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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许毁谤社会主义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劳动者》上发表的谈话 

1993年3月1日 

 

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空前猖狂，随之流传着许多毁

谤社会主义的诡辩。社会主义的敌人毁谤社会主义为“全体主义”，为“兵

营式”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并歪曲事实，好像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

样才遭到挫折的。 

胡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主义”，是“兵营式”、“行政命令式”社会这种

毁谤，同帝国主义者自从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一直恶毒进行的反社会

主义的反动宣传，是在本质上毫无差别的。帝国主义者一直叫嚷什么社会主义

社会是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的非人道的社会。把帝国主义者反社会主义的

反动老调换一个说法来重弹的，就是什么“全体主义”，什么“兵营式”和“行

政命令式”社会这样的毁谤。 

早年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民主主义理念，被资产

阶级改变成了把资本的剥削和奴役强加于人民，并为之辩护的资产阶级民主。

帝国主义者给资产阶级民主挂上“自由民主主义”的招牌，施尽一切伎俩加以

粉饰，但未能掩盖其虚伪性和反动性，未能阻止人民群众对保障真正的自由和

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憧憬。然而，最近以来，重复帝国主义者反社会主义

的反动宣传的所谓“全体主义”、“兵营式”、“行政命令式”等诡辩，却在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中引起了思想混乱。阶级敌人助长这种思想混乱，蛊

惑民心，把社会主义推向了崩溃。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崩溃，是帝国主义和反

革命势力勾结合谋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的腐蚀作用的结果。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内部出现的社会主义叛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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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活动。帝国主义为了扼杀社会主义，很早就一面直接进行侵略、施压、

封锁、怀柔等各种破坏活动，一面把出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上层的堕

落分子和变节者作为走狗利用。正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证明的，在共产主

义运动中出现的思想混乱和迂回曲折，都同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层出现叛徒有关

系。在社会主义已成为强大物质力量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就更加重视瓦解

内部的战略，并为之进行了恶毒的活动。由于帝国主义推行这种战略，对社会

主义的毁谤空前猖狂，随之也就出现了指社会主义为“全体主义”，为“兵营

式”、“行政命令式”社会的毁谤。企图以此为借口摧毁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下进行的，这就证明，这种毁谤是帝

国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战略的产物。今天，叛徒毁谤社会主义的活动越来越恶毒。

这是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背叛行为正当化、阻挡社会主义再生而进行的疯狂活

动。到了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仍毁谤社会主义为

“全体主义”，为“兵营式”、“行政命令式”社会，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

社会主义的叛徒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面目。 

毁谤社会主义为“全体主义”，为“兵营式”、“行政命令式”社会，是

极为荒唐的诡辩。 

本来，全体主义是作为法西斯独裁者的政治理念而为之效劳的。臭名昭著

的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是把全体主义作为使他们的法西斯独

裁正当化的思想工具利用的。法西斯独裁者们提出骗人的“民族社会主义”的

口号，叫嚷什么为了民族全体或国家全体就不应容许任何工人运动和阶级斗

争，扼杀劳动群众起码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实行了空前野蛮的高压政治。全体

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在个人应服从全体的美名下，为贪婪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利

益而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全体主义的所谓全体，并不是指人民群众全体，而

是指垄断资本家、大地主、反动官僚、军阀等极少数特权阶层。把人民群众做

了一切的主人的社会主义毁谤为“全体主义”，归根结底，是把反映了人民群

众要求的最进步的理念同法西斯统治集团的反动理念等量齐观的荒唐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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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社会主义社会为“兵营式”社会，也是荒谬绝伦的诡辩。社会生活方

式是由思想所决定，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主义是反映了人的本

质要求的最进步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群众充分享受自主的、创造性生

活的最先进的制度。压制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劳动人民成了资本的奴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给

