比的喜悦和革命的意义。

有坚定地继承白头山精神的朝鲜少年团在，主体革

命的前途和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的未来就无比辉煌

灿烂。

我以朝鲜劳动党和全体人民的名义，再次向继往

开来，发扬光大朝鲜少年团光荣的传统，茁壮地成长为

社会主义强国栋梁之材的全国少年团员、为祖国的光明

未来而尽心尽力的少年团辅导员、分团辅导员老师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问候。

光荣的少年团代表们和全国少年团员们！

今天，我们党、军队和人民勒紧腰带，拼命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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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困难，努力增强国力，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代在世上

无所羡慕的天下第一强国尽情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可爱的少年团员们开朗、刚直、茁壮地成长为承担

祖国万年大计的可靠的骨干，随之主体朝鲜无穷尽的力量

将会加强百倍，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步伐将会迈得更快。

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与会者要借此大会，广泛

交流过去在学习、少年团组织生活、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事

运动中积累的好经验，下定新的决心，进一步发愤图强。

要把朝鲜少年团发展成为永恒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

团、朝鲜劳动党的少年组织，培养所有少年团员成为社会

主义祖国的好儿女、少年革命家，这就是当前少年团组织

面临的主要任务。

少年团员要成为懂得党和领袖之伟大以及祖国之

可贵，为祖国和革命奉献自己一切的热诚的少年革命家。

少年团员要始终铭记创造世上无所羡慕的幸福生活的

两位伟大的大元帅的莫大恩情，竭诚拥戴两位大元帅为

永恒的主体太阳。

少年团员要牢记少年团红领巾是朝鲜劳动党党旗的一部

分，少年团员的梦想与理想只有在劳动党党旗下才能开花结

果这一点，随时随地都要按照我们党的意旨去思考和生活。

抗日革命战士、战争时期英雄和如今万里马时代的

英雄，是少年团员应该学习的真正的革命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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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团员要学习革命先烈和英雄的崇高精神，都成为

热诚的革命者、英雄。

少年团员的主要革命任务是把自己锻炼成为智德体兼

优的得力的革命人才、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生力军。

少年团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功课。少年团员的学习成

绩的高度就是我们祖国未来国力的高度。

少年团员要把祖国的嘱托、老师和父母的嘱咐铭刻在

心，努力学习再学习，为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

而不断积累知识。

少年团员要具有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少年团员要热爱祖国和人民，为社会、集体和同学而

奉献自己的一切。少年团员要尊敬老师和长辈，对他们

讲礼貌，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始终老实、正

直地生活。

少年团员健壮的身体是国家的珍宝。只有少年团员

健康、茁壮地成长，我们祖国才能充满活力，国力才能

壮大起来。

少年团员要大力开展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培养大

无畏精神与勇敢精神，人人都掌握一门以上的体育技术。

此外，少年团员要积极参加艺术小组活动，唱歌

吟诗，弹奏乐器，提高文化素质，尽情发挥自己的艺术

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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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团员要为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

尽心尽力。

少年团员不应该是只享受幸福的纨绔子弟，而应该

成为心中充满金正日爱国主义精神，珍惜革命先烈用

血汗换来的这块疆土上所有的财富，一草一木都用自己

双手培植的少年爱国者。

少年团员要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事运动，有

力地鼓舞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战中建树丰功伟绩的爸爸、

妈妈、哥哥、姐姐们的斗争，为国家经济生活添砖加瓦。

少年团员要憎恨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时刻保持革命

警惕，彻底做好敌人一旦来犯就像抗日时期儿童团员、战

争时期少年近卫队员那样英勇杀敌的心理准备。

少年团员要通过少年团组织生活增强组织性和纪律

性，珍爱作为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团员的荣誉。

少年团员对少年团团旗宣誓的誓言是向祖国发出的

第一个誓言，少年团组织生活是遵守其誓言的政治生活

过程。

少年团员要始终珍惜爱护少年团组织，自觉地遵守

组织纪律，坚决完成少年团组织分配的任务。

要培养少年团员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儿女、少年

革命家，就要加强少年团组织的作用，改进对少年团工作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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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团组织要扎实地进行学习两位伟大的大元帅光荣

的青少年时期运动和五大教育工作，把少年团组织发展

成为无限忠于党的革命的少年组织。

少年团组织要致力于给少年团员灌输集体主义精神、

增强他们的自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工作，让他们彻底做好

成为肩负社会主义强国的未来主人翁的准备。

青年同盟负有正确地引导迈开组织生活第一步的少年

团员的重任。

青年同盟要按照少年团员的准备状况和心理特点，周密

细致地指导少年团工作，特别要积极帮助少年团辅导员和

分团辅导员，让他们增强责任心，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地

改进少年团工作。

青年同盟要建设好少年团积极分子队伍，细心开导

他们独立地创造性地做好少年团工作，在学习和生活中做

少年团员的榜样。

全体党员和劳动者要珍视少年团员为国家的宝贝，对

他们关爱备至，并做他们的教育者、家长，深切关心对

少年团员的教学教育工作，让所有少年团员都在全社会的

关心和呵护下茁壮地成长为国家的好栋梁。

各级党组织要视少年团工作为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

以及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动员党组织积极帮助少年团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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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团代表同学们！

朝鲜少年团员的未来无比辉煌，前程似锦，将会步入

《世上无所羡慕》的歌声响彻云霄的社会主义强国。

通过少年团员的美好风尚和活泼开朗的面貌，我们

党看到了主体革命的辉煌未来。只要是为了少年团员，

我们党就会不惜一切，呵护好少年团员幸福的笑容和灿烂

未来。

我坚信，所有少年团员将高举朝鲜少年团团旗，

跟着党勇往直前，以出色的成绩报答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

期望。

幸福和光荣属于我们可靠的接班人，强大的我们

祖国、社会主义朝鲜的未来—少年团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