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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革命的指挥员。干

部的水平决定党的质量状态；党的一切活动，都靠干部

的作用得到保证。管理国家经济和文化机关的也是干部。

归根结底，干部决定一切。因此，可以说，党和革命的

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如何培养干部，如何增

强他们的作用。工人阶级的党要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整

个过程中，始终对培养好干部，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予以深切的关注。 

我们党从建设新社会的初期起，就把解决干部问题

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为解决干部问题付出了很大的

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非常缺乏干部。当时，我们要做的

事情很多，但大学毕业的人却寥寥无几。那些参加过抗

日武装斗争的人虽然革命性强，打帝国主义个个都是英

雄，可他们对建设和管理国家，建设经济和文化却是外

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解决干部问题就不能卓

有成效地建设新社会。 

解放初期，尽管国家情况很困难，但是我们决心靠

自己的力量解决干部问题，着手建立综合大学和万景台

革命学院。金济元等农民把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上第一

年打的粮食作为爱国粮献给了国家，我们把它作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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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了综合大学和万景台革命学院，教育革命烈士子女

和工人、农民的子女。我们还新建了高级党校和人民经

济大学，随着国家经济情况逐步好转，办了各级培训机

构和许多大学，有计划地培养了干部。 

在同敌人决一死战的严峻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

们也没有中断过培养干部的工作。我想，在座的同志们

当中也有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参战的，后来被党召回大

学继续学习的干部。 

从解放初期起，我们勒紧腰带，排除万难，有计划

地培养了干部，所以才圆满地解决了我国面临的极大困

难—干部问题。现在，我们拥有 160 多万名知识分子

大军。 

我们党培养的这支知识分子大军，是我国最宝贵的

财富。拥有用主体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并掌握现代科学

技术的得力的干部大军，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极大骄

傲，是胜利地推进主体革命事业的可靠保证。 

访问我国的外国朋友们看到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得力

干部，都羡慕不已。他们说：“朝鲜有很多训练有素的

干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我

就感到自豪。我给他们讲我们勒紧腰带培养干部的往事，

还夸赞我们的干部。几年前，我接见某国党代表团时说，

我们拥有很多得力的干部，所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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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干部都是我下功夫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称呼

我为慈父，对此我不反对；我常对他们说，要听父亲的

话，做国家的忠良、人民的公仆。 

我们培养的干部中有很多忠良，有为党和革命、

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有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立功报国的人，也有在重要革命岗位上不管人

前人后，默默无闻、忠心耿耿地工作的人。我认为这

是很好的事情。 

然而，有些干部却忘记了自己是党培养的干部，辜

负了党的信任和关怀。有些人工作不力，尸位素餐；也

有些人以为干部是自己一生俱来的官职，滥用权势，耍

官僚。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干部，就应当忠心耿耿地工作，

报答党的关怀。如果工作不力，尸位素餐，滥用权势，

耍官僚，那是非常不对的。干部绝对不能滥用权势，耍

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官僚压迫和剥削人民

的统治方法。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容

许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干部不是官僚，而是人民

的勤务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干部耍官僚主义，

就会招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清楚地说明，耍官僚

主义的后果何等严重。近几年来，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



 

 4

会主义执政党遭到崩溃，社会主义受挫，其主要原因就

在于：干部滥用权势，耍官僚主义，致使党得不到人民

群众的支持；脱离人民群众，被人民群众唾弃的党必然

遭到崩溃；党遭到崩渍，社会主义就无法维持下去。归

根结底，官僚主义起着摧毁工人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

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作用。官僚主义的极大危害性

就在于此。 

金正日同志说：“干部深入群众，为人民群众献身

服务，就等于吃补药；居于群众之上，逞威风，耍官僚

主义，则等于自己吃毒药。”这话说得好。 

今天，是否克服逞威风、耍官僚的现象，是能否维

护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的干部认清官僚主

义的危害性，决不要耍官僚主义，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

我们干部所肩负的崇高使命。我们的干部是在以人民群

众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搞革命的。因此，对我们

干部来说，再没有比做人民公仆更光荣、更自豪的事情。

我们的干部只要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崇高的使命，忠心耿

耿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党和群

众的关系也就会更加密切起来。人民的公仆，这是多么

高贵的称号啊。干部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一刻



 