人民群众保障自主的、创造性的豪迈生活的。毁谤社会主义为“兵营式”社会，

是颠倒黑白的反动宣传。 

毁谤社会主义社会为“行政命令式”社会，也是不合情理的诡辩。一般地

讲，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是剥削阶级社会里特权阶级把自己的要求以强权

硬往下灌的旧的统治方法。在经济生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发进行的资本主义

社会里，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彻头彻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人民群众则作

为管理的对象只有服从行政命令的义务。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做了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的人民群众，在管理方面也居于主人的地位，起着主人的作用。人

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其根本特点是：在一切活动中使政治工作先行，上级

帮助下级，互相同志式地合作。这与旧社会一切都用行政命令往下压的官僚主

义管理方法根本不同。过去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方法，

并不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产生的，而是阶级社会的旧遗物。社会主义的叛

徒们以反对“行政命令式”为借口，把矛头指向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

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活动的重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中，民主和集

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那

些提出“民主”的口号来阉割集中制，造成了无政府状态的人们，在破坏了社

会主义之后，就走上了露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对社会主义的毁谤尽管是荒唐无稽的诡辩，却在人们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地武装起来。当然，对社会主义

的毁谤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巧妙地进行的，所以，一开始就识破它的反动本质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尽管这样，如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准确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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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社会主义思想把人民群众牢牢地武装起来，人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荒

唐的诡辩迷惑。 

要想维护并彻底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思

想，用它牢牢地武装人民群众，使他们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

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确信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时才能产生的。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主体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崭新地发展和完善了

社会主义思想。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阐明：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做了一切的主

人、一切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是依靠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不断发展的最

先进的社会。使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充分享受自主的和创造性的

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正因为我国人民把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正义性化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他们在任何反社会主义的狂风中都毫

不动摇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时代和革命发展的要求，发展和完善社会主

义思想，并用这一思想彻底武装人民群众，使他们把社会主义化为自己坚定不

移的信念，他们就不至于不能识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对它抱有

幻想，思想上发生动摇，从而造成使社会主义崩溃的悲剧性事态。经验证明，

要维护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永放光芒，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思想，并用这一思想

把人民群众牢牢地武装起来，使他们把社会主义化为自己的信念。 

要维护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永放光芒，就不仅要使人们把社会主义化为信

念，而且要使人们把捍卫社会主义看作道德上的义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

级的政治和劳动人民的道德是相对立的，而在人民群众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和道德是相一致的。只有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

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巩固的统一。只有确立了以革命的同志友

爱和道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并使之成为生活习惯，社会主义才能深深地

植根于实际生活之中。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尽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的

责任，起到主人的作用，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任何考验中都能坚定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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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叛徒，也是同他们

不仅没有把社会主义化为信念，而且没有把它化为道德有关系的。社会主义事

业是人民的事业，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背叛人民，是道德败

坏的集中表现。由于党员和人民的信任而占据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位之后，就

背弃推崇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的信任，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因为没有能力

而辞职，或者因某种理由自己一个人脱党，那还可以说他还有一点良心。 

过去张口闭口说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一朝堕落成社会主义的叛徒，归

根结底，同没有把社会主义信念化、道德化有关。这就说明，教育社会所有成

员把社会主义信念化、道德化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在维护并彻底完成社会主义

事业中必须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工作。 

思想改造工作必须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用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具有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的力量，

胜利建设给他们保障更自主的创造性生活的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工作也做不好。只有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人们通过实际生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才会把社会主义作为生命的

需要接受下来。 

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应当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发挥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在于人民群众做了一切的主人。 

人民群众要做一切的主人，首先就要做政治的主人。人民群众只有做政治

的主人，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过一切社会生活。社会主义政治，是人民群众当

家作主所实施的人民的政治。在阶级社会，政治本质上是保障剥削阶级统治的，

劳动群众只是政治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是通过各自求生存的

活动自发地进行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作为政治的主人统一地安

排一切社会生活。 

政治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组织实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要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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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社会的主人行使权利，尽到责任，就必须有能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政治

组织。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党和政

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党是最高政治组织，政权是包括面最广的政

治组织。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工

人阶级的党和政权保障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作为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应当以符合自

己性质的政治方式进行活动。创造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政治方式，是实施

人民的政治的根本条件。即使有工人阶级的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未能确

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式，人民群众就不能作为政治的真正主人行使权利，尽

到责任。 

社会主义是未曾有人走过的道路，全新地创造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方式

是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然而，过去有不少人死抱住政治决定于经济制度

这一既成理论，以为只要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就可以很

容易地解决。因此，全新地创造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适应的政治方式的问

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不少旧社会政治方式的残余得以复活。在社会主义社

会，没能消除旧社会政治方式的残余，同没有认清区别于旧社会政治组织的社

会主义政治组织的性质也有关系。过去一直认为：党主要是维护一定阶级利益

的阶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权也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实行政

治统治的权力机关。因此，在党和政权的建设和活动中，便着重注意加强它们

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权力行使者的职能和作用。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

权的本质首先在于它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只有站

稳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才能根据人民群众自主的要求，搞好阶级斗争，正确地

行使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与剥削阶级的党和政权根本不同的工人阶

级的党和政权的本质和优越性。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

机关的活动中，不容许有任何微小的特权因素。社会主义从其本质出发，反对

一切特权。过去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这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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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据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搞好党和政权建设有关系的。 

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是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是反社会主义方法

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切实贯彻群众路线，

使人民群众占有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发挥主人的作用，就能消除滥用

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消除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

所有干部就要有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党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

一口号，清楚地说明干部应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人民，怎样为人民工作。

我们的经验表明，只要在干部中大力开展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思想教育

和思想斗争，就完全能够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 

假若不开展消除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这种

现象就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滋长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滥用权势的现象和

官僚主义滋长起来，就会使党和国家脱离人民群众，就会被社会主义的敌人所

利用。社会主义崩溃的国家的事态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国家，人民所

要求的，是没有滥用权势的现象、没有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

但是在一些国家，由于有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削弱了人民对党和政府

的信赖，叛徒们便乘机干出了背叛行为：以社会主义是“全体主义”这一荒唐

的毁谤和要建设“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甜言蜜语来蛊惑民心，唆使

人们反对社会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崩溃的结果，人民得到的

并不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剥削、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占统治

地位的、各种犯罪和社会邪恶泛滥的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复

辟的国家，滥用权势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被制度化和合法

化，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 

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在于一切都为人民群众服务。 

所谓一切都为人民群众服务，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党和国家的一切

活动都服从于为人民群众保障真正的自由与权利、富足而文明的生活。社会主

义的敌人把党和国家负责给人民群众保障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恶毒地毁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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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营式”。 

社会主义给人民群众保障富足而文明的生活。人民群众要过无忧无虑的生

活这一历史宿愿，只有在党和国家负责保障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

实现。劳动人民过无忧无虑的日子，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设想的。连那些

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也经常为不知何时会坠入破产、失业和贫穷的深渊而提

心吊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别人如何，只顾自己过安闲阔绰的日子，

这种生活，不能说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有意义的幸福生活，

是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的创造性生活，是人人都同样过美好日子的健康而平等

的生活。只有通过这种生活，人才能感到自己作为世界主人的骄傲和作为社会

平等一员的自豪。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创造性的、健康而平等的生活，只有在

党和国家负责保障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很好地得到实现。 

在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生命的要求：在社会集体的爱护和

信赖中互相团结与合作。在劳动人民的尊严和人格惨遭资本的特权和专横蹂躏

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政治生命发出光辉，过上人的生活。

只有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下支配人的一切特权被清除、真正的自由和权利

得到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才能实现自己政治生命的要求，过上人的生活。 

社会主义给人们创造了在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中过安定生活的一切条件。

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是使人民群众在党和国家的保护下不受任何侵犯、安心

过自由生活的革命秩序，是靠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得到遵守的集体主义的秩序。

破坏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是把人民群众变成各种罪行和社会邪恶的牺牲品的

犯罪行为。在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的国家，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各