 5

也不要忘记，人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自己是为人民服

务的公仆。 

最近，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是很好

的口号。这个口号含有党的这样的意图和深切期望：要

更加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进一步发挥以人民群众

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干部要把党的“为

人民服务”这一口号当作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忠心耿

耿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干部要真心爱护人民群众，保护他们的命运，

照顾他们的生活。干部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为人民

的利益着想，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干部不要追求

名利和地位，而要为人民造福，为实现他们的理想而奋

斗，并从中感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在进行现场指导时发现为给人

民创造更美好的日子而献身奋斗的干部。有一年，我

在现场指导农业部门干部协议会。那时，有一个合作

农场干部不像别人那样要求供应更多的拖拉机和肥

料，而要求给农场员解决饭碗缺少的问题。我听了他

的要求后心想，他为农场员的饭碗操心，对那个农场

农场员的生活可以放心了。不要忽视居民的饭碗问题。

如果不及时卖给居民饭碗，他们就会在生活上感到不

方便。我看到那个干部提出饭碗问题，就相信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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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为提高农场员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好干部。 

干部作为人民公仆，是否尽职，这表现在他们如何

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上。 

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最富有人民性的路线和政

策，是人民群众意志和要求的体现。因此，干部要作为

人民公仆，尽到自己的职责，首先就要切实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和政策。干部要把党的路线和政策看作是最正确

的、绝对的真理，发扬无比的忘我精神，及时切实加以

贯彻执行。 

当前，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最重要的是根据社会

主义的要求。圆满地解决人民的吃穿住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夙愿是吃米饭，吃肉食，穿

绸衣，住瓦房。前几天，我们通过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

定，提出了一项任务：在我们党建党五十周年即 1995 年

以前光辉地实现我国人民的这一历史夙愿。干部要认清

党的意图，积极努力圆满地解决人民的吃穿住问题。 

人民的吃穿住问题，主要是吃的问题。要圆满地解

决吃的问题，就要种好庄稼，增加粮食生产。只有大量

生产粮食，粮食充足，才能让人民吃饱，才能卓有成效

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所以，我很早以前提出了粮食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

现在，提出粮食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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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吃的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才把今年定为大

搞农业之年，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农业。可是，今年的收

成不能说令人满意。 

我们无论如何要搞好明年的农业生产。 

为此，要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大力促进农业的

综合机械化和化学化。总结一下今年的农业生产，由于

没有充分供应肥料，致使本可以提高的粮食单产未能提

高。要大量增加肥料生产，向农村充分供应肥料。肥料

施得越多，粮食也就出得越多。我们已经完成了兴南肥

料联合企业的设备大型化、现代化工程，因此，从明年

起可以大幅度增加肥料生产。化学工业部和有关单位要

无条件地执行施肥年度肥料生产计划。还要按照中央人

民委员会、政务院联合会议的决议，在明年 3月底以前，

把所有拖拉机全部维修完毕。 

要大力进行绿色革命，大量培育出高产稳产的优良

种子。今年秋天，我到平壤市寺洞区将泉合作农场看望

了农业科学工作者。他们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领导干部要为农业科学工作者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以

使他们培育出优良稻种和玉米种子。 

同时，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增加肉类和蛋类生产。

现在，我国有养猪厂、养鸡厂、养鸭厂等很多肉类和蛋

类生产基地。可是，因饲料不足，这些厂没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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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饲料问题，使这些厂开

足马力。要让农户也多养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

鸡、鸭、鹅等家禽，繁殖快，生产率高，饲料消耗低，

容易饲养。农户只要下决心去干，就能够大量饲养。 

轻工业部门领导干部在解决人民的吃穿住问题方面

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我国轻工业实力并不薄弱。我国有

纺织厂、服装厂、制鞋厂和食品厂等，应有尽有。问题

取决于干部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如何工作。只要

干部们发挥高度的党性、人民性，努力奋斗，就能圆满

地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要圆满地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