种罪行和社会邪恶泛滥，各种骗子和罪犯以为今日已是他们的天下，便猖狂跋

扈。 

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继续唱其虚假性早已暴露无遗的“兵营式”等等老调，

这是他们企图掩盖把劳动人民变成失业、贫穷、罪行和社会邪恶的牺牲品的背

叛行为的愚蠢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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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还在于，社会依靠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不断得到发

展。 

社会得到发展，意味着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得到提高；而

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得到提高，又意味着人的本质属性即自主

性、创造性和意识性得到提高。换句话说，就是随着自主的思想意识和创造

能力的提高，人的作用也相应地得到加强；而随着人的作用的加强，社会财

富也会得到增加，社会关系也会得到改善。因此，哪种社会有发展能力的问

题，归根结底就是哪种社会能更高地发挥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问题。

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由意识性来保证的，因此，可以说在人的活动中意识起

着决定作用。在人的活动中意识起决定作用，就是说思想意识起决定性作用。

思想意识是反映人的要求和利害关系的意识，它决定人的活动的目的、方

向、意志和战斗力。因此，必须在思想意识中寻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

有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是自主的思想意识，人民群众自主意识发展最高

阶段的思想意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依靠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群众高度的革命觉悟、创造性和积极性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最大发展

能力的社会，这是无庸赘述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以一种思想为基础团结、合作的社会

经济条件就会成熟，但人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要

加强全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就要在人们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然而，过去

由于未能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在于人民群众以高度的思想意

识为基础的团结与合作这一点，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了忽视人的

思想意识改造工作的现象。尤其是出现了这样的偏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的推动力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因素，便企图只利用物

质刺激之类的经济杠杆，来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是过

渡性的社会，因此可以利用物质刺激这一杠杆，但必须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先行的基础上利用。换句话说，必须坚持以政治道德鼓励为主，合理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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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质鼓励的原则。如果只重视物质利益的一面，就会使人们堕落成只顾个人

利益的利己主义者，使社会陷于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基础遭到破坏。在那些

抛弃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助长了利己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停

滞状态，造成了以此为借口，说什么反对行政命令式做法，取消工人阶级的党

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态。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经济的政治领导和集中制计划领导，是工人阶级的党

和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负有关怀人民群众生

活的责任。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放弃领导经济的职能，就是推脱应关怀人民

群众生活的责任。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如何实现对经济的领导，各国可

能因具体情况和革命发展要求不同而互不相同，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

弃对经济的领导。不受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领导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挥社会主

义经济的优越性，取决于党和国家如何进行对经济的领导。我们的经验证明，

在经济管理中，保证党委会的集体领导，贯彻群众路线，使政治工作先行于一

切工作，使干部具有革命的工作方法和人民性工作作风，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社

会的本质出色地管理经济。 

社会主义的叛徒们说什么“行政命令式体制”是依靠国家所有制的绝对支

配的，便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

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保证人民群众占据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

起到主人的作用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私有制，那么，

不管私有化方法如何，私有化了的生产资料早晚就要集中到特权者、投机分子

等少数剥削者手中，这是很明显的。在社会主义崩溃的国家，实行私有化虽然

还不久，却已经出现了百万富翁；相反，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在失业和贫穷中

挣扎。正如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否定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取

消社会主义所有制，不管它是在什么名目下进行的，都不外是复辟资本主义剥

削制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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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社会主义为“全体主义”，为“兵营式”、“行政命令式”社会的一

切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宣传，都是诋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赞美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这说明，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之间的斗争，就是要以集体主义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还是要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斗争。 

为了粉碎社会主义叛徒的种种毁谤，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在社会生活

的所有领域切实贯彻集体主义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集体主义，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源泉也在于集体主义。

所谓集体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视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思想。在所

有劳动者都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以共同的利害关系

结合成一个大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集中地表现在珍视国家和社会

的利益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是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

而是使这两者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就是为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即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由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体，维护人

民群众的利益，就是维护其成员，即各个劳动者的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

基本要求，是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中实现个人

的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所反对的，不是个人利益本身，而是侵害国家和社

会的利益、只追求个人利益的现象。侵害个人利益的，不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侵害所有劳动者的利益，

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和社会邪恶，

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产物。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地得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在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主义阐明，靠个人是

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的，只有依靠集体地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清

除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平等。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主体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崭新地发展和完善了社

会主义思想，从而使集体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新的更高阶段。主体思想阐明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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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人的命运的历史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群众；并提出了这样一种独创的思

想：人民群众为了自主地、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命运，就要结合成一个社会政

治生命体。 

孤立的个人是不能成为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的，是不能获得作为具有自主

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的社会政治生命的。人的社会政治生命的母体

是社会集体。个人，只有作为社会集体的一员同集体共命运，才能具有区别于

肉体生命的社会政治生命，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自主地、创造性地生活和

进步。 

在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个社会政治生命体的社会集体

中，生死与共、互相帮助、忘我服务的同志友爱和革命情义的原理，支配着

个人与个人、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同生死、共命运的集体与个人

之间的同志友爱和革命情义关系的，就是体现了“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

这一原理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最

彻底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 

我们党的集体主义思想，源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领导的抗日革命斗

争。在那难以形容的艰苦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战士们以革命的领袖为中心，

紧紧地结合成一个社会政治生命体，创造了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革命队伍和人

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典范。在我国，通过两个阶段的社会革命，清除了阻碍人

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的统一与团结的社会根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集体主义教

育的深入发展，全体人民形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和领袖周围的社会政治生命体和

革命的自主的主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同志友爱和革命情义为基础的

集体主义生活风气得到了高度的发扬。 

今天，我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国家和社

会主人的地位，尽主人的责任，发挥主人的作用，一心一意团结在党和领袖的

周围，休戚与共，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而阔步前进。人的生活不能单凭物质生

活评价，应当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所享受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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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它清楚地显示出体现了社会

主义集体主义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权和物质文化财富的主人，因此，人

人都有权利过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都有责任以共同的努力不断地加强和发

展这种生活。我国没有一个失业者，也没有一个受不到教育、有病得不到治疗

的人和流浪乞食的人。在我国，人人都在适合自己的专长和能力的岗位上称心

如意地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才能，都同样无忧无虑地过着美好的生活，都加入一

定的社会政治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过着自主的政治生活。 

在我国，我们的主体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的政治向导，负责引导人民群众

的命运，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的一切生活；党委会作为本单位的最高领导机关，

通过集体领导切实保障劳动人民的自主权利，正确地组织他们的创造性活动。

上下戮力同心，大家都同志式地合作，这已成为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习惯。

党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大家都同生死共甘苦，这是我

国人民无上的自豪和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任何狂

风恶浪中都毫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切实实现了领袖、党、群众的团结一心，

人民群众在党和领袖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自主要求创造着新的生活。 

重新搬出早已为历史所埋葬的陈腐观念来诋毁社会主义新生活，是再愚蠢

不过的了。新事物的价值只有用新的尺度才能衡量。现实再一次清楚地证明，

鼓吹要恢复旧事物的人们的思想方法决不是新的思想方法。连集体主义和全体

主义都分不清的人，却叫嚷什么新的思想方式，是十分可笑的。用陈旧的思想

方法和尺度来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搞资本主义复辟，不过是一出滑稽戏而已。 

我们要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受挫的事实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坚决反击

牛鬼蛇神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毁谤，发挥变祸为福的智慧和勇敢精神，朝着人

类光明的未来奋勇前进。 