就要大幅度增加化纤生产。干部要采取积极措施，实现

化纤厂的生产正常化。 

城市和农村要继续大量建设现代化住宅。我们计

划在今后的三年里，每年在城市和农村建设 15～20 万

套住宅。 

金正日同志日理万机，在领导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

百忙之中，为解决平壤市民住房问题而呕心沥血。在他

的倡议和领导下，以我 80 岁生日为契机，已在平壤市建

设了 5 万套现代化住房。他还倡议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

四十周年以前，在平壤市再建设 3 万套住房。你们要遵

照他的意图，周密细致地做组织工作，按时完成 3 万套

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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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中，干部要高度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自力更生是共产主义者固有的工作作风。缺乏自力

更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搞革命，也不能克服前进道路

上的困难。战后，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克服重

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建起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反对对别国的依赖，高度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切实贯彻执行了党的路

线和政策。正如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只要自

力更生，就能克服困难，做到从无到有。 

今天，我国革命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帝国主义和

反动派在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还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强化经济封锁，妄图孤立并窒息我国社会主义。在这

种情况下，贯彻执行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维护并发展

社会主义事业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可以说是检验干部对党和

革命是否忠诚的尺度。干部对党和革命的忠诚精神，不

应在口头上，而应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绝对无条件地切实贯彻党的路线

和政策的干部，才是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 

我们的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时绝对不能讲条

件。干部要具有党下决心，我们就干的铁的信念。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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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切实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和政策。尤其是要为切实实现党关于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构思和战略，加倍努力奋斗。 

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和政策方面，慈江道前川郡商业管理所干部和

职工树立了好榜样。商业管理所的郑春实同志及干部和

职工，在贯彻党的政策上非常坚决。过去，他们不仅搞

好了本职商业服务活动，而且自行营造桑田和原料基地，

养蚕，种玉米，大量饲养海狸鼠和银灰色狐狸，为提高

郡内人民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 

去年，我到慈江道进行现场指导时，见到郑春实同

志。她向我作了自己的工作报告。的确，她受了很大的

苦，做了很多事情。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是一个 17 岁

的留着短发的姑娘。当时，她是一位售货员，现在已经

是双重劳动英雄了。当双重劳动英雄，很不简单。她是

真正的人民公仆，是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她不图名利。

她是由我介绍入党的，但把她培养成真正的人民公仆，

是金正日同志。 

我想如果每个郡都有一名像郑春实同志这样的人民

公仆就好了。这样，就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解

决不少人民生活问题。我们的干部都要向郑春实同志看

齐，努力做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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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党提出了一个方针，要开展向郑春实同志学

习运动的方针。开展向先进人物学习的运动是件好事。

按照党的方针，开展“郑春实运动”，重要的是学习她

在贯彻党的方针、提高人民生活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忘

我精神和以身作则、自力更生的工作作风。 

干部要做真正的人民公仆，就要树立革命的群众观点。 

革命的群众观点就是这样的观点：革命的主体是人

民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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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是

不可能存在的。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具有无

穷无尽的智慧。如果说世上有全知全能的存在，那就是

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没有树立革命

群众观点的人，往往是自命不凡，看不起群众，独断专

行，耍小聪明，目无旁人。 

我在回忆录中说“以民为天”。“以民为天”是我

一贯的主张，是我的哲学。从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天到

今天，我一直“以民为天”，为人民群众服务，依靠人

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革命者，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就能得天下，百战百胜；脱离人民，被人民唾弃，就百

战百败，这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实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的干部要树立革命的群众观点，把“以民为天”

的思想切实体现于工作和生活中。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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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群众的呼声，虚心向群众学习；一旦承担艰巨任务，

就要丢掉侥幸心理，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找窍门加

以完成。 

干部要具有高尚而成熟的人民性品质。 

没有人民性品质的干部，不管他多么努力也得不到

群众的信任。人民群众不向这种干部交心。干部以人民

性品质对待群众，就会在工作上享有威望，群众就会更

加信赖他。 

我们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同

志，真诚相待。在我们社会中，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

的关系是互相信任、互相带动的同志关系。我们的干

部和劳动者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但都是作为国家的主

人，志同道合，是共同战斗的革命同志。不管在何时

何地干部都要虚怀若谷，对人民群众以礼相待，无论

什么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不要歧视，而要作

为革命同志热情相待。 

干部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干部要同人民

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搞特殊化或指望优惠。干部要经常

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吃一锅饭，和他们同甘共苦。干部

要把这一点化为自己的品性。 

清白廉洁是干部需要具备的重要人民性品质。干部

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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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就要在经济道德生活上清白廉洁。干部绝对

不能滥用职权，侵犯人民的利益，或假公济私。干部要

特别戒忌名位思想和物欲。物欲等于鸦片。如果干部利

令智昏，那么就不知不觉地为资产阶级思想和颓废的生

活所腐蚀，追求利己，最后，肆无忌惮地干出背叛党和

革命的罪恶勾当。干部绝对不能利欲熏心，生活要清廉。 

干部要以身作则。干部只有知难而上，以身作则，

才能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才能尽到人民公仆的本分。

只要是为人民的工作，干部就要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只要干部站在群众的前头打开突破口，就没有人不跟着

走，也没有做不了的事情。 

干部要尽到人民公仆的本分，就要根据现实发展的

需要，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 

干部能否作出成绩，取决于他的水平。今天不断发

展的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要求干部提高政治

业务水平。今天，我国经济规模之大，技术装备水平之

高，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即使是过去大学毕业的干部，

如果不继续努力提高水平，也不能搞好今天现代化的大

规模经济，不能搞好生产组织和指挥。现在。一些干部

滥用权势，耍官僚，这同他们的素质低有不少关系。干

部要努力提高政治业务水平，精通本职工作，做到百事

无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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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就要将学习生活化、

习惯化。干部要树立革命的学习风气，努力学习，学习

学习再学习。尽管工作忙，也要每天进行两小时以上的

学习，一次不漏地参加星期六学习和报告会，认真学习。 

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干

部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我们党的政策，明确

地阐明了各部门的任务和执行途径。只要用党的政策牢

牢地武装起来，就能胸有成竹地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

也能遵照党的意图进行一切工作。干部要加强党的政策

学习，掌握好党每一时期提出的政策，尤其要熟悉有关

本部门的党的政策。 

干部还要刻苦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知识和

现代科技知识。不懂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知识和现代科技

知识，就不能正确地指导经济工作。干部要学好经济管

理，深入领会主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及其优越性，

还要熟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同时，不仅要

熟悉本部门的科技问题，而且还要熟悉世界现代科技发

展趋势和最新科技成果。干部只要利用好人民大学习堂，

就能学到很多东西。人民大学习堂是全民学习的殿堂。

人民大学习堂藏有很多现代科技书籍。干部到人民大学

习堂，就能随意阅读科技书籍，也能听到科技讲课。 

要通过各级干部培训机构，对在职干部不断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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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我们党为了使干部跟上现实发展，做好工作，很

早以前建立了在职干部脱离本职工作，到培训机构学习 6

个月的制度。要把干部有计划地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

济大学在职干部班进行 6 个月学习。6 个月并不是短时

间。在这一期间，只要努力学习就能学到很多东西。6

个月在职干部班的干部要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 

每年一个月的讲习班也是提高干部政治业务水平的

重要途径。干部必须参加每年举行的一个月的讲习班，

锻炼党性，提高政治业务水平。 

干部要加强党的生活。 

党的生活是锻炼党性的熔炉，是革命教育的好学校。

干部只有加强党的生活，才能不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始

终不渝地为党和人民忠实地进行工作。 

干部要具有正确的党组织观念，自觉认真地过党的

生活，不断锻炼党性，进行修养。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

站在普通党员的立场上，依靠党组织进行工作和生活，

有意识地努力接受党组织的指导和临督。 

你们下决心说，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关怀，为党和人

民忠心耿耿地进行工作。但决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干

部时时不忘党的巨大信任和深切关怀，要做为党和革命、

为祖国和人民献身奋斗的真正的革命家、人民的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